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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良君

怀着无比热烈的期盼，观看
了大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大
片《金陵十三钗》，场景的宏伟生
动 、演员演技的精细到位 ，都让
我为之惊叹。 电影再一次将“南
京大屠杀” 的题材搬上银幕，让
当下正在热议欧债危机的众多
中国人重新回到70多年前的战
争岁月，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侵
略者的残暴、凶狠。 在此，我为张
导叫好。

只是，影片所讲的是一个所
谓 “战争是人类灵魂的清洁剂”
的业已陈旧的话题，且影片中的
一些场面与一部同样是表现战
争中风尘女子 “义举 ”的著名小
说 《羊脂球 》颇有相似之处 。 且
看： “……戈尔弩兑偏偏把嘴唇
去接触羊脂球的酒杯上吮过的
还没有干的地方，无疑地这是表
示献媚”———《羊脂球》中这一场
景几乎是“一字不差”被搬到《金
陵十三钗》约翰与墨玉初次见面
的环境里，这让我在激动之余颇
觉不快。

然而，即使是“老话题”在一
个完全不同的新的时代里， 也可
让人们在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
它、理会它。 是的，人们在无比残
酷的战争环境里，因为美与丑、善
与恶的强烈对照， 可以让你比在
和平环境里加快几十、 几百倍分
辨出什么叫美、什么叫善，从而懂
得自己应该如何去捍卫它， 甚至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金陵十三
钗》中的约翰，一名教堂的殡葬人
员，“之前”的他与《羊脂球》的戈
尔弩兑没有什么区别：老于世故、
颇为油滑、散漫，也不缺少许多西
方男子的“浪漫”与“风流”，但日
本侵略者在他面前滥杀无辜、欺
侮中国女学生的暴行， 激起了他
心中对邪恶势力的恨， 对弱者的
同情， 他顿时变成了另外的一个
人， 最后他冒险开车送走落难女
学生的行动可以冠以“英勇”二字
赞誉之， 不仅仅因为他剃掉了满
脸的胡须， 换上了主教的清洁的

长袍。 再说影片中那10多位昔日
卖笑秦淮河的风尘女子， 观众刚
刚见到的她们一行不仅仅衣衫不
整、举止轻佻，且出言不逊，她们
同年轻女学生抢厕所、占地窖，也
难怪影片中的女学生们打心眼里
瞧不起她们， 但同样是侵略者的
暴行从反面教育了这些风尘女
子， 让她们做了她们一生中最值
得骄傲的事情： 顶替女学生去迎
接屈侮与死亡。

问题于是摆在而今坐在电
影城观看影片的众多中国观众
面前：战争固然可以“清洁”人们
的灵魂，但如果世界永远没有了
战争，人们应该怎样“清洁”自己
的灵魂呢？ 在“小悦悦”倒在车轮
之下时，我们的许多成年人到哪
里去了？ 当你亲眼看见行窃者的
手伸进一位进城治病的农妇的
口袋即将偷走她治病的血汗钱
时 ，你作为一个 “城里人 ”，你的
勇气到哪里去了？ 显然，仅仅让
战争作为 “清洁 ”人们灵魂的唯
一“工具”是显然不够的，在物质
文化日渐丰厚的当代中国人面
前，我们还需要更多一些“清洁”
人们灵魂 、提高我们素质的 “清
洁剂”， 这样， 我们的发生在甘
肃、发生在江苏的校车事故就可
以避免、官员们动辄贪污千万的
丑行就可能少许多、许多！

问题再一次回到笔者提到
的与小说 《羊脂球 》颇多相似的
问题， 看来与本文主旨无关，我
还是想说。 张艺谋固然是笔者最
为钦敬的大导演，但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再好的导演没有好的剧
本是不行的。 日前，张导在接受
《凤凰卫视》 记者许戈辉采访时
就说到他手边缺少好剧本的苦
衷。 更喜欢张导的《红高粱》、《秋
菊打官司 》 等优秀影片的我以
为 ：“好剧本 ” 是不会等您张导
的，要辛苦张导您在“生活”中去
找、去淘！ 身份变了、事情多了，
离生活远了 ，情有可原 ，但艺术
就是艺术，是不会因为您是大导
演就特别照顾的。

