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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久不退位

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
梁朝是个陌生的王朝。这个
立国五十多年的王朝，除了
开国皇帝武帝萧衍和乱臣贼
子侯景之外，再无名人。其实
不然，这个被庾信赞美为“五
十年间，江表无事”的王朝，
有着自己的传奇故事，尤其
是皇位争夺战，腥风血雨，令
人咋舌。

南朝梁的开国皇帝萧
衍，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高
能皇帝，堪称文武全才。他刚
开始当皇帝的时候政治相对
清明，梁国的大事小事都挺
有规矩。不过，平静的水面
下，也有过一些差点成为巨
浪的涟漪。

第一个挑战者叫做萧正
德。萧衍夺取帝位时，已经38
岁了，却一直没儿子。为了保
证自己有后，便过继了侄子
萧正德当儿子。谁知，当上皇
帝后的萧衍一口气生下8个
儿子，可怜萧正德不仅没当
上皇帝，连当太子都不可能
了，只得怏怏“还本”，被封为

“西丰县侯”，兼吴郡太守。
此后，萧正德破罐子破

摔，公元522年，他私自叛逃
北魏，北魏却不怎么待见他，
他无奈又逃回梁朝。梁武帝
没有追究他的叛国之罪，让
他官復原职，留在都城建康。
随即又在建康创出了“京城
四兇”的名号，欺男霸女，公
然掠夺，杀人如麻，以至于

“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
他先奸后通，把亲妹妹长乐
公主发展成了性伙伴，生了
两个孩子。公元532年，萧正
德晋升临贺郡王，出任丹阳
尹，即京畿最高行政长官，依
然劣性不改，纵容手下打劫
抢烧，无恶不作，被弹劾，贬
为南兖州刺史。南兖州治所
所在地广陵(今扬州)自古为
丰腴繁华之地，萧正德到任
后，苛政猛如虎，“人不堪
命”，竟然沦为荒烟之地，“至
人相食噉”。梁武帝实在没有
办法，只好将其废黜，不再封
官。

虽然萧衍一直对萧正德
厚爱有加，甚至对他屡屡犯
事宽容到了不要不要的程
度，但这位公子爷怀恨在心，
一直寻找着报复的机会。萧
正德“阴养死士，常思国衅”，
还囤积大批粮草，等国家有
难时乘机浑水摸鱼。公元548
年秋，侯景发动叛乱，派人联
络他。萧正德大喜过望，偷偷
派出空船帮助侯景渡过长
江，还利用自己守卫朱雀航
的机会，大开城门，让侯景的
叛军攻入建康。

萧衍开国时，就立长子
萧统为太子，这位太子文才
甚高，可惜命祚不长，萧衍中
大通三年(531年)就病死了，
留给后代一部文学名集《昭
明文选》。除萧统外，算起来
老二萧综离皇位也比较近，
但是，这位二皇子的母亲是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
被萧衍接手仅过了7个月，萧
综就出生了，因此萧综在血
统上一直受到质疑。不过萧
衍一直对萧综不错，可萧综
却自己受不了了，居然以二
皇子之尊，叛逃北魏，最后于
公元528年死在北方。

太子死了，二皇子逃了
以后也死了，萧衍就按顺序

立老三萧纲为太子。因为老
皇帝萧衍越当越精神，身体
倍棒，吃吗吗香，所以享有至
高无上的权威，无人敢对他
的皇帝宝座提出挑战。萧纲
在轮候当皇帝的过程中，成
长为一个与大哥差不多的文
学家，为后世留下一个“宫
体”文学。

侯景的“杀皇秀”

