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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

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
军解放南京，攻占国民党总统
府。攻进总统府，解放南京是中
国革命的划时代事件。

离休前任宁德军分区副司令
员的管玉泉，渡江战役时任第三
野战军第七兵团 35 军第 104 师
312 团 3 营营长。多年以后，他回
忆道，我军（仅指 35 军）一枪未发
便渡过了蒋介石依赖的“长江天
险”。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总统府。

“…… 4 月 23 日拂晓，作为
解放南京的第一梯队先遣突击
营陆续渡江。由于守卫南京的敌
军已经弃城逃跑，我军一枪未发
便渡过了蒋介石依赖的‘长江天
险’。

4 月 23 日凌晨，南京长江路
292 号……我率部抵达总统府
后，发现大门虽然紧闭着，但只
是用插销插着，并没有上锁。当
部队到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
了反应。很快，出来了三个人，很
配合地将大门打开。六名战士用
力推开了沉重的镂花大铁门，大
队人马立即涌入，很快就抢占有

利地形，控制了整个总统府大
院，当时未遭到残敌顽抗，只俘
虏了 10 多名未佩枪弹的卫兵，不
费一枪一弹占领总统府。

……随后，在俘虏兵的引领
下，我们登上了总统府顶楼，看
到旗杆上还挂着青天白日满地
红的‘狼牙旗’，我一个箭步冲上
去，把国民党的旗子扯下，换上
一面我军冲锋时用的红旗。这时
正是 4 月 23 日上午 8 时。

……蒋介石的一张大办公
桌上，还端放着一套《曾文正公
家书》，点钟、笔托、毛笔等，依次
放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台历，
上面显示的是：中华民国卅八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农历己丑年三
月大，代电：梗。”

首先攻占南京总统府的，是
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 35 军。

攻占南京总统府，降下青天

白日旗，这样的大事，长期以来，
历史教科书、南京总统府里陈列
的展览中甚至军史为何都很少
提及，这是为什么？

这就涉及到了一位著名的
反将——— 吴化文以及他担任军
长的 35 军。

渡江战役中的几个主力兵
团，在淮海战役之后都接受了一
些国民党起义或投降的部队。在
济南起义的吴化文部编为 35 军，
隶属七兵团，被部署在长江北岸
的三浦(浦口、浦镇、江浦)。吴化
文这支军队非同寻常，背景极其
复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变。
被收编仅仅两个月后，吴化文这
支部队被派往浦口。

按照粟裕的作战方案，东路
和中路突破之后，形成钳型攻
势，从两边包抄南京。可没想到 4
月 20 日开始渡江的中集团（第

21、24、25、27 军）动作太快，4 月
23 日已进至安徽宣城、郎溪一
线，粟裕的一记“右钩拳”直击沪
杭欲断国军后路，国民党守军司
令汤恩伯吓坏了，急令南京守军
撤退，准备固守上海。国民党军
队连夜撤退，南京顿时成了真空
地带。

吴化文见机行事，立即带兵
渡江，一枪不放，长驱直入。他对
这里太熟了——— 根本不用向导，
一点儿弯都不绕，便可直接打到
总统府。吴化文的 35 军捷足先
登。当他的第 104 师 312 团赶到
总统府时，国民党的守军早已树
倒猢狲散，跑得踪影皆无。

吴化文的 35 军拣了这个“漏
儿”，让陈毅、粟裕“哑巴吃黄
连”。粟裕在他的《回忆录》中，对
于 35 军攻占南京的战绩，只是寥
寥几笔：

“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
三十五两军，于二十三日晨占领
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 南京。”

据《国家人文历史》

在一些电视剧中，失宠的妃子
往往会被打人“冷宫”，并在那里
孤独终老。

查看明、清的史料，故宫中
并没有明确写
有“冷宫”的匾
额。可见，“冷
宫”并不是皇宫里某一处宫室的
正式名称。不仅如此，根据史料
记载，明、清两代被作为“冷宫”
的地方有多处。

例如，明末，天启皇帝的成
妃李氏因得罪了太监魏忠贤，由
长春宫被赶到御花园西面的乾

西宫。后来，定妃、恪嫔等三人也
先后被幽居在乾西宫中。可见，
这个乾西宫就是当时的“冷宫”。
清光绪年间，光绪皇帝的珍妃曾

被慈禧软禁
在景祺阁北
边 的 北 三

所，可见，北三所也算是清朝的
一处“冷宫”。

历史学者据此认为，“冷宫”
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
是指所有关禁王妃、皇子的地
方。打入“冷宫”其实就是被废。

