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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保雞丁"送禮



莎士比亞的那些糗事





說起丁寶楨，大家首先會想到一道菜 
丁寶楨連忙一一道來： 「此酒乃臣之家
鄉仁懷台郎酒。皇上勤政愛民、體恤百姓物
「宮保雞丁」，還會想起一個故事 「丁寶
力維艱，乃一代明主。家鄉父老無以報答，
楨智殺安德海」。其實，還有一個民間俚
走千山跨萬水，行程萬里、歷時兩月有餘才
語 「丁寶楨送禮——皆大歡喜」也和他有
能花太多錢。
來到京城，為萬歲壽」，給咸豐戴上 「勤政愛
關，這裡還有一段歷史佳話。
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一份禮難住大清官。丁
民、體恤百姓」的高帽子後，丁寶楨就勢簡要講
1859 年咸豐皇帝準備過 38 歲生日。舉國歡
寶楨左右為難、坐臥不寧。到了晚飯時，丁寶楨
述了家鄉百姓的不易、天下百姓的不易。
慶，可是丁寶楨一點也高興不起來，為什麼呢？
依舊心事重重、悶悶不樂的。丁寶楨的妻子諶氏
咸豐皇帝龍顏大悅、也大為感動、更欣慰有
因為，這時候的丁寶楨已經 40 歲了，但還
知書達理、聰慧過人，早就洞穿老公的心事，忙
丁寶楨這樣有情有義有擔當的清官： 「萬里送美
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記名知府、不是實缺，他的
呈上簡單可口的飯菜、然後雙手奉上一杯台郎
酒，情意比天高。卿家用心、朕亦體會，著賜玉
施政抱負根本無法施展，甚至很多向皇帝建言獻
酒，丁寶楨機械地端起來一飲而盡。
如意一件；仁懷百姓民風淳樸、減賦一年」。這
策的奏折、都如泥牛入海一般毫無消息，丁寶楨
一口酒入口， 「台郎酒」，丁寶楨靈機一
裡說一下，丁寶楨祖籍其實是貴州平遠人，而喝
報國無門、著急上火。人微言輕、位高權重，要
動，拍案而起，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
了酒的咸豐皇帝誤以為丁寶楨是仁懷人，陰差陽
想在有生之年、雷厲風行地為百姓辦更多實事，
工夫，這麼好的台郎酒不正是最棒的禮物
錯給仁懷減了賦。皇帝的話那就是聖旨，丁寶楨
就必須盡快補上實缺，當個有實權的大官，丁寶
嗎？」。這兩罈子台郎酒，還是六年前丁寶楨考
也不敢大堂之上說咸豐帝錯了啊，那不是找不自
楨為此傷透了腦筋。
中進士，他的一個老鄉、最好的同窗好友送的，
在嘛，再說平遠也罷、仁懷也罷，反正都是貴
解決這個問題，找誰也不如找當一把手的咸
很有紀念意義，丁寶楨一直捨不得啟封，沒想到
州、都是鄉親們受益，丁寶楨張了張嘴，也沒有
豐皇帝。問題是，咸豐皇帝那可不是想見就見
今天派上用場、倒解了燃眉之急了，多虧細心的
說出口。
的，得有機會、得他高興的時候。皇帝生日，倒
妻子打開啊。
不管怎麼說，丁寶楨一舉三得賺大發了，御
是個機會，可總不能兩手空空地去吧。要知道，
高興之餘，丁寶楨馬上想到一個問題，台郎
賜玉如意倒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咸豐皇帝滿意、
咸豐既是決定丁寶楨命運的人，也曾經對丁寶楨
酒這麼好，咸豐皇帝一高興要是定為貢酒、御用
還為仁懷百姓辦了件大好事。尤其值得一提的
有知遇之恩。咸豐三年，已經 34 歲的丁寶楨被
酒，讓貴州年年進貢，豈不是要給鄉親們增加負
是，丁寶楨自此更是深得皇帝器重、一路官運亨
咸豐慧眼識珠欽點為進士，自此才步入仕途，當
擔，這可怎麼辦？丁寶楨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終
通，第二年丁寶楨就被任命為湖南嶽州知府，次
然之後一直沒有被重用（一年到頭見不了個面，
於有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年調任長沙知府。後官至山東巡撫、四川總督、
怎麼可能被重用啊）。
到了第二天，丁寶楨將兩壇台郎酒呈獻給咸
太子太保。真的應了 「
好人有好報」那句話。
我們知道，丁寶楨本就掙錢不多、又沒有外
豐皇帝。
這就是仁懷民間流傳的俗語 「丁寶楨送禮
快，再加上為官清廉、樂善好施，因此手頭很
咸豐皇帝素聞丁寶楨廉潔能幹，聽說他也送
——皆大歡喜」的來由。表達了淳樸的百姓對一
緊、拮据得很。這下可把丁寶楨可急壞了，不表
了禮、忙讓人呈上來。咸豐皇帝飲後，禁不住連
代清官丁寶楨的懷念，誰執政為民，誰就會活在
示表示，肯定說不過去、也辦不成事；表示吧，
聲讚歎： 「
世間居然有此等美酒，從何而得？」
人民心中
送什麼好呢？既要拿得出手，讓皇帝滿意，還不



