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最近在看《上阳赋》，身为大女主电视
剧，《上阳赋》的态度很明确：我是虚构的。但
实际上，《上阳赋》有非常浓烈的历史的影
子，该剧“公主嫁将军”的故事主线，直接套
用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真人真事，而这次裂变
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没有它，
我们的历史也许会大不相同。

《上阳赋》的世界观，取材于东晋和南
朝。剧中的两大士族，直接姓了王、谢这两个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姓氏。

士族在东晋和南朝是有很大权力的，而
且个别家族权力大得超乎想象。所谓“王与
马共天下”，士族大臣确实不怎么把皇帝当
盘菜，跟明清皇帝一不高兴就能当庭打大臣
屁股完全是两个画风。

如果说西晋好歹还是皇帝与士族分权
的“士族共和国”，东晋的皇上简直就成了士
族的傀儡。领导东晋“衣冠南渡”的晋元帝司
马睿，这种人称帝本来是没有什么合法性
的，是大士族王导力主扶他上位，他才坐上
了皇位。上台后，司马睿立刻任命王导为丞
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冈侯、假
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剑履上殿、从萧何
故事……这个画风，特别像汉献帝当年给曹
操的那个套餐。

而这个王导的祖先，说来你肯定也熟，
就是《三国演义》里被诸葛丞相喷死的那个
倒霉蛋王朗。王朗的孙女是王元姬，她后来
嫁给了司马昭(其心路人皆知那位)，算是历
史上第一个“王氏之女”。

所以《上阳赋》里“得王氏之女得天下”，
这个说法历史上是真的，司马家后来与琅琊
王氏频繁联姻，的确不乏剧中那种皇帝跟王
氏族长互相娶妹妹，当“共轭妹夫”的情景。

当然，你可能会问，王导怎么那么傻，都
到这份儿上了，把皇帝扒拉开自己做皇帝多
爽啊。曹氏、司马氏当初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其实王导才是聪明人，他知道，经过数
百年的经营，士族对皇权体系的侵蚀已经达
到极致。此时顶个篡位的骂名去当那个傀儡
皇帝，还真未必比当实权丞相过瘾。所以，魏
晋上演了两次的丞相篡位游戏，到这里突然
停顿了。王导去世前还留下家训，要求子孙
谨守臣礼。王氏有家训这个事儿，在《上阳
赋》里也反复体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
很有深意。

由东晋至南朝，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
了——— 皇帝轮流坐，丞相却从来只在王谢两
家打转儿。甭管哪个姓氏的皇帝登基，都需要
几个大士族的扶保，这些士族朝里有官做，地
方有私产，体制上还给他们世代为官的保障。
日子过得怎一个爽字了得。

但，一个意外的搅局者的出现，打断了这
个进程。

公元547年、南梁太清元年，有一天梁武帝
萧衍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他梦见已经沦
陷五胡多年的北方故土突然尽数归附，自己
在一位大将的扶保下直入宛洛，江山重归一
统，他永载史册。

公道地讲，这个梁武帝其实还是蛮有资
格做这种梦的，因为他是大梁的开国皇帝。而
梁朝在当时的南北朝格局中，确实占据十分
有利的位置——— 当时南北政权的分界线，不
是长江，而是秦岭至淮河一线。此时北方曾经
强大的北魏政权已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
彼此势同水火，双方都在讨好大梁。三个政权
中，梁不仅领土最大，人口最多，还有华夏正
统的名分，“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处于相对优势。

就在梁武帝上朝跟大臣们讲这个梦时，
突然有人来报：东魏河南道大行台、拥兵十
万的大将侯景愿意以其治下十三州之地全
土归附梁朝，请求梁武帝收纳。

侯景，也就是《上阳赋》男主角萧綦的原
型。这个人在那个乱世也算能征惯战之将，北
魏分裂的时候，他作为东魏实际掌权者高欢
的“投资合伙人”率部投奔，创业成功后，他被
高欢裂土以封，算是一方诸侯。但这个人与高
欢的世子高澄不睦，公开扬言：“王(高欢)在，
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
共事！”等你老爹一死，我就跳反。天下哪有主
公容得下这样的权臣呢？于是547年高欢刚一
咽气儿，侯景就跟高澄撕开了，但胳膊毕竟拧
不过大腿，侯景打得很吃力，就分别向西魏和
南梁去信，请求收留。