期待张导更多的好作品。

刘鸿伏

在湖南永乐拍卖公司 “湖湘三百
年”拍卖及北京东方艺都春拍中，一件
被称为 “李兴锐湘军钱粮总调拨信稿”
的拍品引人注目。我有幸得到详细鉴赏
和披阅全部信稿的机会。如此重大的湘
军文物发现，我愿意将相关情况公之于
世。

一、信稿内容考略

我将这部装订成册的书信原稿认
真披阅了数次， 共103页 ，99封原信手
稿。这些书信是李兴锐回复或写给湘军
各路将帅、各级地方官员、厘局官员、乡
绅等的书信底稿，因每件书信涉及的都
是钱粮调拨及重大战事，故须留底以供
日后证明。99封书信的时间跨度从同治
二年十一月中旬到同治三年二月中旬，
3个月里战局风云变幻，曾大帅驻祁门，
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事惨烈异常。而维系
战争命脉、将士生死的军需，全系李兴
锐一人。作为钱粮军需总管，此时正是
左支右绌，强为巧妇，筹钱筹粮之艰苦
卓绝， 及朝廷地方官员的诸多製肘，不
仅让粮饷筹划陷入绝境，亦令战事陷入
绝境。这种状况在许多信中都能体现出
来。

信稿的第一封是李兴锐自浏阳老
家返祁后， 写给饶州牙厘局王子敷的，
其中有“初九始达祁门，两月积事清厘
颇繁， 又愁米愁钱， 苦无以应众军之
索”。第二封信是回复紫帅的，信中提到
“解付贵营之六千金不过稍资分润，贵
军贫苦，拟从祁台酌拨，惟以祁阻高岭，
旱路数百里，殊不便转运……敝台当筹
备三四万石， 请阁下派人运去……”99
封书信，除两上曾国藩，其余97封绝大
多数都是写给各路将领有关钱粮调拨
的。这些信件中，写到了筹粮筹钱的困
难重重， 写到了各路湘军缺饷的窘急，
写到了战事的瞬息万变，写到路途险恶
驼簰难行，写到了调拨分割的具体做法
和内部情况。通过信函内容，我们能了
解战争最具体也最真实的一面。它呈现
的是原始的战事实况和筹划调拨军需
的机密内幕。李兴锐信稿涉及到的一些
湘军将领和地方官员，有些已经湮灭无
闻，如其中张品三、唐桂森、王子敷、王
瑶阶等一批人。我对信中涉及的人物及
受信对象略加留意，便有近200人之多，
除著名者外，余皆难以考辨了。如唐桂

森这个人物，偶查《大清穆宗皇帝实录》
卷215、 同治六年十一月所发谕旨中有
“以湖北尹漋河等剿办发匪捻匪出力，
赏提督……”一大串名单中见到此公名
字。战乱之际，出生入死，赏一个提督头
衔，算不得什么。王子敷其人亦偶于《古
今联语汇编》（胡君复编）上发现有简略
介绍：以诸生应制科，受曾国藩识拨，官
至观察。李兴锐信稿中称呼皆简，尊重
起见，一般只称“×帅”、“×镇军”、“×观
察”、“×麾下”或“××太守”，涉及人物既
多，称谓又简，故要一一考证其姓名官
职及相关生平事迹， 显然难度极大，历
史烟迷雾障，史料有限，不能不令人遗
憾。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
的胜败有两个关键， 一是战略战术，二
是钱粮军需，两者缺一，便胜负已分。湘
军之所以成为湘军，湖南人之所以改写
了近现代史，李兴锐这位能力超卓的湘
军钱粮总管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二、李兴锐其人其事考略

李兴锐（1827-1904），湖南浏阳人，
清总督。在《清史稿》等有关史料中都说
他“字勉林”，故称“勉帅”。我从《浏阳六
碓李氏家谱》（十三卷）中看到的是：李兴
锐，字晋初，号勉林。此谱为李兴锐之弟
李兴灿等修纂， 并有李兴锐首序：“道光
甲午始叙宗谱，勒为成书，爰议嗣后每阅
三十年重一修定，今又宜其时也。兴锐方
驰驱王命，未获躬与其役。”但修谱前一
年，在他“奉巡江西，取道里门，展修祀
事”。可见李兴锐是做了巡抚后此谱才开
始修的，那么，谱中说他字晋初号勉林，

