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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 是后金天命十

年"!"#$#!东北方向很吃紧!后

金的军队占了辽东好多地方 !

迁都沈阳!还一度攻破旅顺$可

明王朝这边!还一团乱糟糟的$

皇帝把杨涟 %左光斗 %赵南星 %

顾宪成等一批敢讲真话的官员

撤职的撤职 ! 下狱的下狱 !八

月! 又下诏拆毁天下的东林讲

学书院! 把东林党人的名字发

榜告示! 让天下知道这都是坏

人&这一年!又把本来挺能打仗

的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反

而对那个弄权的奸臣魏忠贤 !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褒奖赏赐 $

昏君还特意赐给他一颗印章 !

上面刻了什么 '顾命元臣 (的

字样 $

这时的大明帝国真是岌岌

乎危哉$不过!前方吃紧后方紧

吃!大概早就是历史传统$面对

内外危机! 明朝君臣好像并没

有那么焦虑! 还在甜滋滋地做

着天朝之梦$ 只是因为后金势

大!不免伸出头去!对东北方面

略略多一点关注$这一年二月!

明熹宗派人往朝鲜册封新国

王! 让他们顺便去看望驻守皮

岛的毛文龙 !"明熹宗实录#卷

五十六$$去册封的使臣不是文

臣!却是两个太监 )一个正使 !

是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太监王

敏政!一个副使!是忠勇营副提

督御马监太监胡良辅$ 那几年

里!通往朝鲜的陆海两路中!经

由东北的陆路已经不通! 他们

只能走海路! 明熹宗特意让他

们在册封朝鲜国王之前! 先到

鸭绿江口的皮岛! 慰问驻守在

那里的毛文龙! 还带去了慰问

的银子和赏赐的礼品$

在朝鲜时代! 这些天朝派

出的使者! 常常被朝鲜人称为

'天使($不过!这两个天使可不

是带来福音的善类! 他们都是

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党羽! 在国

内胡作非为惯了$ 这些太监们

手持圣旨!口含天宪!不免颐指

气使$一旦到了藩属国!更是一

个劲儿敲诈勒索! 弄得朝鲜上

下惊慌失色$所以*朝鲜王朝实

录+里说!天使'奉诏东来!而其

意专在银 %参 !先声才到 !举国

失色($ 六月间!天使刚到开城

府! 就借口有所谓宣读圣旨的

'开读礼(! 逼着朝鲜给了一万

两千两银子!数量这么大!可他

们还不满意$己卯这一天!他们

到了京城! 在正式宣读册封诏

书之后! 就开始了疯狂的搜刮

旅程$

!

那个时代! 朝鲜是明朝的

朝贡国$ 历史上朝鲜和中国关

系最近!自从 %&'# 年李成桂建

立朝鲜王朝之后! 朝鲜历代国

王都要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 !

这才算合法$ 而 %" 世纪末'壬

辰之役(之后!朝鲜君臣更是对

万历皇帝出兵抗日! 拯救朝鲜

的再造之恩感激涕零!所以!对

天使的无端要求! 他们往往能

忍就忍$

不过! 这次来的两个天使

实在胃口太大$最近!我读朝鲜

时代的 *承政院日记 +和 *朝鲜

王朝实录+!看到这两个号称天

使的太监!可说是罕见的腐败$

他们一会儿写一张纸条! 要朝

鲜陪同官员找活鹿!为什么,为

的是他听说活鹿的血大补 !所

以要活鹿放血来喝& 一会儿十

万火急地要朝鲜搜括海狗肾

-温肭脐.!中医所谓%温肭脐&'是

雄性海狗!温肭兽$或海豹的生

殖器和睾丸'往往在春季海上冰

开时'捕捉海豹或海狗'取其生

殖器'阴干入药'主治虚损劳伤'

阳痿精衰之类"!'求之甚切(!害

得朝鲜国王'急下谕于江原%咸

镜道 !各二十六个 (&不过一天

之后!又提出需要虎豹皮%好人

参!"承政院日记('韩国古典翻

译 院 标 点 本 '#$$%)#&' (#)*

页$$当朝鲜方面好容易凑齐二

十五个海狗肾后! 他们又百般

挑剔!说'皆非真也(!任凭朝鲜

通事百般解释! 他们仍然不依

不饶! 弄得负责此事的官员李

堥非常郁闷 ! 不知如何是好

!*承政院日记 (#'$ 页 $$ 在朝

鲜史官的笔下! 那个叫作胡良

辅的副使!不仅特别贪婪!还特

别暴躁 !'-胡 #之为人 !计较毫

厘 ! 其心不无所望 (!'请求之

物! 催督急于烈火! 而不准其

数 ! 则辄生嗔怒 (!*承政院日

记(#*+(#*& 页$$

副使胡良辅的嘴脸丑陋 !

