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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
胡万俊（以下简称胡）：陆贽系苏州嘉兴人，

唐朝唐德宗时期的宰相，之前还没有一部以陆
贽为主角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怎样的机缘促使
你要写作这部作品？

秦勇（以下简称秦）：我写《大唐廉相》好
像是一种注定，一种情怀，更有一种责任。一
是陆贽虽出生在嘉兴，为官于朝廷，而他生命
的最后10年是在我的家乡忠州度过，陆宣公
祠、陆贽墓就在县城对岸的翠屏山麓，忠州人
民对他特别敬仰，特别怀念，我感同身受。二
是日本大学教授鬼头有一1997年带领 10多
名汉学者漂洋过海来到忠州，当他听说陆贽墓
就在酒店对岸，立马就地双膝下跪，俯身叩首。
国外如此推崇他，我作为一名忠州作家，把陆贽写
出来，这是责任。第三，陆贽确实是一代著名的政治
家、文学家、军事家、政论家，他18岁就中进士，19岁
又中博学宏辞科，28岁升翰林学士，39岁位极宰相，
可以说没有陆贽，唐朝在公元783年就灭亡了。特别
是他以民为本、养民资国的思想，公忠体国、清廉清慎
的政德，值得大力推崇和宣传。写好陆贽，很有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胡：你作为机关干部，平时工作也很忙，从什么时候
开始提笔写这部《大唐廉相陆贽》，写了多长时间，多少
万字？

秦：谋划写陆贽应该是10年前的事，多年潜心研读
《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买了
《陆贽集》《陆宣公翰苑集》，书中全是古文，加上又是繁体
竖排，我花了多年的时间边读边翻译，才把900多页的制
诰、奏议、奏草读完，读得心力交瘁，但越读越有劲，越读
越充满敬仰，后来还跑到嘉兴、西安、嵩山、秦岭等地去寻
访他的足迹。但我历来是个工作狂，没时间潜下心来搞
文学创作，真正沉下心来写是在2015年，当时我在县纪
委挂职。晚饭后就在家里开始创作，每天写到晚上11：30
结束，一直写了将近3年，写了40万字。2016年春节前
我去拜望忠县籍著名作家马识途时，马老对我讲他小时
候去过翠屏山上拜谒过陆宣公祠，这么大一个名人，死于
忠州葬于忠州，你是作协主席一定要好好写一写。到了
2018年春节，我将初稿带到成都送给马老指正，马老高兴
地说，你写得很麻利哟，这么快就写完了，一定好好读一
读，还欣然同意给我题写书名。

胡：不到3年时间，利用业余时间写了40万字，那还
是很辛苦的。最后这书又是怎么得以出版的呢？

秦：书稿写好后，根据马老和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
副主席张者以及一些好友作家的修改意见，又花了半年
修改，砍成35万字。2018年6月我将书稿寄给了6家出
版社，其中4家出版社同意以版税方式出版，经过商谈
最后选择了华文出版社，主要原因是接手的编辑是个哲
学博士，他编辑的《历史的沸点》我读过，所以就放心给
他了。

胡：看来好书不怕没有出版商。刚才你讲到，陆贽18
岁就中进士，这在大唐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你可否谈谈他
为何如此优秀，如此年轻就入仕为官？

秦：陆贽家族系江南望族，其先祖有陆烈、陆逊、陆机
等，可以说门风蔚然，文武贤达层出不穷，其高祖陆元感
是朝散大夫、黄州司马，祖父陆齐望，官至唐玄宗开元时
代的秘书监，父亲陆侃为溧阳县令，皆习《史记》《汉书》，
尊崇儒家思想。陆贽出生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公元754
年，可以说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他12岁时父亲就死于

战乱，很快家道中落。史书
记载，“陆贽少孤，颇勤
儒术”，以尧舜之道、
孔孟之道为思想根
源，探本“六经”，
精习诸子，特立
不群，骈赋写得
超极棒，他 18
岁进京一次性
考中进士，次年
他又参加博学
宏辞科铨试，笔
试、面试、身言书