世界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亞，被馬克思稱為 「人類最偉
大的天才之一」。莎士比亞一生中以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
的戲劇作品而蜚聲世界，其代表作《羅密歐與朱麗葉》千
年傳唱流了千年的淚水；《哈姆雷特》中快樂王子的憂鬱
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然而鮮為人知的是，作為戲劇
大師的莎士比亞，卻有過不少糗事。
莎士比亞在早期作品《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個惟
利是圖、冷酷無情的高利貸者夏洛克的形象，是莎士比亞
喜劇的巔峰，但它也是喜劇中的悲劇，它探求的是金錢這
一古老而又永不過時的話題，具有極大的社會諷刺性。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生活中莎士比亞自己後來也淪
為了金錢的 「奴隸」，掙更多的錢成了他最關心的事。莎
士比亞不僅交易房地產，甚至還從事起了一項副業——充
當放貸者。他像《威尼斯商人》中的主人公夏洛克一樣放
起了 「高利貸」，以很高的利益回報專向遭遇經濟困難的
朋友和熟人放貸，以幫助他們 「擺脫困境」。後來，莎士
比亞經常將那些還不起債的借錢人送上法庭，莎士比亞還
曾和那些 「賴債者」頻頻打官司。
莎士比亞還曾橫刀奪愛，不顧朋友之誼冒充其與美女
幽會一次，莎士比亞偷聽到同劇組演員理查德‧布巴吉和
一個年輕美女約定了一場秘密的偷情幽會。那名女性對理
查德說: 「你晚上來我房間時，暗號是宣佈你自己是理查三
世。」沒想到莎士比亞在夜晚提前來到這名女性黑暗的閨
房，並說出了 「幽會暗號」，成了這名女性的入幕之儐。
當理查德興沖沖趕來時，他發現門上貼著一張莎士比亞寫
的紙條: 「征服者威廉已經比理查三世捷足先登。」

