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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棣县城内的李家先祖本是即
墨县人，明朝初年，迁居直隶河间府
宁津县。明朝中期，李龙携胞弟李
虎、李豹，迁居无棣县的渤海岸边，
亦耕亦渔。因落户在高岗之上，遂
名李山子。后子孙繁衍，又有移居
他处者。其中一支迁居李常丰村，
该村本属于无棣县，后来经过行政
区划调整，改属海兴县。明朝末年，
该支后世有李生春者，勤俭持家，刻
苦攻读，考取秀才，遂迁居无棣县
城。

民国《无棣县志》评价李生春：
“读书有大志，尝谓：‘吾辈诵法圣
贤，当为第一流人，做第一流事。’喜
吟诗，嗜交友，家故不丰而施舍不
倦。”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李
生春有五个儿子，第三子李应昌、第
四子李全昌均为当地知名士子。其
中，最小的李道昌，是遗腹子，考取
清朝开国首科进士，官至大理寺卿，
其墓地在无棣县城东南八里处。无
棣李家由此步入名门行列。

依据民国《无棣县志》记载，整
理无棣李家知名人物原文如下：

李道昌
李道昌，字大来，顺治丙戌进

士，以赋诗称旨，擢监察御史。道昌
为遗腹子，幼时尝以父形容问母，得
其状辄喜，已而感泣不自胜。方拜
官而母又卒，因自号匪莪，念劬劳
也。服阕。巡视北城。出按河南，
时晋寇震邻，饬兵防御，有方略，招
安二千余人，流亡赖以复业，奉檄还
都。诖误，谪里居三年，潇散自乐。
寻补临洮府经历，陟大理寺副，移寺
正，矢志宽慈，重民命，执笔署谳，每
栗栗矜慎，大狱多所平反。年四十
五，无病而卒。著有《游屐草》《临洮
草》。祀乡贤祠。

桐乡钱夏曰：公美丰仪，顾盼举
止奕奕动人。性旷达善饮，恢谐，作
诗高旷。不问家人生产，高啸长吟，
挥墨淋漓，龙蛇飞动，见者有青莲之

目。
李应昌
李应昌，字逢泰，生春子，廪

生。自幼失怙，母娴内则，教之读
书，遂向学不少息。奉母甘旨不
缺。教两弟全昌、道昌皆显贵。值
岁祲，外乡一少妇，抱子乞食，土豪
将辱之，妇跪求救。应昌醵金，令约
地送出境，遂得脱。

李尔范
李尔范，字既文，道昌子，府学

增广生。少孤，善事嫡母，能为文，
书法甚工。赏谓：“予性不和平，非
学问无以变化气质。”因书诸格言，
以自警，且曰：“青天白日，和气庆
云，不为人多喜色，而鸟雀且有好
音。若夫粗风暴雨，疾雷闪电，鸟亦
投林，人亦闭户，乖戾之气，一至于
此。故君子以和气为主，可谓能自
克者。”

李尔兰
李尔兰，字云佩，增生，道昌

侄。幼孤，育于道昌夫妇，兰事之如
父母。道昌举子晚，家事悉委于
兰。兰秉家政十年，叔殁抚诸弟，既
壮乃归其赀产，而自取薄田数顷，仅
足供饘粥，侍叔母膝下，终身无毫发
憾。诸弟既老，尤严惮之。撰思友
编一册。

李维森
李维森，字梦序，尔兰子，庠

生。事父母曲尽色养，母卒哀毁成
疾。敬兄爱弟，终身无间言。父寝
疾，衣不解带者数阅月，父禁止之，
帷灯匿影，有呼辄应，无少怠。父
卒，既葬，庐墓三年，朝夕哭奠，闻者
心恻。邑令旌表其门，乡谥孝恭，祀
忠义孝弟祠。永嘉令张东峰尝问，
庐居时，三年中，盛暑严冬，凄风苦
雨景况。徐答曰：“但觉日月迅速
耳！”东峰叹曰：“真孝子语。”