判都第一，入仕为
官，这在大唐三百年

中是十分罕见的，大家
知道的名人韩愈25岁中

进士，考了4次，博学宏辞考
了3次都落榜。
胡：据说这本小说最先取名为《大

唐相国》，为何后来又定名为《大唐廉相》，你谈谈陆贽的
清廉表现在哪些方面？

秦：苏轼在《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一文中曾写
道：“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
情，言不离于道德。”《资治通鉴》记载，宰相陆贽勤政爱
民，尤为清廉，堪称大唐第一清官。他从来不收受任何馈
赠，分外之财分毫不取。他任郑县县尉时东归省母，与老
乡寿州刺史张镒结成忘年交，临别时张镒赠钱于他，陆
贽分文不受。陆贽母亲去世丁忧洛阳，各地藩镇都来送
礼，四方赙遗数百万，他依旧不收分文。升任宰相后，鞭
靴衣物、金银财宝纷至沓来，陆贽仍是一概谢绝，就连唐
德宗都说他“清慎太过”。这为唐德宗后期的稳定执政
和唐宪宗时代的“元和中兴”打下了富民强国的基础，清
朝末期，官员层层盘剥，腐败无法遏制，最终导致亡国值
得深省。所以一个“廉”字可以让一个国家不断强大，走
得更稳更远。

胡：我注意到，重庆作协主席陈川在看完书后说道，
“如果没有陆贽，李唐王朝或许早在公元 783 年就灭亡
了”，你谈一谈这是怎么回事？

秦：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拥兵自守愈演愈
烈，唐德宗登基后毅然亮剑讨伐河北藩镇，没想到酿成
幽州、成德、魏博、淄青叛乱称王。公元783年，淮西节
度使李希烈率二万兵马围攻河南襄城，唐德宗紧急征调
关中泾原诸道军马出关援救襄城，没想到军队路过长安
因犒赏不足突然哗变杀入皇宫，唐德宗逃奔奉天，原幽
州节度使朱泚乘危篡位称帝。陆贽率领朝中忠臣良将
扈从唐德宗播迁奉天、梁州，挥翰起诏，谋猷参决，驭将
制军，时同朝廷“内相”，他与众文臣武将浴血共战，剪除
凶逆，平定了席卷大半个帝国的“四王二帝之乱”，皇帝
得以重返长安。《资治通鉴》王夫之这样评价：“唐室为之
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同时，在军事上，陆贽实施足
食备边战略，建立“守则固，战则强”的边疆防御体系。
在经济上，陆贽改革“两税法”，创立“量入为出”“养人
资国”的财政思想。在外交上，陆贽实施“北结回纥、南
接南诏、西结天竺”政策，掣肘吐蕃，防御外敌。特别是
他颁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宽政养民，消弭战争，极
大地缩小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使“贫弱不至竭涸，富
厚不至奢淫”，可以说没有陆贽，李唐王朝在八世纪就消
失了。

胡：陆贽曾担任知贡举主持进士考试，开创了大唐科
举史上最出名的“龙虎榜”，得到朝廷和士林的广泛赞

誉。然而，他为何又差点因“龙虎榜”事件身陷囹圄？
秦：陆贽非常重才，他主张“求才贵广，考课贵

精”选官用人思想。公元792年，陆贽担任知贡举招揽
天下英才，贾稜、欧阳詹、李观、李绛、韩愈等23位进士及
第，诸人才学皆为天下之选，时人号之“龙虎榜”，王涯、李
绛、崔群后来位极宰相，欧阳詹、韩愈、李观成为中唐时期
著名的文学家。“龙虎榜”后，陆贽声望甚隆，时任宰相窦
参感觉到相位不稳，于是以陆贽废除自古科举应试“糊
名”制而采用通榜法取士为由，给陆贽冠上一个惊天动地
的罪名——“通榜取士、徇私舞弊”，想致陆贽于死地，结
果“舞弊门”事件纯属诬陷，不久，窦参被贬，陆贽取而代
之。陆贽位极首相后，大胆改革官员考课制度，以“三术”
核才取吏，以“八计听吏治”，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吏治清
明。

