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时的前蜀女诗人李舜弦，也许并不为世人熟知，她留下的诗文也并
不多见。但李舜弦在那个时代是颇有名气的，诗文出众，独树一帜，在
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舜弦是古代来华入蜀的

第一位“外国”著名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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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蜀昭仪李舜弦
第一位“外国”女诗人

顾炎武理财
顾炎武离开江南，独自一人往

北旅游。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当
地买几个婢妾，大量购置房屋和地
产。靠着田产，他就有了经济收入，
就可以全心全意在当地实地考察治
学。

这样两三年后，他就收回了成
本，让门人代为管理，自己毫不犹豫
地离开，往下一站走去。到了下一
站，他又如法炮制。

就这样，他先后走了多个省份，
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危机。晚年
时，他定居在陕西华阴县，购置了
50亩田产养老。

徐乾学、徐元文这两个外甥在
没有显达前，曾多次向顾炎武借
钱。顾炎武每次都借，前后累计借
了数千两银子。俗话说，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但顾炎武一直到死都没
有找两个外甥还钱。

蔡以台卖妻
浙江嘉善县枫泾（今上海金山

区）人蔡以台，字季实，号兰圃，乾隆
21年（1756）考中举人，第二年在会
试中考中会元，殿试又得第一名状
元。

蔡以台出身贫寒，父母都是农
民，老爹勉强认得几个字，身体不
好，蔡以台自幼就帮着做家务。蔡
以台对父母非常孝顺，18 岁那年，
父亲去世，他放弃学业回家守孝，承
担起全部家务，奉养母亲。

蔡以台的妻子非常贤惠，对蔡
母也是孝顺有加。蔡母年老体弱，
长年多病，久治不愈。为给母亲治
病，蔡以台几乎把家中所有值钱的
东西都当卖一空，但母亲的病仍不
见好。

后来，蔡以台听说号称“天下名
医”的苏州人叶天士到了杭州，决定
送母亲去杭州找叶天士医治。但家
里哪里拿得出钱来？

此时，他听人说，嘉善县首富周
员外在托人物色一个有姿色、有文
化的良家女子做小妾。万般无奈
下，蔡以台对妻子说，准备把她卖给
周员外，筹措资金。

妻子听后，大怒，誓不从命。经
蔡以台相劝，妻子理解了他的孝心，
同意了。经中间人介绍，蔡以台把
妻子以 500 两银子卖到周员外家
中。

妻子左思右想，不愿给周员外
做小妾，对周员外如实说了她被卖
来周家的原因。周员外也是一个明
理通达的人，觉得这对夫妇太有孝
心了，让蔡妻留在家里做仆人。但
蔡妻并没有告诉周员外她的丈夫是
谁。

过了几年，周员外邀请在当地
已经很有文名的蔡以台到家中做
客。周员外先把蔡以台请到书房就
出去了，上茶的仆人正好是蔡妻。
夫妻相见，不由得“相抱而泣”。

周员外听到哭声，跑进书房问
是怎么回事。得知他们的身份后，
周员外不仅把蔡妻归还蔡以台，还
赠送蔡以台千两白银，叫蔡以台潜
心读书，好好参加科举考试。

蔡以台得到周员外的资助后，
刻苦攻读，在乡试中考中举人，第二
年参加会试中会元，殿试中又高中
状元。

蔡以台锦衣回乡，带着妻子拜
访周员外，感谢周员外的大义之举，
主动拜周员外为哥哥，并准备回馈
金钱谢恩，但周员外坚决不收。

蔡以台在为官期间，经常以卖
妻养母的事情激励贫寒学人士子。
乾隆帝对蔡以台不以出身寒微为讳
的举动很是欣赏，经常提及此事，赞
赏有加。

蔡母年迈，蔡以台辞官回家闭
门养亲。蔡母去世后，蔡以台悲痛
欲绝，伤了身体，最终患病而去。

都说人一辈子要遇到“贵人”，
蔡以台的“贵人”，就是周员外。

傅山治病
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

字青主，又有浊翁、观化等别名，山
西太原人，明清之际道家思想家、书
法家、医学家。与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
为“清初六大师”。