李闳中
李闳中，字静庵，道昌四世孙。

雍正丙午举于乡，除河南商城令。
地界湖广，俗悍多盗，莅任月余，盗
贼屏息。调补襄城，民被水患，亲以
船运溴粮饲饥民。继任陈留，案牍
之余，复勤撰注，所著有《四书朱子
精义》《未信轩稿》，皆刊行。

李文绶
李文绶，字秉义，道昌裔孙，太

学生。性孝友，少失怙恃，逮事曾祖
及祖父母，嗣祖母、继母，六七大故，

皆一身任之，哀礼备至。族弟文绂
自授书及游庠食饩，诲爱无间，殁，
复恤其妻子。嗜读书，好吟咏，不问
家人生产。热心公益，缮治城郭，修
文庙，经理书院及兴建学堂，皆实力
经营。暮年倡议修辑邑乘，未及就
事而卒。年七十四。

李特遴
李特遴，字林二，道昌五世孙，

恩贡生，赠文林郎。天性孝友。父
患痢泄数月，衣不解带。父殁，哀毁
骨立，恸不欲生，见者为之感泣。兄
患风痹，亲侍医药，无倦容。子于
绛、于沆皆领乡荐。

李于绛、李于沆兄弟
李于绛，字葆真，道昌六世孙。

乾隆乙卯举人，潜心理学，探濂洛关
闽之奥，经术道艺，为邑典型，尤工
书法，教授生徒，名士多出门下。年
四十，大挑知县，以亲老告养，不离
膝下二十年。丁忧，服阕，补贵州安
南县，兴学立教，徼俗丕变。三年空
囊而归。

李于沆，字凝度，道昌六世孙。
嘉庆庚申举人。历任甘肃玉门、古
浪、安定等县。所至案牍一清，民无
冤狱。署狄道州，州西南隅，为洮河
盛流，堤岸将溃，急捐俸葺补，民居
赖以无虞。俗好讼，奸狯每唆挑愚
民，为去其巨蠹，兴利剔弊，有政
声。祀狄道州名宦祠。

李鲁
李鲁，字得之。幼负异才，入庠

后，屡踬名场。乾隆戊午科，主司得
其卷，大异之。因造语奇险，置副车
第一。作文无虑千百言，握笔立就，
字画蜿蜒，几不可辨识。气体纵横
古奥，咄咄逼人。著《石鹤集》，又稗
史若干卷。石鹤，其别号也。李佐
贤《武定续诗抄》，卢雅雨称，先生澳
博好学，而诗不入格。今观所作，精
心结撰，无拾人牙慧语，固亦诗坛中
之独开生面者。

李烋
李烋，字蒉园，邑诸生，经术湛

深，不为训诂家言。邑侯张简堂，将
以通经荐，以去任不果。喜为古文
辞，波澜壮阔，出入唐宋诸大家。赵
秋谷太史见其诗，击节称赏。著有
《声诗录》《诗经传序汇纂》《周易自
腴》《编经传摭言》《四书释注》《燕翼
编》《中州纪程草》《吴中草》《箦园
吟》。卒年八十。

李异
李异，字仲常，岁贡生，举乡饮

大宾，敦行孝弟，好学不倦，居社学
教授三十年，士皆悦服，乐道人善，
为之作传记，以阐幽表微，有善行
录，文法条辨，蜗居馆课。诗文存于
家。

李异与“无棣八景”
明清时期，绝大多数的县都有

八景，无棣县也不例外。据民国《无
棣县志》载，该县八景依次为：芹泮
槐荫、丛林塔影、龙湾夜月、马谷朝
云、西桥牧笛、北海渔歌、汉垒盘旋、
秦台眺望。

芹泮槐荫，指文庙内。丛林塔
影，指大觉寺与海丰塔。龙湾夜月，
指黄龙湾，在无棣城北60里，碣石
山西。马谷朝云，马谷山，今名碣石
山，古又称大山。西桥牧笛，在无棣
城西。北海渔歌，指无棣东北沿
海。汉垒盘旋，指信阳城。秦台眺
望，秦台在无棣城东北90里的海
滨。

该志卷首绘有八景图，配李异
的八首诗。之所以配李异的诗，首
先是李异的诗歌水平高，其次是李
异作为贡生，教学三十多年，桃李遍
无棣，德高望重。李异的“无棣八
景”诗如下：

