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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穰城路北段路西，某新
建小区的门外，一座土丘上半是
草木下半被地砖、石材覆盖，不
时有儿童拾阶而上，到上面玩
耍，土丘旁，几位市民边打牌边
聊天。

土丘只有一米多高，又铺了
石材，看上去不像墓冢，直到发
现一块贴着土丘的黑色石牌上
刻着“魏冉墓”字样，我们才确认
这儿的确是史料上记载的穰侯
墓。

“穰侯墓是邓州有记载的最
早的名人墓，地方史料说到古
迹，都会提到这座墓。”当地文史
研究者王春玲说，过去冢子很

大，直径应该有七八十米，高五
六米，冢子顶曾是练武台。

《明嘉靖邓州志》、《明嘉靖
南阳府志》均说：“穰侯冢在（邓）
州城东门外，世传秦丞相魏冉葬
此。”民国时，著名学者、方志学
家张嘉谋认为，《史记》记载魏冉

“卒于陶（今山东定陶），因葬
焉。”南阳和邓州地方志的记载，
依据的应该是《大明一统志》，这
部明代官修地理总志的总编纂
是邓州人李贤，其依据是什么，
已难以确知。

王春玲说，邓州穰侯冢可能
是衣冠冢，属纪念性的，但规模
这么大，应该是官方行为，至于

是哪代知州所为，已难以考证。
也有人认为，魏冉是楚人，

而穰本为楚国故地，古代惯以原
籍为始封地，他受封于穰，或许
因为他原本就是穰人。

史书上对魏冉和芈八子的
来历，记载很简略，只说他们本
身是楚国人。芈姓是楚国国姓，
他们当是楚国贵族后裔，至于
他们是怎么到秦国的，已无从
考证。《芈月传》中，芈月是楚威
王的女儿，其母受楚威王王后
的迫害，与市井无赖魏甲生下
魏冉，后来随楚国嫡公主芈姝来
到秦国。这并非史实，只是剧作
者的想象。

《芈月传》中，芈月对这个异
父弟疼爱备至、精心培养，送给
他《孙子兵法》，让他到军队中历
练。这剧情也属于合理想象，魏
冉是芈月亲族中最有才能的一
个，在秦惠王、秦武王时担任官
职，在秦国有一定地位和影响
力，正是这一点，他成为芈八子
上位的强援。

史书中芈月叫芈八子，秦国
后宫分为王后、夫人、良人、八子
等级别，芈八子为秦惠王生了三
个儿子，但在秦宫中地位并不
高。秦武王意外死亡后，芈八子
与魏冉这对楚国姐弟组合，突然
在秦国变得十分重要。

“穰侯魏冉与太后芈月”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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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 30 日，电视
剧《芈月传》开播，轻松占据
收视率第一宝座，在网上点
击率也迅速达到数亿。此
后收视率跳涨，持续“霸
屏”，在华夏大地形成“全民
赏月”的热潮。

“全民赏月”引发了坊
间、网上热议，口碑两极分
化严重，在某网站评分高达
9.3，另一网站评分仅有5.9，
以致有人说，“《芈月传》像
榴莲，喜欢它的人欲罢不
能，讨厌它的人看哪儿都不
顺眼”！

争议主要在史实问题，
“粉丝党”和“历史党”展开
一场盛况空前的大战。“历
史党”挑出许多毛病吐槽，
比如剧中春申君黄歇是芈
月的初恋情人，但实际上两
人相差 20 岁左右，黄歇该
叫她阿姨；又比如芈月其实
与屈原是同龄人，不大可能
拜其为师……

相比之下，人们对同为
热播剧的《甄嬛传》的史实
问题吐槽就少。这是因为
历史上并无甄嬛其人，大家
将《甄嬛传》视为戏说剧；而
芈月却是历史上的真实人
物，算是历史剧，惹得不少
人去考证其真实性，因此大
肆吐槽。

不过，尽管《芈月传》有
虚构内容，但大框架上看基
本是真实的。

史书上并无芈月这个
名字，这个角色先叫“芈八
子”，后来叫宣太后，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位太后，也是第
一位长期执掌国政的太后，
是极有作为的女政治家，为
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基础，
实为“千古太后第一人”。

