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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撰巨碑加精制海漫

位于北京五塔寺原址内的北京石
刻艺术博物馆， 陈列有大量古代石碑
实物。 这里陈列的 “傅恒宗祠碑”， 乃
乾隆皇帝敕建， 碑体巨硕无比， 比康
熙重臣索尼的碑还要高出一截。

此碑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碑
文乃乾隆皇帝亲撰， 碑文为汉满文合
璧。 乾隆皇帝敕建此碑的原因，乃是傅
恒平息金川之乱有功。傅恒是第一次平
定金川的核心人物，乾隆皇帝为其宗祠
亲撰碑文， 并敕建如此巨硕之石碑，足
见其军功卓著，深得君王赞赏。

此碑的海漫， 颇具特色。 海漫通
体雕海水纹， 四角各有一个漩涡， 漩
涡中心各雕一个鱼、 虾、 龟、 蟹， 有
傅氏家族 “威震四海” 之寓意。 海漫
之上驮碑的螭首龟趺， 本即 “龙生九
子 ” 之赑屃形 象 ， 立于海漫之上 ，

“威震四海” 之寓意， 更显突出。
所谓 “海漫”， 又作 “海墁”， 本

是一种水利工程术语。 其原意是指一
种水利消能防冲设施。 石碑基座 （含
龟趺） 之下， 再铺设一层特制的高于
地表平面的石质平台， 亦谓之 “海漫”
或 “海墁”。 这种做法， 自清代以来，
流行甚广。

一般而言， 只是体量巨硕、 规格
较高的石碑才会下承海漫。 “傅恒宗
祠碑” 不但体量巨大， 从工程力学上
考虑， 需要加设 “海漫”； 且傅恒宗族
出身高贵， 用得上也当得起这御撰巨
碑加精制海漫的规格， 这一切都彰显
着皇室对傅恒本人及其宗族的器重。

傅恒宗族 “备极荣宠”

据考， 傅恒所属的富察氏为满洲
八大姓之一， 所在的满洲镶黄旗为上
三旗中的首旗， 由皇帝亲统， 地位很

高。 其次， 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清世
宗 （雍正） 时期， 富察氏家族人才济
济， 名臣辈出， 为大清多建功勋。

碑文中提到的曾祖哈什屯、祖父米
思翰、父亲李荣保以及傅恒在战功或文
治方面均有突出贡献。 在努尔哈赤时
期，傅恒的先祖旺吉努就率族众归附了
后金，在统一东北、创建清帝国的多年
征战中，屡建战功。 曾祖父哈什屯在太
宗朝（皇太极）以军功官至礼部副理事
官，至顺治年间，累官至内大臣，加太子
太保。祖父米思翰在康熙年间任议政大
臣，当过7年的户部尚书，掌管国家的财
政大权，曾经大力支持康熙帝的撤藩政
策，深受康熙帝的器重。 哈什屯和米思
翰均于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被追赠
为一等承恩公。

傅恒的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的第
四子， 官至察哈尔总管。 伯父马齐在
康、 雍、 乾三朝任保和殿大学士达23

年之久， 时间之长， 在有清一代是罕
见的。 总之， 傅恒宗族在300年前可谓
“世受皇恩” 与 “备极荣宠”， 全家全
族都是皇上身边儿的人。

至于碑文究竟写了些什么， 因为
年深日久， 至今已近300年， 故碑体多
有磨损， 碑文已呈漫漶； 加之碑高字
小， 踮着脚仰到脖子酸掉， 也不一定
能看得清几个字儿。 真感兴趣的， 不
妨直接查阅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
石刻拓本汇编》 一书， 书中印有较为
清晰的碑文拓片。 大致意思不过是皇
帝表彰傅恒的战绩及其家族的勋业 ，
然后皇上开恩， 决定给他们家族盖个
祠堂。 碑文中 “兹良弼陛辞之际， 朕
欲加恩， 赐立祠堂， 秩于祀典” 云云，
在当时是颇为 “荣宠” 诏告了。

此碑于2012年即登上了央视 “国
宝档案” 节目， 备受世人瞩目。

摘自 《北京青年报》

《延禧攻略》 的热播， 再一次让观众对清代宫廷历史与人物生平产生浓厚兴
趣。 那些为傅恒与魏璎珞的情感历程揪心的观众， 不妨移步五塔寺， 一边观赏国宝
“傅恒宗祠碑”， 一边再回想剧情、 追溯历史。

在云南玉龙雪山， 当顺着冰层滚
落的一块石头碎片从正在操作GPS设
备的地质学家陈彦君(音)身边飞速滑
过时，“白水一号” 冰川上方传来一阵
破裂声。 更多物体从陈所说的世界上
融化最快的冰川之一的冰层上跌落。

陈离开冰层走到一片曾被冰川覆

盖的光秃秃的山体。 在这里， 裸露的
岩石上散落着游客丢弃的氧气瓶。 如
今， 每年数百万游客被位于世界 “第
三极” 东南边缘的白水冰川美景所吸
引。 亚洲10大河流———包括长江、 黄
河、 湄公河和恒河等———都受到 “第
三极” 季节性融化冰川的滋养。

多年来， 科学家已观测到全球变
暖对玉龙雪山的影响。 一个研究团队
发现， 过去10年来白水冰川每年后退
约27米。 官方数据显示， 去年参观玉
龙雪山的游客达260万人次。 为保护
冰川， 有关部门不但限制每天游览人
数， 还计划人工造雪， 甚至在溪流上

筑坝以增加湿度。
当地保安杨少峰 (音) 亲眼目睹

一个变暖的世界正在融化这里的冰
川。 杨记得小时候在他村里就能看到
冰川最底部， 但如今这已成为往事。
“现在只有爬到山上才能看到冰川。”
杨失望地说道。 摘自 《环球时报》

20年来， 皮卡丘一直是最受欢迎
的 《精灵宝可梦》 角色， 与皮卡丘相
关的动漫、 影视以及游戏产品都深受
粉丝喜爱 。 不过 ， 即将推出的一部
3D电影 《名侦探皮卡丘》 却因皮卡
丘的新版毛绒造型 （如图） 引爆粉丝
吐槽。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在不久前发布的新片预览中， 皮卡丘
首次以毛茸茸的形象出现在粉丝眼

前。 虽然在动漫原著中皮卡丘就是长
着黄毛的神奇生物， 可从最早的漫画
到随后的所有影视作品中， 皮卡丘从
来不是毛茸茸且表情忧郁的形象。

据悉， 《名侦探皮卡丘》 将于明
年与观众见面， 片中的皮卡丘将由萌
宠化身为神探， 帮助年轻人寻找失踪
的父亲， 在曲折冒险中与许多其他精
灵宝可梦互动， 并最终揭开失踪案背
后的惊天阴谋。 在看完预告片后， 有

粉丝忍不住吐槽道： “皮卡丘的新形
象太奇怪， 简直让人恶心。 这简直毁
了皮卡丘在我们童年印象中的可爱形
象。” 尽管如此， 忠实粉丝们还是对
毛茸茸的皮卡丘充满好奇， 迫不及待
想看这部新片。 有支持者表示， “在
3D影院时代， 毛茸茸的皮卡丘出现
在大银幕上也不存在技术障碍， 毕竟
如果皮卡丘出现在真实世界， 应该也
会是毛茸茸的吧。” 摘自参考网

■人间万象

玉龙雪山冰川融化引发气候担忧

“忧郁” 皮卡丘形象引爆粉丝吐槽

追追完完《《延延禧禧攻攻略略》》再再看看傅傅恒恒碑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