在“江表五十年无事”的
绚烂外表掩盖下，萧衍的皇
位稳固，但是，命中注定的一
个猛人要来把他干翻，并且
垄断此后一段时期大梁皇位
的轮盘了。

这位猛人来自北魏。六
镇起义时，有个叫侯景的人，
率众投靠了契胡族酋长尔朱
荣。后来尔朱荣一派被高欢
所灭，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
侯景又跟了东魏高欢，当了
河南道最高军政首长，拥兵
10万，实力仅次于高欢。高欢
死后，儿子高澄掌权，侯景与
高澄素来不睦，便有心投靠
西魏宇文部，西魏判定侯景
忠诚度为负数，没有上钩，侯
景只得投靠萧衍。萧衍居然
接纳了侯景，成功引狼入室。
东魏实施离间计，萧衍处置
不当，侯景遂与潜伏的萧正
德勾结，起兵作乱，攻占建
康，把萧衍五十年太平江山
和江南三千里花花世界搅了
个底朝天。

侯景攻入建康时，尚未
占领萧衍居住的台城，翅膀
还不怎么硬，便履行与萧正
德的合同约定，将萧正德扶
上皇位，改元正平。萧正德赶
紧立长子萧见理为太子，封
侯景为丞相，又把自己亲生

女儿嫁给侯景，以稳定自己
的帝位。叛军攻占台城后，侯
景把萧正德降格为大司马，
恢复太清年号。萧正德只过
了一年皇帝瘾，对侯景怀恨
在心，便偷偷联络鄱阳嗣王
萧契，意图联手做掉侯景，被
侯景矫诏诛杀。

侯景废了萧正德，把萧
衍的第三子萧纲扶上位，这
就是简文帝。萧纲只会写诗，
不会打仗，也不会当皇帝，窝
窝囊囊干了两年多，侯景想
自己过过瘾，就派兵进宫，逼
着简文帝写退位材料，禅位
给萧纲的侄孙、豫章王萧栋。
萧栋继位后，侯景给他改元
天正，让他做一名合格的傀
儡。2个月后，又派人把萧纲
灌醉后用土袋子压死。又2个
半月后，侯景将萧栋废掉，自
己则沐猴而冠，当上了皇帝，
改国号为汉，改年号为太始。

不过，侯景没有完成最
后的“杀皇秀”表演，他还没
来得及把萧栋干掉，自己就
挂了。因为过于残暴，侯景死
后被分成三份，头被送到江
陵悬挂，双手被砍下来送给
侯景的老东家高澄的弟弟高
洋，身子则放在建康，被南京
的老百姓秒抢了，拿回家当
盐水鸭吃光光，连一点渣都
没剩下。在梁国的皇帝宝座
上坐过的人中，侯景是死得
最惨的一位。

萧绎独眼抓皇权

侯景兵围台城的时候，
梁国皇位竞争的另一条线也
正式启动，主角是萧衍儿子
中的小七：萧绎。萧绎是萧衍
儿子中的神童，才华横溢，在
各行各业的成就非凡。可惜

小时候生了病，萧衍非要自
己当医生，虽然没把儿子治
死，却也治瞎了萧绎一只眼。
本来，萧绎的独眼看来看去，
皇位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
但随着侯景之乱，江东形势
天翻地覆，他也开始打起皇
位的主意。

当时萧绎当时担任荆州
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
南梁六州诸军事，雄霸长江
中游。侯景围城，萧衍求救，
梁国各路势力起兵勤王，萧
绎只派儿子萧方智，带了万
把人前去应景。后来看局势
不明，又派名将王僧辩率舟
师增援，也只出工不出力，眼
看着萧衍等人落入侯景之
手。

萧绎外战外行，对内却
毫不含糊。他主要的竞争对
手有两个，一个是六哥邵陵
王萧纶，当时为假黄铖、都督
中久诸军事，根据地在郢州。
另一个是八弟武陵王萧纪，
势力主要在四川。

萧绎首先攻击邵陵王，
萧纶手下无人，被王僧辩部
迅速击溃，萧纶逃走后，萧绎
又派人擒杀了萧纶。公元552
年4月，萧绎还没想好如何上
位，身在四川的萧纪抢先在
成都当皇帝，年号为天正。萧
绎气得要死，只好在王僧辩
和陈霸先等人的“苦劝”下，
演够了“三辞”帝位的大戏
后，也当了皇帝。8月，萧纪率
大军顺长江东下，萧绎吃了
败仗，只好去向死对头西魏
求援，甘愿降格当西魏的附
庸。萧纪铸造了大批金饼悬
赏，可手下人拼死打了胜仗，
他却舍不得把金子分给大
家。第二年，在西魏与萧绎的
夹攻下，萧纪大败，萧绎不接