芈月在历史上崭露头
角，以及 2000 多年后还能

“霸屏”，其实有很大的偶然
性。秦惠文王死后，惠文后
（即剧中芈姝）的儿子公子
荡继位，成为秦武王，芈月
很可能从此默默无闻，老死
于秦宫之中。

但仅仅四年之后，意外
发生了。秦武王力大无比，
喜欢玩举重，不小心玩过了
头，在洛阳举鼎失败，重伤
而死。武王没有儿子，王位
继承人出现真空，他的兄弟
们展开了争夺。芈月的儿
子公子稷早被送往燕国当
人质，本来机会也不大，但
魏冉——芈月同母异父的
弟弟，改变了历史，力助公
子稷坐上秦王宝座——即
秦昭襄王，芈月也一跃成为
太后。

魏冉才华出众，后来四
任秦相，辅佐芈月和秦昭襄
王，攻城略地，屡败六国，战
绩卓著，“苞河山，围大梁，
使诸侯敛手而事秦”。

魏冉被封为穰侯，封地
在今邓州市。近日我们前
往该市，寻访《芈月传》背后
的故事。

秦武王叫嬴荡，按《芈月
传》的演绎，他老爹给他起名

“荡”有深意：既是向商汤致敬，
又有荡平六国之意。嬴荡长大
后，果然身高体壮，勇武非凡，他
力大无穷，喜欢跟人比力气，当
时有名的大力士任鄙、乌获、孟
说等都受到他的重用。

当秦王的第三年，武王有意
攻占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洛阳
周边，他对大将甘茂说：“寡人欲
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
矣。”这年秋天，派甘茂攻打韩国
军事重地宜阳，韩军拼死抵抗，
这一战极为惨烈，半年多后秦军

才取得胜利，“拔宜阳，斩首六
万”，并乘胜北渡黄河，占领武遂
（今山西垣曲东南）。

于是，武王大喜，带着任鄙、
孟说等人前往宜阳巡视，然后前
往周王都城洛阳，在周王室太
庙，他被著名的九鼎吸引。

这九鼎相传是大禹收取天
下九州的贡金铸成，每鼎代表一
州，共有荆、梁、雍、豫、徐、青、
扬、兖、冀九州，上刻本州山川人
物、土地贡赋之数。春秋战国争
霸天下的国君们，向来对这九鼎
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楚庄王伐陆
浑戎时，曾“观兵于周疆”，派人

问“鼎之大小轻重”。此时秦武
王看到九鼎，竟突然冒出一个想
法：把鼎举起来。他不顾劝阻，
与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

秦武王还真将鼎举离地半
尺，但意外发生了，他突然手中
无力，巨大的鼎坠落下来，砸到
他右腿上，致使胫骨骨折！一群
手下赶忙上前抬起大鼎，救出武
王，但因失血过多，这位逞强的
年轻国王当夜即告别人世。

这一猝然的变故震惊秦国，
与武王比赛举鼎的孟说成了替
罪羊，惨遭满门抄斩。

秦武王死时年仅23岁，还没
有儿子，王位传承成为一大悬
疑。他有八个兄弟，都有可能继
承王位，在这场生死竞争中，芈八
子的儿子公子稷成为最终的胜
利者。

公子稷当时在燕国当人质，
他并非嫡子，在兄弟中排行也不
靠前，能当上新一任国王，按照
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其中有两
个原因，一是燕国及时将他送回
秦国，二是诸多竞争势力中，他
舅舅魏冉最强大，“武王卒，诸弟
争立，唯魏厓（即魏冉）力为能立

昭王”。
秦昭王即位后，任命魏冉为

将军，负责守卫都城咸阳。
但昭王的兄弟们并不死

心。第二年，“彗星见（现）”，公
子壮利用这一天文异象，与一些
大臣和公子策划叛乱。公子壮
封号是季君，因此这次叛乱被称
为“季君之乱”。魏冉及时得知
消息，果断出手，诛杀公子壮，

“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贵
族大臣也有不少被灭族。秦武
王的王后被驱逐回母国魏国，惠
王的王后有两种记载，一是死于
她儿子武王之前，二是此时被
杀。

平定这次叛乱后，魏冉“威
振秦国”。因昭王年少（其实也
已经十七八岁了），“宣太后自
治，任魏冉为政”。从此，姐弟俩
联手掌控秦国大权近四十年。

《芈月传》播出后，很多人将
其与《甄嬛传》比较，认为其宫斗
智商不及后者。在剧中，芈月与
惠文后是姐妹，难免有温情的一
面，而真实历史上的这场争斗中
的残酷和智谋，可能超出我们的
想象。

秦武王举鼎失败悲催死亡

楚国姐弟携手闯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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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邓州穰城路北段
路西某新建小区门外
的魏冉墓，据当地文史
研究者分析，可能就是
芈月弟弟魏冉的衣冠
冢。图为魏冉墓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