 稍加思索，便朗聲對道： 「徐 活？」
莎士比亞是英國十四行詩的代表人物，其詩打破原有
長卿，持大戟，穿甲片，跨海
徐倓隨口答道： 「待半夏，進天門，定摘
詩體的慣例，獨樹一幟，被稱為 「莎體」。 莎士比亞一生
馬，與木賊草寇戰百合，旋復 玉桂。」
寫下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詩，這些詩大約創作於 1590 年至
劉老闆連連點頭稱妙。
回朝，車前欲會紅娘。」劉老
1598 年之間，其詩作的結構技巧和語言技巧都很高，幾乎
這時，屏風後面有人彈奏琵琶，徐倓聽出彈
闆聽了，暗自稱好。但見那青
每首詩都有獨立的審美價值。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莎士
相傳明朝年間，江西藥都樟樹鎮，有一家
年衣衫襤褸，不像個讀書人，便又出一聯，譏諷 的是《霓裳羽衣曲》，便走到琴台旁，挽起袖
比亞是著名的同性戀者，他的這一系列十四行詩幾乎都是
「同春堂」中藥鋪。老闆姓劉，膝下無子，只有
口，輕輕撥動七絃琴和了起來。真是雅韻佳音，
一身蟬衣怎進將軍府？」
寫給他的同性戀人的，這不能不讓那些癡迷莎士比亞愛情 一個女兒，名叫貞娘，不但長得漂亮，才華也很 他的窮酸相： 「
悅耳動聽。曲盡，貞娘蓮步走出屏風，眼見徐倓
那青年不假思索便答：
「
半枝木筆敢書閣
詩的讀者大倒胃口。
出眾。劉老闆一心想為女兒選個乘龍快婿。女兒
一表人才，頓生愛慕之情，含羞上前見禮，隨口
老家。」
莎士比亞的遺囑也很奇怪。1610 年的某日，莎士比亞 貞娘提出要以藥聯徵婚，有對中者可以身相許。
誦上一聯： 「聽徐長卿奏黃芩（琴），沉香閣內
劉老闆見他才思敏捷，出口不凡，心中頗為
從倫敦隱退，終於回到被冷落了多年的妻子身邊。然而， 劉老闆明白女兒的心意，點頭稱妙。
曲曲驚雲母。」
驚喜，可是仍不放心，又出一上聯：
「
扶桑白
在 1616 年他去世前擬寫的遺囑中，他卻將所有的財產，包
這天，藥鋪門前掛出一條上聯，寫道：
徐倓拱手回禮答道： 「聞女貞子彈琵琶，
頭翁有遠志。」
括穀倉、馬廄、果園、土地等，都留給了長女蘇珊娜。小
「劉寄奴，插金釵，戴銀花，套玉鐲，比牡丹芍
防風屏前聲聲動天仙。」
青年脫口對出：
「
淮山紅孩兒不寄生。」
女兒只得到 「一隻銀質鍍金大碗」，因為她嫁的人顯然令 葯勝五倍，從容出閣，含羞倚望檳榔。」對出下
從此，兩人傾心愛慕。劉老闆恪守諾言，將
劉老闆昕罷立即請青年進入後宅，盛宴款
莎士比亞失望——比她年齡小，還讓別的女人懷了孕。至 聯者即可成為劉家女婿。藥鋪門前人聲鼎沸，遠
女兒貞娘許配給徐倓，留宿數日，贈與盤纏，親
待。席間，問明他的身世。青年彬彬有禮地回
於與他結髮 34 年的
近青年蜂擁趕來，都想試一試，卻無人對出下
答： 「晚生名叫徐倓，赴京趕考，路遇強盜， 送上路，赴京趕考。
妻子安妮，莎士比
聯。正在人們議論紛紛之時，忽見一位衣著寒酸
後來，徐恢金榜題名，衣錦榮歸，與貞娘結
被搶劫一空，故流落到此。」劉老闆聽了，用試
亞在遺囑中僅僅插
的青年擠進人群，他看了看藥鋪前掛出的藥聯，
為終身伴侶，過上甜蜜生活。
探的口氣問他：
「
遏木賊，入生地，安能獨
寫了這麼一句：把
我第二好的床及床
城門口，張貼出黃榜，上面寫著：“蘇秦是個大內奸，死有餘辜．
上用品留給我的妻
齊王一直想殺了他，卻沒想到什麼好的辦法．今幸有義士為民除
子。1616 年，莎士
害，大快人心．齊王下旨重賞，獎勵黃金千兩，請義士來領賞。”
比亞由於生病離開
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鉤．竟有四人前來領賞，而且他們都
戰國時期，有個歷史人物叫蘇秦，是個縱橫家。他說服齊、楚、
了人世。在他的墓
一口咬定：蘇秦是自己殺的。於是士兵把他們“請”到齊王跟前．齊王
燕、趙、魏、韓六國聯合起來，結成同盟，對付共同的敵人——秦國，
碑上刻著他親自撰
見到他們四個人，恨得咬牙切齒．可他還是煞有介事地問：“這一千兩
從而受到了大國君王的賞識，被封為丞相，史稱“六國封相” 。
寫的碑文： 「看在
黃金，你們四個人怎麼個分法？” 這四個人不知道中了計，還高興得立
正當蘇秦在齊國積極效力的時候，遇上了刺客．蘇秦被當胸刺了一
上帝的面上，請不
即回答說：“這好辦，1000÷4＝250，每人二百五。”
劍，當天晚上，就不治身亡了．齊王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生氣，立即下
要動我的墳墓，妄
齊王一聽他們還樂滋滋地想著賞金，拍案大怒：“把這四個二百五
令捉拿兇手．可是刺客已逃得無影無踪，到哪裡去捉呢？齊王靈機一
動者將遭到詛咒，
動，想出了“引蛇出洞”的妙計．他下令把蘇秦的頭割下來，還讓人用 推出去斬了！” 這四個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殺了。而真正的刺客，據說是
保護者將受到祝
鞭子抽打他的屍體，弄得滿頭滿臉都是血．然後把血淋淋的人頭懸掛在 秦國派來的殺手，早就逃回秦國去了。從此民間便留下了二百五的說
福。」
法，人們常用它來形容傻瓜、笨蛋和被財色所迷惑的人。



藥聯琴緣覓知音



“二百五”的由來傳說

Houston, Chicago, New York, LA, Austin, Silicon Valley, Seattle, Madison

移民‧綠卡‧簽證
十九年傑出服務品質保證

平安 保險服務公司
EMJ Insurance Services

黃亞孟 Eric Huang

公司: (314) 569-9988
住宅: (636) 537-0419

傳真: (314) 997-7988

三十九年以上經驗為僑胞效勞
代理各種

人壽 Life
健康 Health
免保費老人健康險
(如有紅藍卡A+B)

房屋 Home
療養院 Nursing Home
Longterm Care

餐館 Restaurant 終生俸
汽車 Auto
教育基金 College Funding

電郵：emjins16888@gmail.com
外州免費電話: (800) 881-7988 地址: 8501 Olive Blvd.

22位資深美國執照律師
數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戶管理系統
客戶遍布全美
休斯頓/矽谷/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奧斯汀/
西雅圖/麥迪遜八地辦公

精辦
國家利益豁免和
特殊人才綠卡
PERM及職業移民
H. L.及其他
非移民簽證

綠卡申請
免費

評估

如果您正考慮申請綠卡，
請將簡歷發到
info@hooyou.com
我們將為您免費評估

E-mail: info@hooyou.com 電話1-800-230-7040

網址：www.hooyou.com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Tel : (713)771-8433‧Fax : (713) 771-8368

http://www.stlouischinesejournal.com
E-mail:ad-slcjj@slcjmail.com（廣告）
slcj@slcj@slcjmail.com（新聞）

多家公司，歡迎比價

紐約/休士頓/芝加哥/奧斯汀/洛杉磯/矽谷/西雅圖/麥迪遜

專業服務，誠信待客

張哲瑞

聯合律師
事 務 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