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

■ 本版编辑/贺京梅 ■ 美编/潘洁 永定河

蝗 虫 胡铭浩 9岁

门头沟的故事门头沟的故事

八、“斋堂出砂锅”之谜
谈到这谈到这““斋堂出砂锅斋堂出砂锅””之谜之谜，，我们得我们得

先从一本书说起先从一本书说起。。这本书叫这本书叫《《增补古今增补古今
瓷器流考瓷器流考》，》，是邵蜇民撰是邵蜇民撰、、余戟门增补余戟门增补
的的。。是该书提到了是该书提到了““斋堂出砂锅斋堂出砂锅””的问题的问题，，
书载书载：：“‘“‘薄砂器以砂陶成薄砂器以砂陶成，，质薄色黝质薄色黝，，釜釜、、
铫铫、、盆盆、、壶等均有之壶等均有之，，为北京山右所作为北京山右所作’’，，而而
京西斋堂者尤佳京西斋堂者尤佳，，其水铫一种其水铫一种，，佳处在爇佳处在爇
水易热水易热，，以烹水可立沸以烹水可立沸，，且不变水味且不变水味。。第第
工制拙陋工制拙陋，，不值雅人一噱不值雅人一噱。。若能改其形若能改其形
式式，，使其补雅工细使其补雅工细，，以之煎茶以之煎茶，，当不让东当不让东
坡石铫也坡石铫也。。又有温酒器又有温酒器，，哆口细颈大腹哆口细颈大腹，，
俗呼为黑小子者俗呼为黑小子者，，吴榖人先生最爱之吴榖人先生最爱之，，为为
作作《《黑小子传黑小子传》》。。””

注意注意，，这里的这里的““黝黝（（youyou））””，，指黑指黑
色色；；““第工制拙陋第工制拙陋””中的中的““第第””，，是是““但但
是是””；；爇爇（（ruoruo），），点燃焚烧点燃焚烧，，爇水即烧爇水即烧
水水；；““一噱一噱””的的““噱噱””juejue，，大笑大笑，，整段的记整段的记
载载，，是说这种薄砂器是黑黝黝的是说这种薄砂器是黑黝黝的；；用砂用砂
做的锅铫盆壶全都有做的锅铫盆壶全都有；；京西斋堂产的京西斋堂产的
砂器最好砂器最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什么地方呢？？用砂铫用砂铫

烧水烧水，，容易热容易热，，且水不变味且水不变味，，但是但是，，制作制作
得比较粗糙得比较粗糙，，不值得雅人一笑不值得雅人一笑。。假如假如
能改变一下形式能改变一下形式，，做得更精细一些做得更精细一些，，用用
它烧茶它烧茶，，可与东坡石铫媲美可与东坡石铫媲美。。还有一还有一
种温酒器种温酒器，，俗称俗称““黑小子黑小子””，，京西称之为京西称之为

““砂壶砂壶””，，吴榖人先生还曾写过吴榖人先生还曾写过《《黑小子黑小子
传传》》进行点赞哩进行点赞哩！！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斋堂川里过去确实家斋堂川里过去确实家
家有砂器家有砂器，，盛水的叫盛水的叫““砂嘟噜砂嘟噜””，，半埋在地半埋在地
下下，，喝水拔凉拔凉的喝水拔凉拔凉的；；砂锅滚粥砂锅滚粥，，吃起来吃起来
香味喷鼻香味喷鼻；；还有还有砂䀇砂䀇（（gugu））子子，，套产的有套产的有
头胚头胚、、二胚二胚、、三胚之别三胚之别；；最大的叫最大的叫““端端䀇䀇””；；
还有较深的叫还有较深的叫““桶䀇桶䀇””；；那么那么，，这些砂器是这些砂器是
斋堂川里产的吗斋堂川里产的吗？？我们在做村书时了解我们在做村书时了解
到到：：斋堂川里有砖瓦窑斋堂川里有砖瓦窑，，烧砖瓦烧砖瓦；；有灰窑有灰窑、、
煤窑煤窑、、烧灰烧灰、、挖煤挖煤；；有上清水的缸窑有上清水的缸窑，，烧烧
过缸管过缸管、、水缸水缸，，据说早先也烧过白瓷据说早先也烧过白瓷。。
可就是没有一处烧砂器的窑址可就是没有一处烧砂器的窑址。。是是《《增增
补古今瓷器流考补古今瓷器流考》》记载的记载的““斋堂出砂锅斋堂出砂锅””
有误有误？？还是我们调查的不细还是我们调查的不细，，漏掉了砂漏掉了砂
器窑址器窑址？？很长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成了这个问题成了