芹泮槐荫
槎枒古树羃宫墙，宇内常存奕叶光。
满地春风兼化雨，杏坛分得一枝香。

丛林塔影
笔锋秀出郁人文，形式平将雁塔分。
欲挟天章题碧落，凌空一管扫烟云。

龙湾夜月
望月池边月倒悬，清辉照澈水中天。
金波激宕明珠涌，知是骊龙夜不眠。

马谷朝云
孤峰叆叇涌螺鬟，朝出行云意自闲。
淡泊不遣游客梦，聊将多事笑巫山。

西桥牧笛
杨柳风来笛韵清，西桥牛背一枝横。
牧人新得维鱼梦，吹出丰年雅乐声。

北海渔歌
时清大海不扬波，唱晚渔舟欵欵过。
东国鱼盐天下利，大风谱入太平歌。

汉垒盘旋
层垒犹堪国士夸，空留断戍阅年华。
干戈此日消沉久，桃李春风尽是花。

秦台眺望
缥缈三山不可通，茫茫大海望无穷。
祖龙已作神仙死，空有荒台宿草中。

无棣李家李道昌考取清朝开国首科进士
侯玉杰

名
门
望
族

（廿八）

滨州日报社
拟通过2020年度

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部

署，滨州日报社对以下53名持证人员进行了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
核验工作。现将拟通过核验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王 锋 李志武 黄佩杰 韩俊亮 邱 芹 李伟伟 赵玉祥
张 燕 李振平 刘志勇 王 辉 张 莹 丁春贵 李 默
荆常忠 肖 静 程海莉 田中岳 李淑霞 孙 娜 刘新国
吴爱华 张迎春 杨向军 罗 军 葛肇敏 任 斐 樊 飞
赵海军 田 军 管林忠 王光磊 段常敏 王文慧 任凤林
朱维青 王庆国 周 昆 裴庆力 孙文杰 刘东渤 李洪勇
张玉霞 刘红梅 刘清春 郭向春 张 康 张 婵 杜 强
王 娜 孙霄彤 孙磊平 高 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崔玉杰 段彦霞 吕雅
洁 报道）近日，市图书馆举办了

“悦滨图·播春”系列活动，送春
联、品茶香、搞竞赛，吸引众多市
民热情参与。

在“品茶香”茶文化公益讲座
中，主办方邀请到茗城茶文化传
播中心创始人、循正职业培训学
校校长、高级评茶员考评员袁珂
开讲，讲座吸引了40余位爱好茶
文化的茶友如约而至，共享茶书
馨香。

冬去春来，饮花茶品茉莉，一
杯时令好茶，可让身体跟上自然
变化的节拍。在此次讲座中，袁
珂从茉莉花茶的起源和加工工艺
两方面做了详细讲解，沁入心扉
的茶香让大家体会到茶文化所带
来的安逸与亲和，感受到了中国
茶文化的魅力。

在“悦滨图·送春联”阅读推
广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为读者
介绍了图书馆馆藏及布局，随后
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小年”的来历
和习俗。“小年”通常被视为忙年
的开端，意味着人们为了干干净
净过个好年，要开始做买年货、扫
尘、祭灶等准备工作，表达了人们
一种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
愿望。最后，工作人员向读者赠

送了市图书馆出品的手写春联，
送上了新年美好祝福。

在“悦滨图·知滨图”读者培
训活动中，工作人员向读者介绍
了市图书馆的智能设备以及便捷
功能，方便大家更好地利用市图
的公共文化资源。此次培训涉及
网上续借、微信书目查询、移动图
书馆公图版App的使用方法、积
分规则等十项内容。重点介绍了
如何绑定电子借阅证，以及支付
宝刷脸信用借还等智慧化功能，
现场读者纷纷拿出手机，跟随工
作人员的讲解进行实际操作。最
后，主办方向参训读者展示了
2020年滨州市图书馆举办的各类
公益活动的精彩瞬间，并介绍了
如何参与市图书馆形式多样、丰
富多彩的公益文化活动。