胡：唐德宗在逃亡奉天中与陆贽形影不离，结下生死
患难之情，可以说非常恩宠陆贽，为何在后来又将“功盖
天下、再造唐室”的宰相谪贬忠州？

秦：首先要表明我研究中唐历史后得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陆贽表面上是被贬“忠州别驾”，但实际上“非贬”，而
是唐德宗对他“冷藏”保护而后“重用”，这个决策可以说
关系到大唐的兴亡盛衰。原因有三个：一是陆贽和魏征
一样，常常犯颜直谏，“格君心之非”。比如长安失守，唐
德宗逃离奉天，陆贽上疏唐德宗，让他向天下颁布了中国
历史最为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唐德宗将“宣索”来
的财物储藏于私库，他极力反对，唐德宗已然“害怕”陆贽
这面“铜镜”。二是陆贽偏偏遇到一个奸臣，那就是户部
侍郎裴延龄，他在皇上面前极尽谄佞，谤毁群臣，甚至已
出手陷害陆贽。嫉恶如仇的陆贽不得不弹劾他七大罪
状，导致矛盾升级，水火不容。三是唐德宗在后期准备废
黜太子李诵，另立过继的儿子李谊，陆贽极力反对废谪，
更反对李谊的养母韦贤妃册封皇后。于是李谊将韦贤妃
（后宫）、神策军窦文场（太监）、裴延龄（奸臣）等结成集
团，极力打击陷害陆贽，唐德宗取其下策将陆贽贬出朝
廷，实则是保藏好陆贽，以待李诵登基之后作为股肱辅佐
之臣。在我看来，若是陆贽能重返长安再度为相，定然再
造大唐伟业，遗憾的是唐德宗驾崩，陆贽悲痛而去，这个

“劣币逐良”的沉痛教训是大唐历史上最为痛楚的伤疤，
陆贽过后，唐朝从此一步一步走向衰败。

胡：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他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
贽的政论奏章39篇，是《资治通鉴》中最多的，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人对陆贽作过评价？

秦：陆贽具有卓越的政治、经济、军事、政论、文学才
能，只是他流传下来的多是难懂的古文奏章、骈赋，不为
大多数读者所熟悉。但历代皇帝、政治家、思想家对陆贽
评价相当高。大唐宰相权德舆说他“搉古扬今，雄文藻
思”，将他比之为西汉名臣贾谊；苏轼评价他“才本王佐，
学为帝师”，若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雍正皇
帝为他的《陆宣公全集》作序，乾隆给他题匾“内相经纶”，
朝鲜国王说，《陆贽奏议》数十篇，可以维持乎三百年气
运，熟读得力，可以为文章，可以做事业。朱熹、王夫子、
曾国藩等人都非常推崇陆贽，把他作为“修身齐家治国”
的典范。还有网友给我留言“一代贤臣光千古，才干不输
王阳明”等等。

胡：目前，《大唐廉相陆贽》已在新华书店、当当、京东
销售，谈谈你目前的感受，想给读者们说点什么？

秦：写完这部作品，我回头再读时，依然在动情之处
落泪，愤懑之处痛首，那些沉浸其中挥就的情节、诗词、对
话让我惊奇不已，真的是拼尽了我的洪荒之力。书中除
了有朝中纷繁复杂的官场故事，有金戈铁马的战场故事，
还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除了有陆贽人生沉浮的叙事
主线，还有幕后交织的多条暗线，除了有非虚构小说的历
史本色，也有我个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愿读者朋友们
通过读这本书，敬畏已隐没于历史长河的悲怆和先贤，重
拾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忧患，接受儒家思想的沐浴和滋养，
虽然不一定都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但不管
时代如何变迁，做人、做官、做事的基本道理是不会变的，
愿廉相陆贽化作一轮明月，永远照亮历史的星空，照亮我
们的心空！