一个一个““谜谜””。。
后来后来，，我们在看了王平村龙岩寺碑我们在看了王平村龙岩寺碑

之后明白了此事之后明白了此事，，碑文曰碑文曰：：““大元国大大元国大
都路宛平县斋堂乡王平龙岩寺都路宛平县斋堂乡王平龙岩寺。。””就是就是
说说，，王平地区在元代和以后一段很长的王平地区在元代和以后一段很长的
历史时期是属于宛平县斋堂乡辖界历史时期是属于宛平县斋堂乡辖界
的的。。好了好了，，门头沟区地界上产砂器的地门头沟区地界上产砂器的地
方是北岭安家滩方是北岭安家滩，，这里产的砂器书载斋这里产的砂器书载斋
堂产也没有错堂产也没有错。。就如东山产京白梨就如东山产京白梨，，东东
山是门头沟辖区内的村庄山是门头沟辖区内的村庄，，说门头沟产说门头沟产
京白梨有错吗京白梨有错吗？？没有没有！！又如又如，，熊梦祥在熊梦祥在
门头沟斋堂川里的燕家台写的门头沟斋堂川里的燕家台写的《《析津析津
志志》，》，说说““熊自得著书斋堂村熊自得著书斋堂村””也没有也没有
错错。。因此因此，，““斋堂出砂锅斋堂出砂锅””之谜便迎刃之谜便迎刃
而解了而解了。。 （未完待续）

试解京西十谜团（八）
赵永高

 






















































  悲壮之美悲壮之美

王木霞王木霞

应着风儿的邀约应着风儿的邀约
我走进了我走进了

乌兰哈达地质公园乌兰哈达地质公园
采撷落在绿色草原上的珍珠采撷落在绿色草原上的珍珠

赏析黑红褐诱人的色彩赏析黑红褐诱人的色彩

南炼丹炉前南炼丹炉前
我仰望你伤痕书写的壮美我仰望你伤痕书写的壮美

熔岩流中熔岩流中
感受你精神铸成的丰碑感受你精神铸成的丰碑

顺着历史的长河顺着历史的长河
我在寻找我在寻找

寻找一万年前寻找一万年前
你冲天的瞬间你冲天的瞬间

找寻你遗失的记忆找寻你遗失的记忆
每一块坚硬的火山石每一块坚硬的火山石
都是你炽热的化身都是你炽热的化身

色彩的差异色彩的差异
是你温度演绎的魔幻是你温度演绎的魔幻
托在手上重如千斤托在手上重如千斤

登上火山口登上火山口
我仿佛听到你的叹息我仿佛听到你的叹息

地壳的挤压地壳的挤压
惊扰了你的梦惊扰了你的梦

地心深处地心深处
你无法回避你无法回避

只能将一生的修炼只能将一生的修炼
喷涌浩然之气喷涌浩然之气

天红了云散了天红了云散了
你吞噬了周围的生灵你吞噬了周围的生灵

遍地哀鸿遍地哀鸿

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腔热血
完成了惊天动地之举完成了惊天动地之举

也用一世的忏悔也用一世的忏悔
验证着情非得已的初衷验证着情非得已的初衷

身份的转变身份的转变
带来后人穿越时空的遐想带来后人穿越时空的遐想

磅礴之力磅礴之力
让第四纪火山遗址让第四纪火山遗址

以悲壮之美以悲壮之美
化作永恒化作永恒

我与新中国风雨同行
杨金秋

70 年，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从贫穷到富裕——经历了风风雨雨，蒸

蒸日上。而我作为与共和国的同行人，

联想自己所走过的求学路，怎么能不追

忆往昔！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 1955

年，在求学生涯中经历了两次挫折。第一

次是在1971年。那年我与四哥同时初中

毕业，公社要办高中班，但只给了我家一

个升学名额。校长说：“你家俩孩子学习

都好，但名额有限，你给哪个我们都没意

见。”农村嘛，多多少少都有点重男轻女，

最后四哥上了高中。我是个从小就爱看

书学习的女孩子，这个结果让我很郁闷！

我就和父母哭、闹……最后父母实在拗不

过我，就去找学校、找公社，最后，正好有

一个学生退学，我才得以进高中班学习，

但父母规定：你要上学，2 年内不许买新

衣服！

在上高中的2年时间里，为了来之不

易的学习机会，我确实按照承诺没有添

置一件新衣服，伙食费仅花了 52.5 元，几

乎每天都是啃从家里带到学校的窝头就

咸菜。

第二次考验是发生在1976年。那一

年，我在门头沟区公路管理所测量队做建

勤工，由于我表现突出，人又机灵，所里根

据我的情况，推荐我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去深造三年，填表、体检，一切顺利，就等