侯景占的这片地确实不小。西魏当时主政
的宇文泰，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一代
雄主。面对侯景人地双得的诱惑，宇文泰做出
了非常冷静地分析，认为这个人狼子野心，不
可收留。所以回信给侯景开了一堆空头支票，
就是不出兵，侯景这下只能指望梁武帝了。

梁武帝未必不知道侯景这人，但他的算
盘跟宇文泰打得不一样。除了前文说的“克复
中原”的南朝夙愿，还有一个问题左右了梁武
帝的思维：他试图结侯景这个强援，反过来压
服梁朝国内的士族大户。

由东晋至南梁，南朝士族经过两百年的
发展，到梁武帝的时候已经闹到了很不像话
的地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还要朝廷
给他们世卿世禄，梁武帝估计觉得这时候确
实需要引入侯景这条鲇鱼，来搅动一下南梁
这滩死水。于是他一改往日有啥事儿都跟士
族大夫们好商量的态度，断然下诏：封侯景为
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
同时尽遣国内众军，去接应这位大梁有史以
来第一位异姓王。

是的，这个侯景就是《上阳赋》开篇时萧
綦获封豫章王的历史原型。只不过，与剧中的
男主有斩呼兰王的赫赫武功不同，原本挺会
打仗的侯景在拿到河南王的封号之后就屡战
屡败。

在《上阳赋》里，导致大成王朝出现后来
一系列裂变的，是萧綦建功之后，皇帝为拉拢
他而强行包办婚姻。但在真实历史上，引发之
后更多变故的，却是侯景溃败后自己的求婚。

前线大败亏输后，侯景入梁陛见梁武帝，
请以王谢之女配之——— 反正王家或者谢家，
皇上你得安排一个女儿嫁我。看得出，侯景这
会儿想的还是打入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攀附
上王谢两家，以后就有政治资本了。

梁武帝十分干脆地拒绝了这位自己亲
封的河南王——— 皇上当然不能答应，想当初
拉你侯景来，本就是为了牵制世家大族，如
今你的兵没了，还想跟士族结成利益共同
体？哪有那么美的事。

但梁武帝其实也没有亏待侯景，给了他
“南豫州牧”的身份，让他镇守在江北的寿春。
结果，侯景在同年就果断起兵造反，掀起了以
他名字命名的“侯景之乱”。

《上阳赋》中的萧綦只有一身会打仗的才
华，但历史上的侯景能搞这么大阵仗，是因为
他刚好站在了南朝这场三百年“社会实验”的
终点上——— 皇权与士族的分肥游戏，底层的
民众已经忍够了。他们聚集在这个“乱臣贼
子”的旗下，掀起了一场轰塌旧制度的“大革
命”。气饿交加之下，梁武帝在围困中病死，死
时年已八十六岁，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
寿皇帝。在几个势力之间和稀泥，《上阳赋》里
马皇帝也很辛苦，死得也很惨。

但，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八卦。史
载，梁武帝有一个最宠爱的孙女：溧阳公主，
生得国色天香，晓音律、善歌舞。侯景打着

“吊民伐罪”旗号打进建康城的时候，这位公
主刚举行完及笄之礼，年方十五岁。

是的，这位溧阳公主，就是《上阳赋》中
章子怡演的上阳郡主的原型。这位公主确实
童年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后在及笄之
年，嫁了一个掌握兵权的异姓王爷。

