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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 曹兆燎

太监在世人眼中形象欠

佳，可这幅明万历时期的太监

青花瓷画（见图），背依仪仗

扇，佛尘倒插，挺胸凸腹，脸面

朝天，身边有一担礼物，不像

是送人，像是人家孝敬的，这

形象与印象中的太监格格不

入，是不是有变天的感觉？

历史上太监误国以东

汉、唐代和明代晚期为甚，万

历时期的太监，则是害中之

最，是谁给了这时期太监这

么大的权力？这和万历对钱

财的酷爱有关。

1522年朱翊钧即位，改

元万历。司礼太监冯保矫称

先帝遗诏，得与阁臣同受顾

命辅政，陷害并挤走内阁首

辅高拱，冯保内靠李太后，外

倚张居正，挟制幼帝。以至

“即帝有所赏罚，非出冯保

口，未敢行者。”神宗呼冯保

为“大伴”。冯保出行仪仗

“俨若天子”，瓷画中的这位

太监是不是冯保？

已经开始懂事的万历对

冯保的种种恣意妄为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表面上仍对冯

保优礼相待，内心却积恨难

平。万历十年（1582），随着张

居正的病逝，李太后还政于万

历。时年20岁的万历在内监

张诚、张鲸怂恿下，首先向失

去靠山的冯保开刀，把他贬谪

南京闲住，并抄没其家，果然

得到财物不少，但比想象中的

数目相差甚远，万历不免有些

失望。为了满足万历的贪欲，

张诚、张鲸又巧言引诱向张居

正下手。这次从张家抄得黄

金1万余两，白银10万余两，

数目虽不少，依然比预计的要

少得多。张诚感到无法交差，

便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

张敬修抓来拷问，要他说出财

物转移到哪里去了。张敬修

经不住严刑拷打，只得信口胡

说，称还有30万两银子分藏

在曾省吾、王篆和傅作舟等人

家里。于是曾、王、傅等人倒

了八辈子的大霉，分别被太监

抄了家，张敬修知道还会来找

他，偷偷上吊身亡。

连连抄家，使万历尝到

甜头，贪欲益炽，胃口更大，

觉得这抄家是个赚钱的好办

法，比向国库伸手要钱更来

得容易。万历把这当做聚财

的法宝，凡是有人获罪，不管

是内侍，外官，论罪之后抄家

先行。自古以来，官场上局

内之人都是被教乖的，有些

狡猾的内侍看出这个苗头，

奉命外出，借王命为虎皮胡

作非为，一旦被论奏，不等到

被论罪抄家，便把其中饱私

囊的一部分赃银主动献给这

位贪婪的皇帝，结果罪行可

免究，有油水的美差照样干。

万历后期久居深宫，不

理朝政，但弄钱的心思却从

来没有停止过，巧变花样向

国库伸手，这是他的常技，诸

臣但有获罪，必抄家行之，赃

款赃货则是他的外快，但他

总是欲壑难填，不断地想出

怪招，把生财之道走向偏门

发挥到极致。为害最大的便

是当时称为“矿税”一事。

万历二十四年（1596），

万历为征储金银，委派大量

宦官为矿监、税使，遣分各地

办理开矿、征税事务，实际上

太监是不择手段地肆意掠夺

和敲诈勒索。“内臣务为掠

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

税不必商。民间丘垅阡陌皆

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

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

而矿监、税使疯狂搜刮的钱

财“大率入公努者不及什一，

私充囊十得八九。”矿监税使

假借权势，横行不法，对社会

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太监所

犯的种种罪行，有“大作奸

弊，称奉密旨挖金宝”的，有

“诬大商巨室藏违禁品杀人”

的，有“每托巡历，鞭答官吏，

剽劫行派”的，有“吓诈官民，

潜称千岁”的，有“直入民家，

奸淫妇女或掠人税监署中”

的，有“开矿无获，胁其库金”

的，有“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

玉”的，有“恣行威虐，杖毙数

十人”的。矿监、税使的恶行，

引发各地反抗，并发生暴动。

各地弹劾矿监、税使的罪状的

奏章如雪花般地飞向万历，请

求罢除矿监、税使，严惩凶

犯。但都被万历留中置之不

理，相反对弹劾者，朝上夕下，

必加重罚，或被抓捕入狱，查

封抄家。由于万历的偏袒，自

是“中宫益专横，不可复制。”

入宫当太监俨然成了美差。

古人云，从小看到老。

难怪在万历十七年时任大理

寺评事的雒于仁看清万历是

好酒贪杯、贪财好色之人，颇

以为忧。曾上疏亟谏，还在

疏后附用词极为尖刻，颇具

讽刺的“酒、色、财、气”四箴，

由此可以看出雒于仁尚气敢

为、不惧生死的人格，以及万

历对金钱已病入膏肓的状态。

说明亡于崇祯，实亡于

万历，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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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胡剑明

“美人卷帘临窗下，挑耳

静性意如画。心有情丝千万

缕，都付双眸赏池花。”