到过无数城市，能一下子感知到一座城市
独具特色的个性与面貌，不容易，因为现在千城
一面的城市不少。重庆则不同，它有鲜明的特
征，并且性格很突兀，那就是“硬朗”，这种感受
很强烈。想起重庆，这个词就会在脑海里跳动。

重庆的硬朗，直观印象则为环境情势所造
就。市区三面临江，一面靠山，于崇山峻岭中，
倚山筑城，建筑层叠耸起，一座座高楼突兀在陡
峭的岩壁上。一入重庆，就被这高耸的气势所
折服，挺拔昂扬，森森然。这与到达其他城市的
感知完全不一样，有的城市，一进入就有一种被
淹没沉溺于大海的味道，条条街道似乎一个模
样，座座楼宇整齐地站在两边。再高，也变得平
庸普通，显不出雄劲伟岸。

重庆为山城，是自然的选择，实为山城，也
是没得选择。重庆的山城特色明显，在特大城
市名分中，全国无出其右者。有山即有水，重庆
之水是大气象，长江、嘉陵江两条大江将城市分
隔成诸如渝中、江北、南岸、巴南等等这样的片
区，城在岸上，城在山上，山在城中，分不清是山
的城，城的山。

在重庆行走，体验山城，到处都能见其坡坡
坎坎，若步行，石阶石梯，够脚力来登爬，如景点
洪崖洞，依山就势、临江而立，沿崖而建；若乘
车，道路弯弯绕绕，或盘旋、或俯冲、或穿山、或
过桥，忽而江左江右，忽而南岸北岸；若坐船，离
船靠岸，迎接你的则是数百步台阶。人在这样
的环境里，一直都是起起落落，变幻不定的。

心不定，容易躁动，脾气就多些火爆，性格
也就凸显出来，这可能是重庆人喜欢吃火锅的
动因吧，能“辣得死去活来，麻得翻江倒海”，啥
状况？抗得住麻辣，正好与性格相得益彰。
久吃火锅，更能强化人的性格，人们常

说重庆人性格中具豪爽、粗犷、潇洒和义气，是
不是与吃有关联，没有科学数据论证，我不能妄
断。不过我臆想，按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惯常理
论分析，重庆人性格充分外显，是否与他们一天
到晚爬坡上坎有原因呢。试想走路都累得不行，
哪有闲心来斯文缠绵，遇事当砍斧切，当一是一，
干干脆脆，不就直爽利索了。路拐弯抹角，人直
来直去，正好是人与物事的相互映衬互补。

再证我对重庆硬朗感知，与重庆以前闻名的
山城棒棒军有关。这个不是来自有名的电视剧
《山城棒棒军》，实际上也只能归为重庆是原产
地。别处搬运东西，叫背老二、挑夫，工具有背
篼、背夹之类，重庆搬运工，就靠一根棒穿行大街
小巷，棒直、棒硬，牵扯到性格，也还沾墨在理。

初识重庆，认为硬朗是城市面貌，但当对重
庆更进一步认知后，硬朗的不仅是城市房屋建
筑，而是人的内在力量、性格特征，最终形成的
一个地方的文化人格，已然内化于心，逐渐显示
出整体的人文面貌。

对重庆城市硬朗形象的感知，也还与这个
城市的历史相连。

重庆古为巴国辖地，曾一度为巴子国的首
都。巴蜀大地，很早以前，即为巴和蜀两个国
度，当然分属两种文化传承，虽经两千多年融
合，但根脉还见殊异。成渝分家后，重庆自然扛
起巴文化旗帜，属地别称巴渝之地。