据《冷门知识》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几乎
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宣告了国民党
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束。究竟是哪支部队首先攻进并把红旗插
上了总统府，立下这不世之功?为什么多年来却几乎无人提及？

“冷宫”不是固定的地方

史上最悲惨公主：被杀头祭旗

在《三国演义》里，虽然刘备
是个受拥戴的人物，人人都敬仰
刘皇叔，然而，花团锦簇般的赞
美 ，怎 么 也 掩 盖 不 了 他 的 弱
项——— 用兵。在战场上，他是常败
将军。如果你要拿着《三国演义》
去研究三国史，那就大错特错，史
上的刘备其实也是一代英雄，带
兵打仗并非传说的那么怂。

举例来说吧，我们熟悉的、
大快人心的诸葛亮火烧博望坡，
其实是刘备干的。在《三国志》的
先主传里，是这样描述火烧博望
坡的，“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
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
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

破。”刘表派刘备在前线抵御曹
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惇与于禁，两
相对峙日久，然后刘备自行烧毁
军营，假装撤走，夏侯惇等追击，
结果中了刘备的埋伏，吃了败
仗。从记录来看，根本不关诸葛
亮什么事，这场博望坡大捷是刘
备指挥的。而且也不是火烧敌
军，而是火烧自己的装备，引诱
敌军深入，然后击破。

诸葛亮掌管蜀国之后，经过
精心准备发动了第一次北伐，当
时魏国很震动，因为他们认为蜀

国能够带兵打仗的只有刘备，大
将只有关羽和张飞，这三人死了
之后，应该没有人可以带兵出
蜀，没想到诸葛亮也能北伐。从
敌方的反应来看，蜀国的主要军
事人物还是刘备，并非诸葛亮。
诸葛亮真正显示军事才能，是在
刘备去世之后。刘备在北方连续
战败，毫无成就，这不能怪他，只
因先天基础太差，曹操、袁绍、袁
术、公孙瓒、马超等人都是有家
族基础的，刘备失去“天时”，而
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崛起，终于取

得了自己发挥的空间。
刘备的军事才能主要体现

在局部攻防战上，例如博望之
战 ，再 如 他 一 生 中 的 巅 峰 之
战——— 汉中夺取战，在小范围内
耗尽曹军的精锐之后，击退曹
军，夺取高地，但无法给敌军致
命性打击，这跟他手里的资本有
限有很大关系。其实，曹操也很
欣赏刘备，他承认刘备在军事上
跟他是一个档次的，“吾侪也”，
只不过反应速度上稍稍吃点亏，

“稍迟耳”。其实，这也是曹操自
负之语，刘备要是反应迟钝，在
混战中早就完蛋了，还能有三足
鼎立吗？ 据《老年文摘》

刘备打仗也很厉害

哪支部队首先攻入南京“总统府”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
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
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关于这
首诗，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崔
郊的姑母有一婢女，生得姿容
秀丽，与崔郊互相爱恋，后来
婢女被卖给显贵于。崔郊念念
不忘，一次寒食，婢女偶尔外
出与崔郊邂逅 ,崔郊百感交
集，写下了这首《赠婢》。

翻看《全唐诗》，便会发
现，许多爱情诗中的女主人
公所思慕的恋人都叫“萧
郎”，唐以后的宋、清也都有
这种用法。那么，“萧郎”一词
缘何被当作“情郎”来用？

一种说法缘于汉代刘向
《列仙传》讲述的故事：“萧史
者，秦穆公(嬴姓)时人也，善吹
箫，能致白孔雀于庭。穆公有
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
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
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
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
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故
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
有箫声而已。”后遂用“弄玉”
泛指美女或仙女；用“萧史”借
指情郎或佳偶，又称“萧郎”。

一种说法是，“萧郎”原
指梁武帝萧衍。《梁书·武帝
纪上》：迁卫将军王检东阁祭
酒，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
谓卢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
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
言。”这个萧郎，就是梁武帝
萧衍，南朝梁的建立者，风流
多才。后多以“萧郎”指代女
子所爱恋的男子。

据《解放日报》

在古代，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公主，在外人的眼中，高不可攀。
但实际上，很多高高在上的公主，
命运十分悲惨。为了国家的需要，
经常被迫嫁到外族，也就是我们
说的和亲政策。