当然不会有错了。
李兴锐道光七年生， 出生农家，早

孤，家境清贫，咸丰二年以诸生办团练，
助江忠源镇压邑人周围虞起义。 四年，
与当地清军力阻太平军西征进犯浏阳。
咸丰五年， 曾国藩招李兴锐至军中，总
管粮台，治湘军军需，驻安徽祁门大营。
当时， 太平军将祁门作为重点攻击目
标， 他侦知太平军古隆贤率部来袭，预
先将所有粮草神速转移，使古部雪夜奇
袭空手而归。同治四年，湘军部将唐义
训、金国琛索饷哗变，形势危殆，李兴锐
独人独骑驰往该部，对哗变士兵道：“饷
不给，咎在台，期以三日，逾期请杀我。”
一面发给欠饷， 一面暗中侦查主谋，禀
曾国藩将主谋斩首，立止兵变。同治七
年，李兴锐随曾国藩调直隶，补大名知
府，升道员。九年，曾国藩回调两江，李
调回仍总管钱粮营务，并协助彭玉麟规
划长江水师营制。十三年，日本犯基隆，
李办理机要，赴海防设守，修筑炮台。光
绪元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开设船
厂、炮厂，十年经营，披肝沥胆，制造局
颇具规模。母丧归乡，其间被召往勘中
越边界。 光绪十五年任天津海关道，二
十三年任福建按察史，二十六年任江西
巡抚，二十八年署广东巡抚，次年署闽
浙总督，三十年任两江总督，同年卒于
任上。史评此公虽无赫赫之名，而较为
直实，甚为曾国藩、李鸿章信任。

三、信稿发现的意义及价值

信稿的发现，为后人还原了部分历
史真相，廓清了部分历史事实。一些重
要史志及著作都未提及李兴锐作为湘

军钱粮总管的身份。 有些基至张冠李
戴 。王闿运在 《湘军志 》里有 “筹饷 ”专
章，却简略至极，连李兴锐的名字都未
曾提及。这部影响如此之大的著作出现
如此明显遗漏，不免令人感慨系之。

曾国藩军兴 ， 网罗了各类人才 ，
其中军需人才有数人， 李兴锐、 郭嵩
焘、 李瀚章为最出色。 但一直追随曾
国藩总管钱粮军需的只有李兴锐一人。
而此人却因种种原因竟至在湘军中默
默无闻， 后人研究湘军历史也极少提
到他。 一场关乎大清王朝存亡的旷日
持久的大战争， 所耗钱粮之巨， 是今
人无法想象的， 而军饷是否充足， 又
是这场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 所以曾
国藩将兵， 不患仗之胜负， 最让他挠
心的就是钱粮。 筹措钱粮之不易， 是
史有明载、 文有明证的。我手中正好收
藏有一件清代同治二年二月的捐饷功
牌，此功牌为湖南巡抚所颁，捐饷人为
宁乡尹昌铭，26岁，“效助军饷足钱16串
文”、“赏给九品顶戴”。可见当年筹饷已
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湖南助饷最
力，由此可见一斑。李兴锐的勇于任事
与筹划手段，显非常人可比，且廉洁自
守，忠“王事”，忠“涤帅”，否则，曾国藩
不会让他自始至终掌管湘军钱粮。一个
难得的军需人才，有时比一个军事天才
更重要。 因此， 这部书稿的发现， 不
仅廓清了一个模糊的历史真相， 也还
原了百年前那场人间浩劫的部分史实，
且留下了近200名曾经浴血疆场但被时
间湮灭的人物的姓名。

99件信函， 每件涉及的史事重大，
它们是目前国内首次发现的能集中反
映湘军钱粮筹拨真相的史证实物，既是
湘军历史遗存中的顶级文物，又是填补
湘军历史研究空白的珍稀史料。这么多
信稿，未见于任何史籍记载，堪称孤品。

应该说，从王闿运的《湘军志》始，
国人从未停止过对于湘军的研究。从志
书到论稿到小说、散文、影视，可谓汗牛
充栋。也许是因为资料的稀缺吧，至今
无人专门研究过湘军钱粮的问题，不能
不说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很大的缺憾。
军需是战争的关键， 研究湘军历史，若
少了这么一个前提、 这么一个课题，是
不完整的。 而李兴锐信函原稿的发现，
恰恰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
贵的资料。