这么说吧，在梁羽生的武侠小
说《七剑下天山》中，里面的傅青主
就是写的他。当然，他的武功没小
说写的那么厉害，但他医术很厉害，
在当时有“医圣”的说法。

傅山有个怪毛病，虽然医术高，
但不喜欢陷入俗世事务中，使得很
多病人无法找他看病。

傅山喜欢看花，太原的一些寺
庙、道观中养了不少花草，他没事就
去那里逛逛。

有的病人家属抓住这个机会，
把病人事先弄到寺庙里，然后找熟
悉傅山的人去“诱骗”傅山到寺庙看
花。

傅山欣然前往。病人家属叫病
人故意大声叫唤，让傅山听到。傅
山问是怎么回事，早就被“收买”了
的寺僧就说，这是旅居在寺庙的香
客，生病了又没钱医治等等，博取傅
山的同情心。

傅山果然上当，前去给病人治
病，开出良方。病人服药后，很快就
痊愈了。

“医者仁心”，傅山做到了。王麓

父子俩
尚书右丞陆馀庆犯了些小错误，被贬

到洛州做长史。
他的儿子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写了

一张纸条，直呼老爸名字：“陆馀庆，笔头没
用嘴倒硬。一朝被人告，十天判不尽。”然
后把纸条塞到他爸的坐垫下。

陆馀庆摸到了，拿出来一读，气得骂
道：“必是那狗（原话）！”然后把儿子暴打了
一顿。

熊孩子的动机至今是谜。

管好钥匙
武则天时，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大

军重重包围在城内，吓得半死，连自家大厅
都不敢去，屋内天天房门紧锁，收发文件都
要人从小窗递进来。

后来，突厥人真的攻入城内，已经围在
孙彦高宅子外面了。他赶紧爬进一个箱子
里，把箱子钥匙交给奴仆说：“你管好钥匙，
突厥人如果问你要，千万别给啊！”

你觉得突厥人开箱会用到钥匙？

自知之明
唐宣宗是个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尤其

关心科举。对进士这个称号还心向往之，
曾在殿柱上落款，自称“乡贡进士李某”。

到了他的孙子僖宗，情况就比较令人
着急了。僖宗不喜欢读书，只喜欢打曲棍
球（步打）和斗鸡。

有一天，僖宗跟他的好友、滑稽艺人石
野猪说：“要是设步打为科举项目，我绝对
是状元。”

石野猪说：“那不一定咯，要是礼部侍
郎是尧、舜、禹、汤这4位中的一个，你就落
榜啦。”

你看看，人家石野猪都比你这个皇帝
有自知之明。

实心眼
唐肃宗还是太子时，曾经和爸爸李隆

基还有一堆兄弟组团去崂山太清宫玩。
太清宫里有一条龙盘在东边的梁上，

李隆基看到了，问儿子们：“你们看到龙了
吗？”

龙当然只有皇帝才能看到啦，所有的
人都识趣地说：“爸爸，没看到。”李隆基问
肃宗：“你看到了吗？”肃宗支支吾吾没有说
话。

过了一会，李隆基又问：“那龙头在哪
里呢？”肃宗答：“在东边梁上。”

我不会告诉你们，就是这个实心眼，后
来把他爸囚禁了。

奇葩许敬宗
太宗时期的许敬宗，堪称我唐一朵奇

葩。
长孙皇后丧期，有一天众臣聚会，百官

都穿着丧服，神情凝重。太子的管家欧阳
询一直以丑得惊世骇俗闻名，当天一进场，
所有人都悄悄对着他指指点点，只有许敬
宗一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笑声：“哈哈，好
丑啊！”

当时欧阳询是从四品，许敬宗是正五
品。后果当然很严重，许敬宗被踢到外地
去了。

在京城时，许敬宗发现儿子和他的小
妾私通，气得炸了，上表请求皇帝把儿子流
放到最落后的岭南去。儿子到了广东，没
过几年就死了。他为了贪图嫁妆，还把小
女儿嫁给了岭南的“蛮酋”。

俗话说，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许敬宗
的才气确实不错，也能念几句诗，所以揽到
了主持修撰《五代史》《晋书》《西域图志》

《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等史书的活儿。
修撰史书这个差事非常适合“闷声发

大财”，可见写史书的人人品有多么重要：
太宗给长孙无忌写了一篇《威凤赋》，许敬
宗在史书里把这篇赋写成是赐给亲家尉迟
敬德的；武将庞孝泰生性懦弱，吃了高丽败
仗，给了许敬宗一批存款，让他把自己写得
英勇神武一点，许敬宗照干了。

通过写史书，许敬宗积累了许多钱。
此外，他经常根据个人好恶写身边的同事，
不喜欢谁就多踩几脚。他还帮助太宗在

《高祖实录》《太宗实录》里抹了建成太子一
把黑炭。

他死了，大家伤透脑筋，讨论要给他安
个什么谥号。谥号太好了说不过去，太差
了也不太好意思。

博士袁思古说，不如就叫“缪”，意为
名不副实，反正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唐
高宗想了想说，算了，叫“恭”吧，知错能改
就行。