受弟弟投降，令游击将军樊
猛将萧纪刺死于船舱中，不
留后患。

当了4个半月皇帝的萧
栋，在萧绎大军收复建康后，
与弟弟们侥幸逃出生天，萧
绎请萧栋和弟弟们一起去船
上喝酒压惊。酒宴还没完，便
命手下人将萧栋等人扔进水
里淹死了。此外，萧绎还专门
给王僧辩、陈霸先等远征建
康的大将下达口谕：“六门之
内，自极兵威。”就是杀光所
有可能威胁他取得帝位的
人，不管是谁。王僧辩与陈霸
先忠实地执行了主子的命
令，为萧绎扫清了全部障碍。

最后的“夹缝皇帝”

萧绎当了皇帝之后，没
有能力掌控国政，也无法与
翻脸不认人的西魏和平共
处。西魏不断吞食南梁，萧绎
无计可施，却把矛头对准了
侄子、岳阳王萧詧，逼得萧詧
只得投靠西魏，协助魏军占
据了襄阳。承圣三年(公元554
年)九月，萧詧更协助西魏大
军攻到江陵，萧绎火烧珍贵
藏书14万多卷，被魏军俘获。
萧詧对着七叔尽情辱骂出气
后，还不解恨，叫人搬来土袋
子，模仿侯景弄死萧纲的场
景，把萧绎活活压死。

萧绎死后，梁国的权柄
落到了王僧辩、陈霸先等一
干讨伐侯景有功的大将手
中。此后，梁国的皇帝便在由
北齐和军阀的夹缝中，艰难
生存，皇位之争也不那么起
劲了，因为一般而言，谁坐在
皇帝宝座上，谁也就离死不
远了。

王僧辩和陈霸先立萧
绎的第九个儿子萧方智为
帝，这就是后来的梁敬帝。
萧方智时年13岁，北齐看着
小皇帝不顺眼，于5 5 4年派
兵南下，护送萧渊明回梁
国。萧渊明是萧衍的哥哥萧
懿的儿子，也是奇葩一枚，
当年侯景叛变了东魏，与南
梁眉来眼去时，萧衍派侄子
萧渊明率水陆大军10万，到
徐州接应侯景，顺道攻打东
魏。谁知萧渊明的大军与东
魏军一接触，便大败溃散，
自己这个总司令也被生擒。
高澄把萧渊明好吃好喝养
在家里，作为奇货，现在终
于派上了用场。王僧辩眼看
国弱力衰，只好把萧渊明迎
到建康，当上皇帝，小皇帝
萧方智改行当了萧渊明的
太子。

另一方面，陈霸先与王
僧辩等人发生了分歧，他便
在京口起兵，打进建康，杀了
王僧辩，拥立萧方智当皇帝，
当了5个月皇帝的萧渊明被
杀。萧方智就这样成了南梁
的末代皇帝，两年后的公元
557年，萧方智把帝位让给陈
霸先，陈霸先建立了南朝最
后一个政权：陈。当然，按照
政治惯例，陈霸先也不可能
让萧方智健康生活，不久就
派人把他暗杀。

萧方智的退位标志着
梁的灭亡，但是，萧家皇帝
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而是奇迹般继续存在了若
干年 (南梁和西梁 )。一直到
621年，萧铣(萧詧的曾孙)兵
败被杀于长安，萧衍一脉作
为皇族才彻底退出了历史
舞台。

《琅琊榜》的故事看起来很美

真真实实的的皇皇位位争争夺夺战战 比比剧剧中中惨惨得得多多
前不久，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很多人感慨此剧为

良心之作，为梅长苏的命运而揪心揪肺，也为靖王最终登
上皇位欢欣鼓舞。其实，作为一部架空历史神作，其故事
的主要背景南朝梁的皇位之争，比电视剧中表现的还要
精彩，也更加残酷。

本报记者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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