因此， 李兴锐书信的文物价值、历
史研究价值、 收藏价值都是难以估量
的。

生活中石头很常见，大则一山
一脉，有形有势，谓地之骨骼；小则
一石一砾，种类繁多，不一而足。

2月中旬， 我到了甘肃酒泉。
酒泉城不大， 有一条街比较有特
色，沿街奇石参差林立，店铺闪烁
其间。郊外有一线低矮民房，门口
写着加工出售奇石的牌子或挂或
立。其中一处民房门口，蹲着一个
正在打磨着石头的中年汉子。民
房内的 “展厅”20平方米左右，上
下两层铁架子分立两侧，连地算3
层。 石头与市里店家奇石毫不逊
色，只是更多，显得杂。

这位中年汉子叫华景春，10
多年前从兰州来酒泉打磨原石，
主要是好石之人送来原石，他收
取一点加工费， 维持家庭生计。
每到夏季冰川融化，
他会到冰川水冲积
而成的几条河流捡
原石， 积累到秋冬，
打磨之后 ， 静等买
主。大多被奇石炒家
低价购走。他带我进
了一间只放了一张
床和简易灶具的房
间。灶台上最醒目的
是一钵中药残渣。他
说他患了结石病。我
估计是他打磨石头、
吸入石尘的缘故。我
说， 你要戴口罩啊。

他说， 下次备上。 我挑了7块石
头， 其中有一块是他最得意的。
放在水里，这块石头的图案就呈
现出来了：一只狼的两只前爪踩
在朽木上 ，回头长啸 。他说 ：“原
石表皮都是灰灰的 ， 啥也看不
出，放在水里就可以了。”看来水
是石的天然知音。

临走时，华景春带我们进一
间杂屋，指着一堆小石头非要送
我。 我一眼就发现了那块石头。
那图案分明是 《封神榜 》中的场
景 ：姜太公稳坐钓鱼台 ，文王求
贤若渴。

这块石成了我的镇纸，卧于
案头，胜过黄金美玉。有诗曰：祁
连山连山，番溪水浮台 。谁解太

公意？独钓文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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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湘军文物的重大发现
———湘军钱粮总管李兴锐钱粮筹拨书信原稿考略

老话题的新诠释
———《金陵十三钗》 观后

2月12日， 溆浦县葛竹坪镇山背村花瑶挑花传承人奉兰香 （前
右） 在给瑶族同胞传授挑花技艺。 花瑶挑花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传承人定期传授挑花技
艺， 使该技艺得到传承和发展。 雷文录 王身友 摄

太公“钓”文王 季江华 收藏

石非石
季江华

文化大观园

（紧接1版） 他说， 要克服国际金融危机
的深层次影响， 缓解发展不平衡、 不协
调、 不可持续的体制性、 结构性矛盾，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 最根本的
要靠改革开放、 体制创新和科技进步，
靠激发和调动包括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内
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创造
性。

温家宝强调， 要敏锐发现国际金融
危机给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契机，
着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调整完善科技
力量布局， 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努力形成中国经济的新优势。 要积极推
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支持企业
建立和充实研发中心， 承担国家和地区
重大科技项目， 攻克产业关键技术， 提
高核心竞争力。 要从制度上为广大科技
工作者创新创业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和
空间， 鼓励他们走出科研院所创业， 特
别是创办科技型企业， 让科技型企业的
发展壮大带动和促进科研成果、 创新产
品、 创新人才的大量涌现。 要弘扬科学
精神， 倡导学术诚信， 鼓励独立思考，
保障学术自由， 形成百家争鸣、 民主开
放的科学氛围， 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勇
于追求真理、 执着科学探索、 尊重知识
产权、 珍视学术声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
理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强调， 科学技术
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
跃、 最具革命性的因素， 是推动社会发
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希望广大科技工
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 以科教兴国为己
任， 把自己的事业抱负、 科技专长同国
家发展、 社会进步、 人民幸福更加紧密
地联系起来 ，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推动科学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
供强大科技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
延东在会上宣读了 《国务院关于2011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完
成人、 国土资源部原总工程师张洪涛代
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表示， 伟大祖国为
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环境。 我们要把荣誉变成新的动力， 不
辱使命、 自强不息、 团结协作、 努力奋
斗，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

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共授
奖374个项目和10名科技专家 。 其中 ，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2人 ； 国
家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36项 ， 其中一
等奖空缺 、 二等奖36项 ； 国家技术发
明奖授奖项目55项 ， 其中一等奖2项 、
二等奖53项 ；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
奖项目283项 ， 其中特等奖1项 、 一等
奖20项 、 二等奖262项 ； 授予8名外籍
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