见光死
进士曹唐体态非常巨型，但却偏偏爱

写玄幻空灵仙气满满的诗，写得还不错。
岳阳太守李远很喜爱他的《游仙诗》，

每次读到那些诗句，李远的脑海中总能浮
现出一个仙风道骨的曹唐，对他充满了幻
想。

有一天，曹唐经过岳阳，拜访当地长官
李远。李远听说偶像来了，连鞋子都穿倒
了，赶紧跑来迎接他。结果两眼一抹黑，看
见一堵墙站在面前。

李远惊叹道：“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你长
得……竟这样标致，之前以为你不是骑凤凰
就是骑鹤来的，现在看来……好像大水牛也
……驮不动你啊。”

这是最早的“见光死”案例么？
太常寺协律郎

本栏目面向全国文史精深者征稿。要
求：以史为本，以微见著，以新呈旧，融会贯
通，旁征博引，选题新颖，故事性强，细节处
多，语言通俗，长短不论。切忌抄袭，文责
自负。信件标题注明“阅微堂”。

李波斯强学文章
李舜弦是蜀郡梓州（今三台

县）人，大约生活在899-926年。
历史上对她的记载寥寥无几，不
为世人所知，也就不足为奇。元
代夏文颜《图绘宝鉴》说：“李夫
人（即李舜弦），西蜀名家，未祥
世胄，善属文，尤工书画。”

隋唐时，来华经商定居的外国
人逐渐增多。唐朝时，生活在长
安、洛阳、成都3地的外国人最多。
据唐政府统计，在长安置办田产的
外国人有上千户、几万人之多。蜀
中也不例外，随处可见胡人。

当时称来华的西域人为胡
人，胡人来华定居称为胡人华
化，华人到外国经商定居是为华
人胡化，李舜弦堪称胡人妇女华
化的代表人物。

隋朝末，李舜弦的祖父来
华，在长安定居，唐朝时改为国
姓李，以经营域外药材香料为
主。与许多来华的胡人一样，李
舜弦的祖父经商赚了钱后，不仅
置办田产，还开始向仕途进军，
只有为官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880年，黄巢大军直逼长安，
唐僖宗逃到蜀中避难。李舜弦
的祖父也拖家带口跟随入川，被
授予率府率（东宫侍卫）职务。
李舜弦家人先是住在梓州，李舜
弦就出生在那里。后来，全家迁
往成都定居。

李舜弦的大哥李珣，是前蜀
著名词赋家，外貌没脱掉波斯人
的形象。李珣与校书尹鹗是好
朋友，尹鹗为锦城烟月之士，经
常拿李珣开涮，无事就开玩笑，
称他为“李波斯”，说他鼻高如山
梁，两眼布深蓝。

李珣一本正经地说，山高有
灵气，渊深更清明。又做诗答：

“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
文章。假饶折得东桂堂，胡臭熏
来也不香。”

李珣的词属于婉约派，他在
《南乡子》中写道：“烟漠漠，雨凄
凄，岸花零落鹧鸪啼。远客扁舟
临野渡，思乡处，潮退水平春色
暮。”轻描淡写，勾勒出一幅江南
烟雨水色。

李家还有个四郎叫李玄，继
承祖业当起了药商，在成都开了
一家药铺，经营外来药料，山中
珍品。后来，他醉心炼丹，视钱
财如粪土。《茅亭客话》说李玄：

“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惟
道书、药囊而已。”

李四郎暮年时，前蜀还没
亡。这时，李舜弦正处于少妇时
代，说明李四郎比李舜弦大，李
舜弦最小。

那堪虚度锦江春
李舜弦生得貌美惊艳，既有

中国姑娘的内敛淑雅，又有异国
姑娘的风采和气质，一颦一笑都
十分别致引人，走在大街上总会
赚取很多目光。

她聪明伶俐，在大哥李珣的
熏陶下，对诗文颇为精通，善词
藻。尤其是她那种略带忧婉的
情调，给人带来一种新鲜感，如
莺慢啼，这是一般人不能具备
的。

前后蜀时，中原各地战乱不
止，巴蜀大地倚仗剑门天险，倒
成了一个世外桃园，一派歌舞升
平的祥和景象。

李舜弦内修诗文，外修身
段，经常出入教坊，演习歌舞操
行。她做《浣花纱》说：“早为不
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表
明她极不愿意这样碌碌无为，虚
度大好青春。