巴国的起源和历史十分古老，可以追溯到
上古传说时代。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巴人，在
与自然与别族的抗争中，变得骁勇善战，崇尚勇
猛与忠诚。最典型的论证即是周武王联合诸国
灭商之时（公元前1046年前），巴人军队成为灭
商的主力和前锋，《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
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
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
前歌后舞也。”巴军击奏着金属的淳于和铜钲，
挥舞着戈、剑、钺、戳等各式兵器，载歌载舞，视
若无人地向商朝的大军前进，
商军纷纷投降倒戈。
巴军因在伐纣中勇

武而功勋卓著，被周王分封为巴子国。巴人尚
武，于史有据，武者性硬，源自天然。

自此以下，巴国虽灭，数千年中，巴人精神
却绵延传承不断，成了这片土地的空气和水。
不管土著也好，还是移民也罢，只要置身在这方
热土，生长成硬朗的性格便自成必然，正所谓：

“橘生淮南为桔，橘生淮北则为枳”。
重庆人硬朗性格与一个人物也有关，他穿

越历史，成为古巴国人性格面貌的代言人，此人
即是古巴国忠义将军巴蔓子，史载东周末期，约
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万州一带）发生内
乱，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到叛乱势力胁迫，
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
三城为代价，借楚市平息内乱。事情结束后，楚
使来索城，巴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
岂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
国土是为不忠，巴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
不可得也”。于是自刎，以授楚使。巴蔓子以头
留城，成就了忠信两全。此故事，成为了巴渝大
地传颂千古的英雄壮歌。

感受重庆的硬朗，还有一个词怎么也绕不
过，它会给重庆性格以现代的注释，那就是“红
岩”。红岩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了，那是一
种革命年代孕育的不屈不挠精神，在歌乐山下、
渣滓洞里，以“江姐”为代表的一群仁人志士，可
以为信仰慨然置生死于不顾，面对血腥的屠刀，
能够凛然而立。慷慨壮举不能不说是宁折不弯
的重庆人硬朗性格。红岩文化红岩精神，一群
人用鲜血与生命浸染构筑的文化，强化了山城
具有史诗般的英雄气质。

品读重庆，硬朗是对重庆身份的评介与限
定，带有个人色彩和认知。解读重庆硬朗的品
格，在山又不在山，是历史，是文化，是长久的积
淀。重庆的硬朗呈现和展示的品质，它如同血
脉自然地流淌在重庆人身上，很自然地屹立在
江之上、山之上。

忠县籍著名作家马识途（右）修改审订秦勇作品 作者供图

▲

毛宇剑

陆贽：“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
——《大唐廉相陆贽》作者访谈录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胡万俊

陆贽（公元754－
805年），字敬舆，苏州
嘉兴人，唐代杰出政治
家、文学家、政论家。
18岁中进士，26岁任
翰林学士，39岁拜相，
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
外交、文学才能。他一
生以“吾上不负天子，
下不负吾所学”为己
任，忧国忧民，直言敢
谏，清慎廉洁。42岁时
被贬为忠州别驾，居忠
十年，闭门读书，搜集
整理医方50卷以解民
间疾苦。唐顺宗即位
后下诏召回陆贽，诏未
至陆贽已病逝，葬忠州
南岸翠屏山，追赠为兵
部尚书，谥“宣”，故人们
尊称“陆宣公”。

重庆青年作家、忠
县作协主席秦勇沉下心
来，精研中唐历史，悉心
搜集人物资料，深入嘉
兴等地采访，潜心创作
了长篇历史小说《大唐
廉相陆贽》，已由中国出
版集团华文出版社正式
出版发行。忠县籍著名
作家马识途为该书作修
订，著名历史作家王觉
仁为该书作序。该作品
2018年被重庆市委宣
传部、重庆市文联评为
“优秀创作规划奖”。