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我国规
模最大、礼仪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春节的来历和习俗，市图书
馆举办了“我们的节日·春节”主
题趣味知识竞赛。竞赛共设 10
道与春节相关的题目。参与活动
的读者领到了市图书馆精心准备
的文创小礼品。他们纷纷表示，
此类知识竞赛不仅带领他们重温
了传统民俗文化，也在娱乐中进
一步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十分有意义。

聚焦“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

市图书馆举办
“悦滨图·播春”系列活动

林黛玉在大观园以怼人著称，
号称“林怼怼”。

喜欢怼人，让不少人质疑她的
情商，甚至人品。

但是，她怼谁不怼谁，是有区别
有原因的。

怼的，就是她的亲舅妈、亲妗
子、贾府的女二号——荣国公贾代
善的二儿媳妇、工部主事（处长）后
升员外郎（副司长）郎中（司长）外放
江西粮道（省长助理兼全省粮食工
作专班负责人）贾府正厅荣禧堂主
人贾政的正妻、京营节度使后擢九
省统制奉旨查边旋升九省都检点王
子腾的胞妹、贤德妃贾元春娘娘和
贾府命根子贾宝玉的亲妈，王夫人！

那些个挨怼的重要人物，我们
看似没有逻辑，但在黛玉的狙击镜
内却是非常精准呢，无一例外都是
王夫人系统内的骨干。

比如周瑞家的。
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

宁府宝玉会秦钟”——
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

姨太太叫我送花儿来了。”宝玉听
说，便说：“什么花儿？拿来我瞧
瞧。”一面便伸手接过匣子来看时，
原来是两枝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
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
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
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
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黛玉
冷笑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
下的也不给我呀。”周瑞家的听了，
一声儿也不敢言语。

周瑞家的，乃王夫人陪房、荣府
管家娘子，只管太太奶奶们出门的
事，是一个颇有地位、权力的女佣。
她男人周瑞则是荣府中颇为得势的
男管家，名义上只管春秋两季地租，
闲时带小爷们出门，其实暗地里还
替凤姐等放账收银。周瑞家的还有
一个身份，冷子兴的丈母娘。冷子

兴酒后闹事，要被遣送原籍，还是她
给平的事。这两口子本事不小，都
是借的王家的势力。

比如李嬷嬷。
第八回中，宝玉、黛玉在梨香院

薛姨妈处做客吃酒，这不识趣的“老
货”拿“你可仔细今儿老爷在家，提
防着问你的书”来吓唬宝玉时，深感
扫兴的林黛玉忍不住开了“怼”：“你
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
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了一
口，想来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
是外人，不当在这里吃，也未可知！”
李嬷嬷着急起来，只得讪笑道：“真
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
还厉害。”这李嬷嬷，原是宝玉的奶
妈。所谓奶妈，自然是宝玉她亲妈、
王夫人的心腹，否则不会这般倚老
卖老嚣张无忌，敢闹出枫露茶和豆
腐皮包子一类的敏感事件来。

还有刘姥姥。
第四十二回探春笑道：“也别怪

老太太，都是刘姥姥一句话。”黛玉
忙接道：“可是呢，都是她一句话。
她是哪一门子的姥姥，直叫她个‘母
蝗虫’就是了。”

话这个快这个损。还不算完，
接着又出损主意在惜春的画上题跋
叫什么《携蝗大嚼图》。

刘姥姥在书中是个很让我们怜
悯同情的善良单纯的乡下穷苦老
人，为改善生计攀亲到贾家，连老太
太都怜惜、尊重她。黛玉这样一个
高雅含蓄的贵族小姐，一而再地出
这般粗鄙之语讥损这样一位老人，
除了只能引人诟病之外，不觉得她
一反常态吗？

一切皆非偶然。原因就在于，
刘姥姥是跟王夫人家有远亲——登
门拜访不也是直奔着周瑞家的和王
熙凤这些王家人来的吗？所以被黛
玉捎上了——“哪一门子的姥姥”，
这是公然跟王家叫板呢。