李珣和李四郎当时都在
皇宫中为前蜀政权王
衍效力，李珣对这个
颇具才气的妹妹怜

爱有加，有意让

李舜弦入宫。
那时的歌舞词藻十分盛行，

花蕊夫人描述当时习歌风气说：
“小随阿姐学吹笙，见好君王赐
与名。”这方面发挥好了，就会博
得一个好名分。

王衍在做皇帝、治国理政上
不是一个好手，倒是对享乐歌舞
饮酒方面有超常的灵性，日日管
弦，夜夜笙歌。继位不久，就开
始整理宫中秩序，扩充宫女配
置，大量招收民女入宫。

919 年，王衍大选宫妃。宫
中设昭仪、昭容、昭华、保芳、保
香等多达14类，宫女上千，有理
床铺被、端水献茶、摘花引路等，
凡15-20岁的女子，容貌姣好的，
都被纳入后宫备用。

专门为王衍物色宫妃的官
员严旭，每天在各处教坊乱窜，
那里是美女云集的高档场所，看
到顺眼的就拉走。李舜弦去教
坊练习时，正遇着严旭来选妃，
一眼就被严旭看中。

李舜弦就这样进入宫中。
她独具异域少女的妩媚风姿和
出众的才华，深得王衍喜爱，被
封为昭仪。这个名分在宫妃中
的地位很高。

李舜弦从此开始了伴君生
涯。她作《蜀宫应制》说：“浓树禁
花开后庭，饮筵中散酒微醒。 濛
濛雨草瑶阶湿，钟晓愁吟独倚屏。”

谁及昭仪李舜弦
皇宫大臣、幕府大人饮酒行

乐的时候，都喜欢有几个能歌善
舞的乐伎陪侍在一边，说几句笑
话，以烘托气氛。王衍更是深谙
此道，酒喝得半醉的时候，大臣
们发髻也散开了，无拘无束地跟
宫女谈笑取乐。

李舜弦总是不离王衍身边，
王衍走哪都把她带上，经常叫她
即兴赋诗，所以她的好些诗都是
应制。李舜弦略带忧婉的诗文
颇被王衍赏识，可以说是找到了
知音。

王衍在龙跃池（即摩诃池）
边的怡神亭上设宴，与几个大臣
共饮。旁边有宫女戏水钓鱼，攀
枝摘花，制造欢乐气氛。王衍叫
李舜弦做诗，以助酒兴。

李舜弦看着一池浩水一派
烟波，夕阳西沉，几个宫女钓了
好久的鱼仍然空钩，张口吟出

《钓鱼不得》诗：“尽日池边钓锦
鳞，芰荷香里暗消魂。依稀纵有
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

前半句写得一派销魂风光，后
面纵是有香饵，鱼儿也不肯上钩，
鱼倒是狡猾起来，这多少有些让人
扫兴。要是出自其他人之口，定会
遭到王衍的责罚。可她不同，很对
王衍胃口，王衍带头叫起好来。

宫中还有一个叫李玉箫的
宫女，也是个才华出众的女诗
人，也很得王衍喜爱。李玉箫和
李舜弦两人成为王衍身边的两
个大红人。

王衍喜欢做诗填词，在宣华
苑宴请大臣，亲自作《月华如水
宫词》，命李玉箫演唱：“月华如
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李
玉箫歌声婉转，丝丝入扣，轻歌
曼舞，王衍执板伴唱，使在场的
人为之倾倒。

在场的大臣王宗寿看不下
去了，劝王衍别这样沉迷，王衍
不听。李玉箫刚唱完，他就命李
玉箫给王宗寿倒满酒。王宗寿
不喝酒，也不敢拒绝，只得一口
干了。

有人还说，李玉箫倒酒，王
宗寿一口喝了，请把李玉箫赐给
他。王衍哼了一声说，不要打这
个主意，门都没有。后来有人做
诗说：“云散江城玉漏遥，月华浮
动可怜宵。停歌不饮将何待，试
问当年李玉箫。”

李玉箫的受宠仅次李舜弦，
李舜弦才是头牌。《全史宫词》评
说道：“竹影婆娑月满天，南轩晓
启竞传笺。词臣应制多佳咏，谁
及昭仪李舜弦。”

却忧难得到人间

入宫时间长了，李舜弦才明
白宫中生活并不是之前所想像的
那么浪漫美丽，一切都是循规蹈
矩，皇上、皇妃、太后可以随心所
欲。作为昭仪，虽位居高层，仍要
像其他宫女一样，凌晨即起，对镜
描红梳妆，粉脸以待上面的召唤，
这倒是符合她的性格。