长篇历史小说《大
唐廉相陆贽》以“安史之
乱”至“永贞革新”五十
年中唐历史为创作背
景，以独到的政治视角、
惊心的故事情节、深邃
的散文笔法，生动地讲
述了大唐廉相陆贽的丰
功伟绩和跌宕人生。堪
称一部挖掘和弘扬“忠
文化”的力作巨著。

日前，就创作背景、
过程、内容等情况，该书
作者秦勇接受了重庆市
全民阅读推广大使、重
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胡万俊的专访。

美/ 丽/ 重/ 庆 硬朗的重庆 阳云

作者简介：
阳云，生于上世纪六

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四川巴中市作协第一
届副主席、秘书长，第三届
巴中市文联主席

外公家的酒香

记忆中外公是烟酒不离手，酒最爱的是“老
白干”。

读小学前，我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以后
在爷爷奶奶家。

外公家在李家沱下山村，自己盖的房。一
边是两层小楼：一层最外面是客厅、外婆的卧
室，然后是外公的卧室，里面是储藏室。外公那
几个大酒坛子就放在里面储藏室。两层小楼的

对面是错层的平房，下几步梯坎是洗
澡间，以前家里也养些鸡、兔
子什么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
那几个大酒坛

子。外公自

己在外面酒肆里打回来的老白干，泡上广柑，还
有些药材、冰糖什么的。冰糖罐就放在外公卧
室书桌上。我小时候嘴特别馋，隔一阵儿就去
揭盖子，“偷”点冰糖来吃，到外公泡酒要用冰糖
时，里面总是空空如也，就知道又是被我吃光
了，可外公从不发火，冲我笑笑，另外又去买很
多，泡酒的买一份，也给我的冰糖罐补仓。直到
现在，我看到超市卖冰糖的，还忍不住拿一颗来
尝尝。

下山村紧挨着花溪河，外公家有皮划艇、自
制的鱼竿、渔网。我从小就爱跟着他下河里打
鱼。他打鱼，我玩儿水，“分工”明确，每次都收
获颇丰。外公做菜特别好吃，尤其是水煮鱼。
我对做菜是一窍不通，不知道怎么做的，只觉得
特别鲜，特别嫩，鱼肉特别爽滑、有弹性，配合糊
辣壳、花椒、葱花、山奈、八角等调料，当真一
绝。外公就吃着鱼，喝着小酒，我就喝着饮料，
吃着鱼，真乃人生一大幸事。

以前我也跟着外公上街打酒，带着玻璃
罐。红光厂那边酒肆比较多，马王坪也有几
家。现在外面已经很少看到那种酒肆了。走
进酒肆，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只是闻闻，整
个人都醉了。一间酒肆，二三十平方米，摆满

了大大小小的酒缸，那酒缸比外公家最大的
酒坛子还大三四倍，足可以藏下当时的我。
我见到那些卖酒的人，身材都比较干瘦，更便
于在狭小的空间里挤来挤去，给客人打酒。
外公每次打上几个玻璃罐，回去加点料泡上
一段日子再喝。

也就是有一次打酒，走着走着外公就发现
我不见了，在马王坪找了整整一条街。找到我
的时候，我正在毛纺厂幼儿园里玩儿滑梯，脸上
全是汗珠。但是他丝毫没有生气，还是冲我笑
笑，把我牵着回了家。

我在工作以前是滴酒不沾的，也很遗憾，外
公酿的酒只闻过，没有喝过。不过闻着特别香，
酒香、果香，还有淡淡的甜香，多重香味组合，熏
得整个屋子都香。走进屋子有种沁人心脾的感
觉，身和心都得到一种享受。

工作以后我喝酒从来不上头，白的喝个四
五两也还好，也许是小时候闻得多打下的“基
础”吧。

外公已经离开我们18年了，老房子也拆迁
了，但至今仍记得当年那个屋子的酒香，和他一
起打酒的故事，还有他的样子。

（作者系南岸区网络作家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