入学学习了。然而，学校已经开学了，我

的录取通知书却被当时的公社一把手扣

下了，理由是：我公社的人，为什么你公路

所让她去上学？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

几乎崩溃了！

1977 年，我在大学梦破灭后，并没有

陷入悲伤中不能自拔，而是在很短时间内

调整了自己，积极地参加村里的劳动，努

力自学，当年就经过村里贫下中农的推

荐，公社批准，参加了门头沟区师范学校

的招生考试，最终以全区第二名，平均86

分的好成绩被师范学校录取。

在师范学习那两年，正赶上全国高考

制度在恢复，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

才的风气正在形成，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也

是百废待兴。正像当年周总理写的那首

诗一样：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

穷。面壁十年图壁破，难愁蹈海亦英雄。

大家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老师们

尽心尽力地教，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和

我同宿舍的一位大姐由于年龄大记忆力

不好，每天早出晚归背书，夜里说梦话都

是在背题。

1979年 1月，我以全优的成绩从师范

学校毕业了，被分配到门头沟区大台中学

任语文老师。经历过两次求学的磨难，我

深知学习机会的珍贵。在教学之余，没有

停下继续学习的脚步，积极参加了北京师

范学院大专函授 3 年的学习。除了工作

教学，三年的寒暑假，我都奔波在听课、考

试的路上。1982 年，我从最初参加学习

的400名语文老师中脱颖而出，成为了39

名拿到毕业证书的一分子。

1993年初，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

表，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越来越大，门头

沟区也是紧跟全国大好形势，成立了以招

商引资、高科技企业

为主的石龙经济技

术开发区。我也顺

应形势发展及工作

需要，调到了石龙管

委办公室工作，随着

职务的变化，我感觉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原来所学的知识太

陈旧，已经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了，真的是

不够用了。于是，我在1997年，自己已42

岁高龄时，又参加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

业研究生班在北京地区的招生考试。

由于开发区招商任务重，工作十分繁

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市委党校听考试

辅导课，只能挤出周六日时间，去市里把

老师的辅导用磁带转录下来，记得大概有

30多盘。然后利用每天中午吃饭时间和

晚上休息时间反复听，并作记录。我愣是

靠着这种刻苦精神，被中央党校经济管理

专业研究生领导干部班录取。学习期间，

我凭着坚强的意志，顽强刻苦的学习精

神，完成了三年的18门学习课程，坚持完

成了两万字的论文写作。2000年9月，当

我从班主任老师手里接过盖有“中共中央

党校”大红印章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后，激

动地掉下了幸福的眼泪！

如今，凭着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凭

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 70年的不懈努力，祖国已是鲜花满

地，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发展之

快，建设之好，让世界瞠目结舌！特别是

教育事业飞速发展，不要说国内学习只要

你肯学，机会多多，连去国外深造也不再

是奢望。而我在退休之后，又坐在了老年

大学的课堂里，学画画、学唱歌，继续着我

的求学梦。

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
柴华林

许多许多““红迷红迷””都喜欢湘云乐观都喜欢湘云乐观、、豁达的豁达的
性格性格，，还有她身上那种名士风流的洒脱还有她身上那种名士风流的洒脱。。
中国文人一直崇拜一种魏晋风骨中国文人一直崇拜一种魏晋风骨，，比如建比如建
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安七子和竹林七贤，，这些魏晋名士都有一这些魏晋名士都有一
个共同特点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诗酒就是喜欢诗酒，，以酒为乐以酒为乐，，吟吟
诗抒发自己不畏强权和坚韧不屈的道德诗抒发自己不畏强权和坚韧不屈的道德
情操情操。。放荡形骸放荡形骸，，以老庄哲学为伍以老庄哲学为伍，，寻觅寻觅
回归自然之心回归自然之心，，在山水竹林之间做一名隐在山水竹林之间做一名隐
士士，，保持人格高风亮节的完美无瑕保持人格高风亮节的完美无瑕。。