《上阳赋》原作者最初的故事灵感，一定
是从这个八卦来的，因为这里面很多细节太
像了。只不过，这个溧阳郡主与河南王侯景之
间究竟是咋回事儿，正史和演义小说众说纷
纭：有的说法是，侯景垂涎溧阳公主的美色已
久，当初起兵作乱理由之一就是要进京“武装
抢亲”。梁武帝死后，侯景立刻找到了公主的
父亲、梁武帝之子萧纲，以扶立他称帝为条件
强娶了公主。当然，这是典型的小说家言。正
史比较认可的说法则是，侯景在梁武帝死后
觉得篡位的时候还没到，就立了萧纲当简文
帝，同时搂草打兔子，把公主给笑纳了。

总之，与《上阳赋》中男女主从“包办婚
姻”历尽波折走向“自由恋爱”不同，这两个
人故事后续的发展非常悲剧。侯景自从得了
倾国倾城的溧阳公主后，就被她的美色所诱
惑，整天跟她腻歪在一起，连政务都耽误了，
手下人心日益离散。

而梁武帝当初分封在各地的子侄们，看
到“超长待机”的老皇帝总算借侯景之手被
除掉了，纷纷一改原先拥兵观望的状态，起
兵“报仇”。侯景外有强敌围剿，内部又众叛
亲离，很快就被剿灭了。

侯景死后，他的尸体被运到建康，士族们
对这个搅局者怨愤难平，出现惊人一幕。据

《梁书》记载：“百姓争取屠脍啖食，焚骨扬灰。
曾罹其祸者，乃以灰和酒饮之。”至于那位曾
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风华绝代、人见人爱的
公主后来怎样了，无论历史还是演义小说都
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这位公主后来一定命
途多舛，因为之后的南朝始终处于乱世当中。

侯景之乱彻底打破了南朝旧有的政治生
态，王谢等士族自此一蹶不振，这也成了中国
皇权与士族共治体制的一个转折点。此役之
后，门阀士族开始走向下坡路，皇权则越发强
大。中国的“贵族时代”，迎来了落幕。

︽
上
阳
赋
︾背
后
藏
着
一
段
残
酷
的
历
史
裂
变

︻
短
史
记
︼

A14 青未了
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

人文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
文
化
观
︼

中中
文文
播播
客客
缓缓
慢慢
出出
圈圈
小小
而而
美美
的的
精精
神神
花花
园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

谈美食、谈音乐、谈小说……越来越多的听众喜
欢将播客当成自己做家务的BGM。从近期业界频密
动作能够感觉到，作为音频领域已出现多年的产品
形态“播客”正在快速升温。有人说2020年是播客年，
中文播客正在悄无声地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播客
主加入，话题精彩纷呈，行业也日渐繁荣。

看到“播客(Podcast)”这个名词，多数人会感到熟
悉又陌生，这个诞生于2004年的数字媒体来自美国，
年龄实属不小，但几乎在整个Web 2 . 0时代，播客都
是一种发展缓慢而小众的媒体形式。直到2014年，美
国一档名叫《Serial》的播客诞生，这是一档罪案类非
虚构节目，节目以主持人莎拉·凯尼格的独白开始，
她讲起了自己调查一起15年前的谋杀案真相的过
程。《Serial》的精彩程度不亚于美剧，迅速风靡美国甚
至全球，节目创下了iTunes历史上最快达到五百万下
载量的播客纪录，平均每集收听人数超过150万人，
让不温不火的播客节目重新为人熟知。

从内容上看，播客有点类似于电台广播，都是有
主持人或者主播在音频里讲故事、聊话题，在《Serial》
之后，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制作精良的播客节目，制
作者也大都有传统广播电台的从业经历。但从传播
形式和技术上，两者完全不一样，传统电台广播是一
种大众传媒方式，只能在特定的时间依照节目时间
表进行，内容以新闻、音乐和交通广播为主，时间、场
景和内容都十分受限，只能满足听众小部分需求；而
播客是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个人电台或音频应
用，更移动便捷，内容也更具有个人特色和话题性。