924 年秋，王衍组织了一次
豪华的青城山游览活动，把亲妈
徐太后和姨妈徐太妃都带上
了。众多宫女出游，一路浩浩荡
荡，当然少不了李舜弦。

《资治通鉴》说：“蜀主与太
后、太妃游青城山，历丈人观、上
青宫，遂至彭州阳平化，汉州三
学山而还。”

青城山上，众宫女们喜笑颜
开，身披王衍设计制作的云霓衣
裳，头戴特制的莲花状花冠。李
舜弦当然也是同样的打扮，脸上

涂满脂粉，称之为“醉妆”。
王衍在上青宫设下御宴，宫

女们跳起欢快的舞蹈。李舜弦没
有跳舞，她觉得有些眼花缭乱。一
路上，徐太后和皇后不断作诗合
唱，李舜弦看着眼前的景象，禁不
住作诗《随驾游青城》说：“因随八
马上仙山，顿隔尘埃物象闲。只恐
西追王母宴，却忧难得到人间。”

可以看出，李舜弦隐隐有一
种不安和忧虑。这是出于她的性
情，更是出于对未来日子的预感。

“却忧难得到人间”，这种大事很快
就要来了，但王衍不知道，他还上
阵唱起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甘州曲
辞》：“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
眉桃脸不胜春……”

这是前蜀皇宫的最后一次大
型旅游活动，也是最后一次盛宴。

925 年秋，后唐发兵6万，仅
用了70天时间，就如入无人之境
攻破前蜀，进入成都。因为前蜀
在王衍的领导下实在太腐朽，各
处守将望风出降。

王衍投降后被押往洛阳，随
从大小官员及宫女上千人。王
衍和徐太后等人，被杀死在去洛
阳途中的秦川驿。

昼寝宫娥梦里惊

李舜弦没有被押去洛阳。
前蜀重臣王宗弼与后唐暗通，出
卖国家后又以功自居，把留下的
后宫女子及库内珍宝都纳为己
有，还向后唐伸手要权，被后唐
大将郭崇韬所杀，“皆数其不忠
之罪，族诛之。”蜀人恨透了他，
争食其肉。郭崇韬杀了王宗弼，
库内宝物又落入他的手中。

李舜弦因为美貌出众，郭崇
韬没有放过，毫不客气地收留在
自己身边。《图绘宝鉴》说：“郭崇
韬伐蜀得之。”

李舜弦在郭崇韬身边的日
子不长，无意间成全了她在画作
上的一个新发现。郭崇韬是一
介武夫，虽然也喜欢读书，但整
日舞刀弄枪，李舜弦和他根本就
没有半点共同语言，整天忧闷不
解，独坐南轩。

李舜弦暂住的地方一片茂
林修竹，环境幽雅，她常常一个
人看着静静的月色发呆。回想
以往宫中的日子，虽然不尽如
意，但比现在强多了，起码还有
年轻皇帝王衍的宠爱。

在这个月夜时刻，应该是丝
竹管弦，歌舞招展，是她尽展才
华的时候，那真可是：“管弦声急
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好是
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
诗中的圣人就是蜀主。

李舜弦虽然身心忧郁，但不
失即兴创作的灵感。月色下，清风
拂动，竹影婆娑，煞是好看。她禁
不住挥毫濡墨，在窗纸上寥寥数笔
画下竹影，“明日视之，生意具足。”

画界还有个说法，是李舜弦
开辟了墨竹画的先例。夏文彦
论画的《图绘宝鉴》把她视为墨
竹之祖：“或云自是人间往往效
之，遂有墨竹。”从她之后，中国
有了墨竹画。

这样寂寥的日子没过多久，
926年，郭崇韬被李存勖下令在成
都处死，李舜弦这次难逃厄运。

李舜弦死时也就20多岁，正
值青春年少，一代女诗人从此湮
没在尘世中。现存李舜弦诗 3
首，《钓鱼不得》《蜀宫应制》和

《随驾青城游》。
杨慎在《词品》说，李舜弦还

有一首《鸳鸯瓦上》被误编入花
蕊夫人诗集：“鸳鸯瓦上瞥然声，
昼寝宫娥梦里惊。”

这是不是李舜弦所作并不
重要了。不过，这倒说准了
一点，宫娥的梦常常
惊心，李舜弦这一惊，
就 再 没 有 醒 来 。

朱文建

宫女《捣练图》。

古代宫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