曹雪芹晚景其实就是在贫困潦倒的曹雪芹晚景其实就是在贫困潦倒的
境遇中境遇中，，以诗酒为寄托以诗酒为寄托，，远离尘世远离尘世，，躲在北躲在北
京郊区香山的黄叶村京郊区香山的黄叶村，，以出世的傲骨以出世的傲骨，，用用
笔墨风流笔墨风流，，偷偷创作惊世奇作偷偷创作惊世奇作《《红楼梦红楼梦》，》，
把寂寞失意的野心把寂寞失意的野心，，寄托高远虚无的白云寄托高远虚无的白云
深处深处。。其实其实，，古代文人的人生出路无非是古代文人的人生出路无非是
怀着怀着““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平天下””的儒家思的儒家思
想想，，通过十年寒窗的科考步入仕途通过十年寒窗的科考步入仕途。。实现实现
光宗耀祖的目标后光宗耀祖的目标后，，在官场上拼个你死我在官场上拼个你死我
活活、、遍体鳞伤遍体鳞伤，，然后找到道家的老庄哲学然后找到道家的老庄哲学，，
躲进山林躲进山林、、亲近自然亲近自然，，借酒消愁借酒消愁，，吟诗为吟诗为
乐乐，，为自己慢慢疗伤为自己慢慢疗伤。。

中国古代文化最后浓缩三个字中国古代文化最后浓缩三个字：：儒儒、、
道道、、释释。。儒家文化是主流儒家文化是主流，，是入世的百货是入世的百货
商场商场，，商品琳琅满目商品琳琅满目，，充满各种人生理想充满各种人生理想
的诱惑的诱惑。。道家文化是清静无为道家文化是清静无为，，回归自回归自
我我，，保持独立人格保持独立人格，，不染尘世不染尘世。。有人把道有人把道
家比作是药铺家比作是药铺，，有伤有病才找到它有伤有病才找到它。。释家释家
文化文化（（或佛教文化或佛教文化））是心理诊所是心理诊所，，为心灵空为心灵空
虚的人找到永世轮回的因果寄托虚的人找到永世轮回的因果寄托。。三大三大

文化相互渗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融合，，相互抵制和排斥相互抵制和排斥。。
儒道互补儒道互补，，最后形成古代知识分子内外兼最后形成古代知识分子内外兼
修的一门功课修的一门功课。。曹雪芹写曹雪芹写《《红楼梦红楼梦》，》，里面里面
都能找到这三种文化的影子都能找到这三种文化的影子，，贾政逼宝玉贾政逼宝玉
读书读书，，学习礼教学习礼教，，希望他最后步入仕途之希望他最后步入仕途之
路路，，继承贾府的书香门第继承贾府的书香门第，，使贾府荣华富使贾府荣华富
贵永世传下去贵永世传下去。。跛足道人的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好了歌》，》，是是
看破红尘道士对入世儒教追求所谓功名看破红尘道士对入世儒教追求所谓功名
利禄的最好嘲讽利禄的最好嘲讽。。贾府的最后败落贾府的最后败落，，宝玉宝玉
遁入空门遁入空门，，躲进释迦牟尼的心理诊所躲进释迦牟尼的心理诊所，，是是
一种飞鸟落尽一种飞鸟落尽，，剩下白茫茫世界真干净的剩下白茫茫世界真干净的
贾府最后结局贾府最后结局。。

曹雪芹曹雪芹《《红楼梦红楼梦》》里写史湘云这个人里写史湘云这个人
物物，，实际上是他晚年名士风流的真实缩实际上是他晚年名士风流的真实缩
影影。。曹家兴盛于康熙年间曹家兴盛于康熙年间，，源于曹雪芹祖源于曹雪芹祖
父曹寅与康熙的亲密关系父曹寅与康熙的亲密关系，，曹寅的母亲是曹寅的母亲是
康熙的奶妈康熙的奶妈，，曹寅从小就与康熙在一起曹寅从小就与康熙在一起
玩玩。。康熙当皇上后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康熙当皇上后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
实际是给康熙当眼线实际是给康熙当眼线。。康熙几次南巡康熙几次南巡，，到到
南京都是住在曹府南京都是住在曹府，，可见曹寅与康熙的关可见曹寅与康熙的关
系非同一般系非同一般。。这时曹家是这时曹家是““烈火烹油烈火烹油、、锦锦
上添花上添花””最风光的鼎盛时期最风光的鼎盛时期。。康熙死后康熙死后，，
雍正继位雍正继位，，曹家遭人举报被抄家查办曹家遭人举报被抄家查办。。从从
此曹家便衰败下来此曹家便衰败下来，，只剩下北京蒜市口十只剩下北京蒜市口十
三间半的房产维持度日三间半的房产维持度日。。这时曹雪芹大这时曹雪芹大
概只有十三概只有十三、、四岁四岁，，人间冷暖这时候他体人间冷暖这时候他体
会的最为深刻会的最为深刻。。