当然，被“林怼怼”怼得最有心
得的靶子，一向是薛宝钗。

还是第八回：黛玉已摇摇摆摆
地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
我来得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让
座。宝钗笑道：“这是怎么说？”黛玉
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
道：“这是什么意思？”黛玉道：“什么
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
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了
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
冷落，也不至太热闹。姐姐有什么
不解的呢？”

打从进了贾府，薛家娘儿几个
就孜孜不倦地宣传造势“金玉良
缘”，宝钗也最爱往怡红院跑。这让
黛玉很不爽。所以，当第二十九回
宝钗在清虚观看到那个金麒麟，立
刻提起史湘云也有一个时，“林怼
怼”气不打一处来，猛然爆发，冷笑
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
这些人带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
呢。”当众平白被黛玉突袭怼懵了的
宝钗只好回头装没听见。

就因为宝钗你虽然也是外甥
女、但你是王夫人那边儿的外甥女，
所以你有根基、所以你有实力、所以
你我是情敌，所以冲着你的这股子
无明业火在“林怼怼”那里乃是与生
俱来、与日俱增、与时俱进、与天咸
休……

几声冷笑，笑出这对亲舅妈外
甥女一言难尽的深刻矛盾、笑出“以
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
则倾”的姻缘（友谊、联盟）悲剧、笑
出荣国府这个华丽家族虚假繁荣下
潜伏的巨大危机。

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黛玉对待
王夫人系统之外的那些人物的友善
体贴、知心知性、毫不设防。

如对史湘云、香菱、宝琴等人。
哪怕是被史湘云比作戏子，也没有
真的生气；香菱想要学着作诗，黛玉

就毫不犹豫地去教她；跟薛宝琴也
是一见如故。香菱、宝琴说起来好
像是薛家的人，但香菱只是他家的
一个“命如纸薄”的奴隶；“海归”宝
琴除了充满异域风情、气质与黛玉
相近外，在宝钗家其实也是一个“寄
人篱下”的身份，所以极易与黛玉产
生共鸣。对这种误入“敌营”的同
志，不但不能“怼”，还要多亲多近。

对待下人，也不是像对周瑞家
的、李嬷嬷那般刻薄了。

第二十六回，怡红院小丫头佳
蕙同小红说过一件小事：“我好造
化!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
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姐姐交给
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
送钱来，正分给她的丫头们呢。见
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
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小红给宝
玉倒个茶，能被秋纹这种层次的丫
鬟指着鼻子骂，秋纹又是袭人拿下
马来的丫鬟，而佳蕙是比小红还低
的几乎不入流的小丫鬟，林黛玉却
出手阔绰大把抓钱给她，这统战工
作可算细致到位。

而对待王夫人的“敌人”，那都
不用说，简直就当是自己的亲人一
般。

第五十二回：一语未了，只见赵
姨娘走进来瞧黛玉，问：“姑娘这几
天可好了？”黛玉便知她从探春处
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忙陪笑
让座，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
亲自走来。”又忙命倒茶……

这样看来，“林怼怼”可真不是
逢人就怼。该怼谁该拉谁，在她那
里，阵线清晰着呢！

那么，看官要问，黛玉和她舅妈
的深刻矛盾何在、“怼”火何来？

好，鄙人既出来言，则定有去语
相圆。

且听下回。

林黛玉：我怼的就是你（上）
钱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
旭阳 通讯员 宋可 报道）欢度新春
佳节，滨州市博物馆主办的2021
年新春博博荟系列活动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2月15日（正月初四）
上午，传统手工技艺课堂系列活动

“我们的节日·春节之虎虎生威
——黏土老虎制作”活动如期举
办。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老虎
是能够驱邪避灾，给人带来平安吉

祥的动物，老虎还能保护财富，寄
托着人们对美好平安幸福生活的
向往与追求。

黏土老虎的样貌没有统一的
规格样式，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加工”起来，有
的捏出老虎的杏仁大眼，有的修剪
出俏皮的胡须，有的制作锋利的前
爪。五颜六色的黏土，经过孩子们
的双手变身成一个个形态各异、憨
态可爱的小老虎。

虎虎生威！

市博带您领略
黏土老虎制作技艺搜 书 志搜 书 志搜 书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