这把粉彩仕女《挑耳赏

荷》壶，属于“桃花美人”的

“民国风”，很有诗意！此壶

是民国初年“江西张永茂写

生”的瓷画作品，高13、直径

11、口径6厘米。壶体正面为

画（图1），背面有字“月白清

泉”（图2）。

瓷友藏家叶伯瑜告诉笔

者，在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

博物馆，展出有一幅国宝级

文物《挑耳图》（又称《勘书

图》）。该图为绢本，设色，纵

28.4、横657厘米。画上有一

座三折画屏。屏风前画一条

长案，案上陈箱匣书卷等

物。右侧矮案前，一人坐椅

上，手持耳匙，左目紧闭，作

者把挑耳时的惬意，表现得

淋漓尽致。案上有勘书时的

书卷笔砚。右边立一侍者。

卷上留有北宋徽宗赵佶的瘦

金书“勘书图”和“王齐翰妙

笔”字样。卷左下侧钤有李

煜“建业文房之印”。卷末附

有宋人苏子由、苏东坡、王晋

卿等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识，

非常高大上！

据苏东坡于北宋元祐六

年（1091）六月二日《跋南唐

挑耳图》记载，此图先为著名

画家王诜（晋卿）所有，王氏

是宋英宗的女婿，家中有“宝

绘堂”，收藏丰富。王诜之

后，此图转入朝奉大夫王定

国手中。后经宋徽宗赵佶御

题，命为《勘书图》。

此画作者王齐翰，大约

创作活动在南唐。南唐政权

的首都在南京，称江宁府（金

陵）。后主李煜特别喜好绘

画，他在宫中设立画院，集中

绘画名手，专门从事创作，王

齐翰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勘书图》是王齐翰唯一留传

于世的画迹，突出了勘书文

人的消闲神态，是继承、发展

了唐代山水、人物绘画特点

的艺术佳作。

《挑耳图》自南唐至今，

流传达千余年。据说，后来

也出现一些赝品，但收藏于

南大的这幅为真品。《挑耳

图》于清末为端方所有。

1924年，端方的后人因家贫，

将此图与20多件西周铜器均

转让给美籍福开森博士，福

开森创办金陵大学后，于

1933年，慨然将近千件文物，

包括《挑耳图》赠送给金陵大

学。这件事早有记载，而且

也曾见诸报端。

民国时期，在瓷器上出

现了一个画种，叫“桃花美人

图”。据专家说，这是承继了

清后期的审美倾向。清代康

熙末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

政权的逐步巩固，社会日趋

安定，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绘

画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

象。此时宫廷画家是整个清

代数量最多、名家辈出的时

期，尤其是乾隆时期。这些

在宫廷中供职的画家，绝大

部分来自民间，他们借鉴西

洋绘画技法，表现人物面部，

五官刻画细腻、清晰，富有层

次、立体感，尤具神趣。此壶

上的美人服饰和挑耳时的神

情，就可看出一二。这类绘

画，从宫廷发展到民间，比如

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十二美

人图》。而展览中，冷枚的《春

闺倦读图》就属于这类绘画。

从来宫廷画家与民间画

家都是密不可分的。宫廷画

家很多也来自民间，而民间

画家的聚集地莫过于江南经

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扬州

盐业和漕运的优势，使其一

跃成为东南地区最繁华的商

业都市，随之形成了活跃的

绘画及瓷画市场，美人图的

活跃，必然致使绘画的多元

化与情趣化，画工精细，设色

华丽，尤其是粉彩仕女、写意

花鸟等方面创新颇多的文人

画，还有许多有名和无名的

瓷器画工。

有人说，“掏耳抠鼻为不

雅，为何能成为瓷画？”这是

因为画工们知道“大俗即大

雅”的道理，文人认为“情趣

优于刻板”。工匠们当然也

知此理。景德镇的工匠在绘

瓷过程中，继承了传统，加

之，他们生活在民间，最了解

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所以，

他们在大量的民用瓷器上，

一展身手，绘制了无以计数

的民用器物，流布到后世。

所以，民国初期“桃花美人”

才得以广受人们喜爱，甚至

影响到民国时期的女性服饰

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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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 柳剑飞

这只清康熙五彩水浒人物故事

纹笔筒（见图），口径18、高15.5厘

米。唇口，筒状，上微敛，玉璧底有

涩圈。刷酱釉，底心刷白釉落款。

胎坚致密，牙白釉地光润。通体五

彩景绘六位梁山英雄练武图：一丈

青、扈三娘、拼命三郎石秀、青面兽

杨志及天牢星杨雄正在观赏金钱豹

子汤隆飞舞链子流星锤，另一景则

为鼓上蚤时迁，得甲喜归。背景霓

霞深处隐露，断金亭火珠忠义堂屋

脊。此器取水浒英雄入画作笔筒，

应含把“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清内

蛟龙”扬名天下，与“苦读有成，科举

得甲”之暗喻，情景交融，百思添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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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阳泉 尧天

罐高26、口径8.5、底径12厘米，

画工细腻，人物传神，胎釉均佳。

三娘教子的故事出自明末清初

戏曲家小说家李渔的《无声戏》。三

娘因倚哥顽皮不听话，不用心读书，

生气发怒，用刀砍断机布，以示警

告，从此以后倚哥勤奋读书，事业有

成。这个浅绛彩大罐展现的就是三

娘教子的故事：春风吹拂，桃红柳

绿，蝴蝶翻飞，正是春游踏青的大好

时光，三娘带着几个孩童，来到大自

然中，感受春光的美好。一个穿红

衣的孩童，挥舞着扇子；一个穿绿衣

的孩童，拿着一只蜘蛛；一个穿紫衣

的孩童，躲到了三娘的身后。三娘

头梳发髻，身穿长衫，手拿鲜花，眉

清目秀，温文尔雅，形态端庄。整个

画面洋溢着一派祥和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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