晚年的曹雪芹躲在北京香山晚年的曹雪芹躲在北京香山，，靠糊风靠糊风
筝筝、、采药采药、、卖画维持生计卖画维持生计，，遭遇了中年丧遭遇了中年丧

妻妻，，晚年丧子的人生悲痛晚年丧子的人生悲痛，，在在4848岁的除夕岁的除夕
之夜之夜，，留下半部留下半部《《石头记石头记》，》，泪尽而逝泪尽而逝。。他他
的经历与竹林七贤的嵇康有些相似的经历与竹林七贤的嵇康有些相似，，嵇康嵇康
不畏司马昭强权不畏司马昭强权，，躲进山林躲进山林，，以吟诗抚琴以吟诗抚琴
为乐为乐，，抵抗强权政治最后被迫害致死抵抗强权政治最后被迫害致死。。曹曹
雪芹晚年在香山也是过着一种隐者生活雪芹晚年在香山也是过着一种隐者生活，，
他看透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他看透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远离世远离世
俗俗，，清高有傲骨地活着清高有傲骨地活着，，他在自己陋屋的他在自己陋屋的
墙壁上写下了这样悲情愤怒的诗句墙壁上写下了这样悲情愤怒的诗句：：““远远
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疏亲慢友因财而
散世间多散世间多。。””他宁肯自己过着举家食粥的他宁肯自己过着举家食粥的
贫苦生活贫苦生活，，也不去求亲戚和富人们也不去求亲戚和富人们，，活出活出
了自己的一身傲骨了自己的一身傲骨。。

他在他在《《红楼梦红楼梦》》中写中写““湘云醉卧湘云醉卧””的情的情
景景，，实际是写自己晚年的一种洒脱情实际是写自己晚年的一种洒脱情
怀怀。。湘云酒后一个人睡在石凳上湘云酒后一个人睡在石凳上，，芍药芍药
花散落一身花散落一身，，手中的扇子也掉了手中的扇子也掉了，，一群蜂一群蜂
儿儿、、蝶儿围着她嗡嗡直叫蝶儿围着她嗡嗡直叫，，她枕着鲛巾包她枕着鲛巾包
着的芍药花瓣做着香梦着的芍药花瓣做着香梦，，睡语还唧唧嘟睡语还唧唧嘟
嘟说着酒令嘟说着酒令：：

泉香而酒冽泉香而酒冽，，玉扭盛来琥珀光玉扭盛来琥珀光，，直饮直饮
到梅梢月上到梅梢月上，，醉扶归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却为宜会亲友。。

湘云这个情景及诗意湘云这个情景及诗意，，正是曹雪芹晚正是曹雪芹晚
年魏晋风流的真实写照年魏晋风流的真实写照。。相传相传，《，《红楼梦红楼梦》》
书中史湘云的生活原型是李煦孙女李兰书中史湘云的生活原型是李煦孙女李兰
芳芳，，是曹雪芹的续妻是曹雪芹的续妻。。红学家周汝昌考证红学家周汝昌考证
说说，，脂砚斋是史湘云脂砚斋是史湘云。。如果这种关系存如果这种关系存
在在，，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续妻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续妻，，她对她对《《石头石头
记记》》的精湛批语的精湛批语，，也符合书中湘云的性格也符合书中湘云的性格