正使王敏政的心术更深$ 朝鲜

国王宴请之后! 大臣们照样轮

流款待! 据说每天都要送一堆

银子$可有一天!胡良辅突然发

作!'怒礼单薄略! 踏破宴膳($

一个所谓天朝大国的使者 !不

仅公然索贿!还掀翻饭桌!说起

来实在是没礼貌缺教养$ 可他

毕竟是天朝使臣! 朝鲜方面惹

不起! 所以不仅国王派人来好

言劝慰!大臣们也只好另外'优

备银%参等物!名曰别礼单(!所

谓'别礼单(说白了就是贿赂清

单$可这个天使仍然不依不饶!

得寸进尺!凡有不满!就不理不

睬!或者威胁要打道回国$更有

戏剧性的是! 胡良辅居然当着

朝鲜官员的面!说出无赖的话!

'俺是内官! 当行无知之事!宜

以此语回告国王 (! 什么意思

呢, 就是说!我是太监!本来就

没文化!做事情也不讲道理!你

就回去这样告诉你们国王 !我

就是这样无赖的浑人$ 说到这

里! 胡良辅回头看了一看正使

王敏政! 突然也发飚说!'公何

无徵督之言乎, (意思是你干嘛

好处拿着!却一声不吭,可好一

个王敏政!只是不紧不慢地说!

'吾本口吃!未及发语$ 公先言

之!吾以是默然($

无奈之下! 朝鲜君臣又送

上一万七千两银子的礼单 !他

们体会到! 这个不爱说话的正

使 ! 并不比爱说话的副使差 !

'盖上使无一言及于徵求!而所

受赠与副使无异!盖为人多诈(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

料(卷五十二'&#&,(&#&% 页$$

(

拿了钱办事儿 ! 倒也罢

了 $ 可是贪官常常是拿了钱 !

却不办事$ 在不断地无端索要

之后 !这两个作为中国使者的

太监 !在政治上却全然是一团

糊涂$

使节往来! 承担的是商讨

合作!交换情报之责$那个时候

'北虏 (也就是后金崛起 !成为

朝鲜和大明的最大威胁$ 朝鲜

在东北!大明在西南!在军事上

双方正好成为倚角夹击之势 !

明朝天使和朝鲜君臣当然要讨

论到这个话题$六月十一日!朝

鲜国王宴请天使的时候! 就问

'顷年闻孙阁老出关御贼!今则

留那地, (他们傲慢夸张地回答

说! 后金没什么了不起的!'孙

阁老方住关上! 而所属猛将如

马如龙辈!五十余人!军则八十

万矣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

国史料(卷五十二'&#&% 页$$

其实! 那时明军的形势大

为不妙! 关外明军不仅远没有

八十万!而且大都羸弱混乱$孙

承宗虽然 '赐尚方剑 !坐蟒 !阁

臣送之崇文门外(!而且手下有

袁崇焕等! 可以凭借觉华与宁

远两地! 互为倚角! 坚守关外

'锦州%大小凌河 %松 %杏 %右屯

诸要害 !拓地复二百里 (!但毕

竟挡不住魏忠贤之流在朝廷内

部挑唆捣乱$据*明史+说!原本

魏忠贤觉得孙承宗功高势大 !

还想笼络孙承宗!但孙承宗'不

与交一言! 忠贤由是大憾(!幸

好他在天启年间并没有被魏忠

贤构陷' 还看到了崇祯初年魏

忠贤的败亡+ 但这个颇有才能

的大臣' 后来因为祖大寿投降

清军之事引咎辞职 ' %家居七

年&'在崇祯十年清兵进攻家乡

高阳的时候 '%投繯而死 &+ 见

"明史( 卷二百五十'*-'- 页$$

最后!孙承宗虽然能干!却并不

能解救辽东危机$ 不止是孙阁

老!那一天宴会上!朝鲜国王还

问到了万历年间曾经帮助朝鲜

抵抗日本侵略的大臣杨镐的近

况$ 朝鲜国王对这个本来能打

仗的明朝官员很有好感! 只是

因为他在万历四十七年-%"%'#

的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文武将

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

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

仗无算(!所以被下狱!可下狱并

不是投降通敌的缘故$而这两个

太监却得意洋洋! 胡乱告诉朝

鲜国王说! 杨镐是因为和后金

女真人勾结 !正在监狱里面等

!下转 , 版$ !

葛兆光

天启五年!明朝使节在朝鲜
!!!侧写朝贡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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