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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题是套用欧阳修《蝶恋花》中句“庭
院深深深几许”而成的，为何连用“错错
错”，因错讹多矣。

“孙皓”是谁？本不知其何许人也，而经
文字媒体的错误传播，他竟成了三国时吴国
末帝。

《辞海》“孙皓”条下云：“孙皓（242-283）
三国吴国皇帝。公元 642-280年在位。字
元宗，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专横残
暴，奢侈荒淫。天纪四年（公元 280年），晋
武帝六路出兵攻关，大将王濬先到建业，他
归降称臣，封归命侯。”

然而《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和《晋
书》中写得很情楚，后来封为归命侯的吴国
皇帝，并非是什么“孙皓”，而是孙晧。“皓”

与“晧”，虽同音，义却有
别。“皓”有二义：光亮；洁
白。“晧”有二义：光明；盛
貌。以《三国志》中所载：

“孙晧，字元宗，权孙，和
子也，一名彭祖，字晧宗。”以其名与字来
看，名当为“晧”。古代男子二十岁而冠，冠
后据本名涵义另立别名称字。

名与字有意义上的联系，例如屈原，名
平，字原。有的名和字是同义，有的是反
义。一般都用同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字
孔明，孔明者，大明也，与“亮”同义。就孙
晧而言，他的另一名曰“彭祖”，此名上古就
有，传说颛顼帝玄孙陆终氏之第三子，姓篯
名铿。尧封之于彭城，因其道可祖，故谓之

彭祖。年八百岁。孙晧取“彭祖”之名，光
宗耀祖也。故其字曰“晧宗”。后用单名

“晧”，字“元宗”，元者，大也。亦是光宗耀
祖之义。

不意一些辞书工县书和文史书籍写到
这个吴国末帝，用的却是“孙皓”。赘举于
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的世界出局《资
治通鉴》缩印本中，写作“孙皓”；《辞海》

“孙皓”条，及附录《中国历史纪年表》：（吴
国）“末帝（孙皓）”；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

常用字字典》之《中国历代
纪 元 表》：“ 乌 程 侯（孙
皓）”；《现代汉语辞典》之
《我国历代纪元表》：“乌程
侯（孙皓）”；江西人社版

《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孙皓”条；人社版《中
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吴国的统治和军
事》：“吴帝孙皓”。内蒙古人社版《全图绣
像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
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的回目且及文
中，“孙皓”作了“孙皓”。中国社科院文研
所《唐诗选》在刘禹锡诗《西塞山怀古》中，
注曰“吴主孙皓”。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
鉴赏辞典》中，在《西塞山怀古》的鉴赏文字
中，也有“东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字样。

“孙皓”，“孙皓”，一例地错错错，使得
这个何许人也为亡国之君孙晧而背上骂名。

那真“孙晧”到底是什么人呢，史称其
“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
用其民，穷淫极侈。”是一个暴君，但降晋之
后，又成了一个帮闲。有一次宴饮，晋武帝
问孙晧：“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
不？晧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
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
万春。’”

暴君加帮闲，更使其臭名昭著，孙晧应
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我们却让“孙
皓”去为他上绑、挨骂，方
才是真正的错错错。

□杨乾坤 语林指瑕

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
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
点 53分，还不到 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
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
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

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
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
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地发表了，那
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
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
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
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
生，那一年他49岁。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
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
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
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
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
《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
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
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
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
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
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
颇感神奇。

开明书店在 1953年时更名为中国青年
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
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
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
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
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
生都参与其中，特别是他 27岁时担纲《创业
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
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

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
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
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
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
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
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
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
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
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
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
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
忝列文学编辑其中。

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
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
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
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

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
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

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
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

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
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
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
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
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
出，别无选择。

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
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
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发
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
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
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
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
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
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
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
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
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
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
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
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
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
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
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
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
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
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
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
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
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
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
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

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
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
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
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
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
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
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
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
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
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

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
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
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
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
哪儿、不好在哪儿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
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下十几位编辑、
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
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
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

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
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

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这两
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
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
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
《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
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
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
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
发在《青年文学》之上。

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
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
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
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
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
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

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
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
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
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
以示亲切。王大叔笑眯眯地不多说话，听我
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
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
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
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
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
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

《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
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
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
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
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
刊》。那是 1986年秋天 ，《青年文学》11月 12
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
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
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
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三十三年了。

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
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

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
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
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
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电影《大喘
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

“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
充分麻痹的社会。

《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
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
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
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
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
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

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
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
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
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

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
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保
不齐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
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
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

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
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
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
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
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
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
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
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
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
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

大约是 1984年，《青年文学》又
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
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次是我
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

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
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
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
不是“老师”。

笔会期间，听
说总编王维玲要来
看望大家，作家们
都有些兴奋。总体
感觉是家长要来
了。这类外出工作
有领导探班的事并
不多，所以作家们
觉得机会来了，因
为每一次笔会都有
发表不了的作品，
能和总编见个面喝
顿酒总会有人情
在，中国就是个人
情社会，不讲人情
一事无成。

在总编到来的
前一日晚上，邹志
安来敲我的房门，
说是和我聊聊天，

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
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
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
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扯到看相上
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
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
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
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

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
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
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
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
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
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
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
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
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
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
地说了出来。

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
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
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
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
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
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
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
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
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
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
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
编静卧在鲜花丛中……

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
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
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
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
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分，而我在一旁
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
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
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 □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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