与iTunes中的应用“播客”相似，蜻蜓FM、喜马拉
雅、考拉FM、荔枝FM等移动网络电台成为了国内第
一批网络音频应用，小说、相声、广播剧等有声读物
日渐火热，它们的播放量高达上亿次，但在内容上无
法称之为“中文播客”。

中文播客有着更狭义、更小众的圈子，早在《Se-
rial》火爆之前，中文播客就已经跃跃欲试，从2005年的独立播客“反波
antiwave”节目算起，中文播客已经发展了16年，小而美、内容精深、带
有个人风格的讨论是中文播客的特征。现在，中文播客的热衷者们一
般戏称播客主为“精神富人”，而播客的话题五花八门，主播由一个或
者多个，更像是“圆桌派”的音频版。目前，最火的中文播客APP是一款
名为“小宇宙”的应用，是播客爱好者们的聚集地。很多人最初是抱着
学习的心态接触播客的，入门之后会发现，播客的世界挺丰富。
闲聊喜剧类播客经常是排在“小宇宙”前排的内容，这类内容门槛

低，谈美食、谈音乐、谈小说，很多听众喜欢将这类播客当成自己做家
务的BGM，既轻松有趣，也不需要集中注意力去思考，“车间访谈”“差
点儿FM”“无聊斋”“津津乐道”等节目是闲聊类播客的代表。

文化泛谈类播客是中文播客世界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这类播客
主要靠主持人和嘉宾本身的知识储备，在节目中聊的话题十分杂糅。
播客《梁文道·八分》就包含了文化现象、社会趋势和社会热点等话题，
主持人梁文道在节目中经常发散思维，重新审视一些现象，“拼多多事
件”、“歌曲《小娟》”、“五条人”等热点一个都没放过；《声东击西》是以
几位驻美记者制作的播客，节目多讨论城市、创新、和人文观察；在喜
马拉雅播放的《晓说》也是较为典型的文化泛谈类播客，节目内容以主
持人高晓松的脱口秀为主。

女性话题是播客中较有人气的一种，近年来社会对女性权益的
的关注也推动了播客主们的对此话题的选择，播客“随机波动”就是其
中之一。“随机波动”是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播客，她们
有着六万余人的订阅者，今年年初，节目以《是谁在抑止女性冒犯和写
作》为主题，从女性脱口秀演员杨笠引发的争议讲起，也谈到了网络作
家七英俊被男性作家围猎，探讨了女性公共表达的边界、女性创作和
智识成果遭到质疑和排斥的现状，而一代又一代女性用出色的作品
激励了女性后辈们继续勇敢创作和言说。这期节目的播放量高达2 . 1
万，在小众的播客节目中十分难得。

此外，文学播客、成长类播客、行业类播客、情感类播客都在中文播
客届有着一席之地，内容的垂直让播客听众们有着无与伦比的高黏性，
但也天然设置了一定高度的门槛。目前，市面上的播客应用不算太多。
除了“小宇宙”这款圈内人常用的APP，海盗电台、Soundon、IOS的原生应
用播客也是听众的常住地；蜻蜓FM、喜马拉雅、网易云等音频音乐类应
用都有播客的入口；最近，快手开发了一个新的播客应用“皮艇”，slogan
为“听有趣的人聊聊世界”，大厂的入场也加快了播客出圈的步伐。

播客的伴随性充裕了现代人的碎片化时间，无论是通勤、家务
还是睡前，播客让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自由。有人说，2020年是播
客年，中文播客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播客主加
入，话题精彩纷呈，行业也日渐繁荣。对于大多数播客主们来说，以
前录播客更多的是一种热爱，一种工作之余的消遣，就像现在的年
轻人喜欢拍VLog一样。但长久、持续的内容输出势必会占据精力，
目前绝大部分的中文播客主还在长久地“义务劳动”，原创内容越
来越艰难，能否让播客主们赚到钱是连听众们都着急的问题，这也
是维持播客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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