和才气和才气。。湘云有一个笔名湘云有一个笔名，，叫叫““枕霞旧枕霞旧
友友””。。湘云是贾母的侄孙女湘云是贾母的侄孙女，，从小没有父从小没有父
母母，，由叔婶抚养长大由叔婶抚养长大。。贾母幼年曾在贾母幼年曾在““枕枕
霞阁霞阁””的亭子撞破鬓角的亭子撞破鬓角。。海棠诗社作菊花海棠诗社作菊花
诗时诗时，，探春对湘云说探春对湘云说，，别人都有一个号别人都有一个号，，你你
也应该起个号也应该起个号。。湘云说湘云说，，我们家如今虽有我们家如今虽有
几处轩馆几处轩馆，，我又不住那里我又不住那里，，借来也没趣借来也没趣。。
宝钗说宝钗说，，方才老太太说方才老太太说，，你们家也有一个你们家也有一个
水亭水亭，，叫叫““枕霞阁枕霞阁””，，难道不是你的难道不是你的？？如今如今
虽然没有虽然没有，，你到底还是旧主人你到底还是旧主人。。湘云从此湘云从此
在诗社就用在诗社就用““枕霞旧友枕霞旧友””这个笔名作诗了这个笔名作诗了：：

数去更无君傲世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看来惟有我知音。。
我还是比较相信湘云的原型是曹雪芹我还是比较相信湘云的原型是曹雪芹

续妻李兰芳这个传说的续妻李兰芳这个传说的，，因为有一年我参因为有一年我参
观曹雪芹纪念馆观曹雪芹纪念馆，，看到过曹雪芹一对书看到过曹雪芹一对书
箱箱。。书箱的正面雕刻一对兰花和拳石书箱的正面雕刻一对兰花和拳石。。大大
家都知道曹雪芹自喻自己是拳石家都知道曹雪芹自喻自己是拳石，，曾写过曾写过
《《自题画石诗自题画石诗》，》，有诗句有诗句““爱此一拳石爱此一拳石，，玲珑玲珑
出自然出自然””，，兰花自然是暗喻李兰芳兰花自然是暗喻李兰芳。。并题有并题有
曹雪芹的诗曹雪芹的诗：：““并蒂花呈瑞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时得露华新。。””书箱兰花下面书箱兰花下面
还有曹雪芹题的诗句还有曹雪芹题的诗句：：““清清
香沁诗脾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花国第一芳。。””
下面有小字提款下面有小字提款：：““为芳卿为芳卿
编织纹祥所拟诀语稿本编织纹祥所拟诀语稿本。。””
据考证据考证，，这些都是曹雪芹这些都是曹雪芹
亲笔所题亲笔所题。。

书箱内的物品有书箱内的物品有：：““芳芳
卿卿””与曹雪芹所绘编织一与曹雪芹所绘编织一

类的草图和歌诀稿本类的草图和歌诀稿本，，还有一首还有一首““芳卿芳卿””写写
的悼亡诗的悼亡诗：：

不怨糟糠怨杜康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乩诼玄羊重克伤。。
睹物思情理陈箧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停君待殓鬻嫁裳。。
织锦意深睥苏女织锦意深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窀穸何处葬刘郎。。
这是曹雪芹逝世后这是曹雪芹逝世后，，他的续妻他的续妻““芳芳

卿卿””（（李兰芳李兰芳））写的一首悲情的悼亡诗写的一首悲情的悼亡诗。。
她不怨恨与曹雪芹过着一种贫穷的生她不怨恨与曹雪芹过着一种贫穷的生
活活，，只怨曹雪芹常常借酒消愁只怨曹雪芹常常借酒消愁，，过量饮酒过量饮酒
使他早年离世使他早年离世。。曹雪芹属羊曹雪芹属羊，，玄羊之年玄羊之年
是不利流年是不利流年，，这一年是这一年是““重克伤重克伤””之年之年，，这这
年八月十五曹雪芹五岁儿子患病夭折年八月十五曹雪芹五岁儿子患病夭折，，
除夕之夜他又戏语成谶除夕之夜他又戏语成谶。。感叹兰芳才疏感叹兰芳才疏
学浅不能帮曹雪芹把没有写完的学浅不能帮曹雪芹把没有写完的《《石头石头
记记》》续写完成续写完成，，窀穸何处窀穸何处？？他死后傲骨埋他死后傲骨埋
葬在何处呢葬在何处呢？？曹雪芹续妻李兰芳悲痛欲曹雪芹续妻李兰芳悲痛欲
绝绝，，看出她与曹雪芹晚年相濡以沫的真看出她与曹雪芹晚年相濡以沫的真
情实感情实感。。这就是这就是《《红楼梦红楼梦》》书中史湘云生书中史湘云生
活原型与曹雪芹晚年的爱情传奇吗活原型与曹雪芹晚年的爱情传奇吗？？但但
愿如此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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