在唐玄宗时期，虽然国力强
盛，但周边的少数民族还是经常
骚扰大唐的边境地区。唐玄宗为
了笼络和安抚人心，就利用和亲
的政策，把唐朝的公主嫁给少数
民族的首领。其中有一位公主，就
被迫嫁给了“奚”这个民族的首
领，她就是宜芳公主。

宜芳公主，是卫国公主的女
儿，也就是唐玄宗的外孙女，地位
也算十分尊贵。公元732年，“奚”族
在突厥的挑唆下，对大唐的边境
进行骚扰。搞得是民不聊生。于
是，唐朝就派大军讨伐，最终“奚”
首领认怂，表示归顺唐朝，他的部
落也被移到幽州边界的归义州

（今房山区内）。
虽然“奚”是归顺了，但为了

笼络人心，唐玄宗就将外孙女，也
就是宜芳公主嫁给该首领的儿子
李延宠，以达到和亲的目的。据

说，宜芳公主虽然出身也比较显
赫，但跟唐玄宗的亲孙女或者女
儿相比，还算是个外人。唐玄宗深
知，去和亲的公主下场一般都很
凄凉，不舍得让自己的至亲去和
亲，不得已就选择了关系稍微远
一点的宜芳公主。

当和亲队伍行到驿馆时，宜
芳公主非常悲伤，并写下了表达
内心哀愁的诗篇，最著名的一句
是：“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
虽然内心有一万个不满，但圣旨
不可违，还是如期到达奚族部落，
与李延宠成婚。

本来与宜芳公主结婚后的李
延宠没打算与唐朝翻脸，但安禄
山为了邀功，就经常袭掠奚族，并
主动挑起战争。此时宜芳公主刚
结婚几个月，奚族此时的首领李
延宠就联合契丹，对唐朝宣战，第
一件事就把宜芳公主杀了，并割
下头颅以祭军旗。

未满二十岁的宜芳公主本无
过错，因为出身皇家，却成了和亲
及战争的牺牲品，命运极为凄惨，
堪称史上最悲惨的和亲公主。

据《全球通史》

《兰亭集序》流落何处

公元 353 年，即历史上
有名的“永和九年”，以王羲
之为首，广邀当时文采风流
的大名士共 42 人，于春三月
三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趁
着修禊的习俗，举办了一次
大雅集。最后，有 11 人各成
诗两首，15 人成诗各一首，
16 人做不出诗各罚酒三杯，
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也被
罚了酒。

诗成结集，由王羲之自
己作序，趁着酒兴，还以鼠须
笔一气写就。这篇书法作品，
就是中国人人皆知的天下第
一行书———《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一直由王氏
子孙保管。后来传到七世孙、
隋代大书法家智永手中。智
永是出家僧人，他圆寂后就
传给弟子辩才和尚。

唐太宗非常喜欢王羲之
的字，四处出高价求购，但是
辩才死活不愿意出售《兰亭
序》。于是，唐太宗就派风流
潇洒的监察史萧翼，用计将

《兰亭序》骗到手，然后派当
时的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
南、褚遂良等临写。

以冯承素为首的弘文馆
拓书人，也奉命将原迹双钩填
廓摹成数个副本，分赐皇子近
臣。至于《兰亭序》原本呢，则
随唐太宗一并下葬了。至今我
们看到的几个版本的《兰亭
序》，都是当时的临摹本。

据看历史

“从此萧郎是路人"
的萧郎是谁

宣统三年(1911年)，李莲英
已病入膏肓，他把嗣子、侄子们
召集到一起，交代后事。李莲英
让李成武(李莲英四弟李升泰的
次子，被李莲英收作嗣子)把他
手 中 的 银
两 分 给 几
个 嗣 子 和
侄儿。据说，他的4个继子各得白
银40万两，另有一大口袋珠宝。
其他各位侄儿分得白银20万两，
他的两个继女分得17万两。此
外，李莲英在宫中还存有300多
万两白银和两箱珠宝，他早已知
道这些财宝不可能属于他了，因
此非常“明智”地告诉后人，不要
再想这件事了。当然，这些财富
只是他所聚敛财富的一部分，而

且还不包括数额巨大、价值万贯
的几处房产。

财产分割完毕后，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李莲英在为继子分银
过程中，只分了埋在赐宅和外院

两 处 宅 第
地 下 的 一
些银子，存

入银号的银子丝毫未动。谁知这
4个继子见财眼红，挖出的银子、
珠宝很快被4个如狼似虎的继子
分抢一空。李莲英见此法不灵，
想改用银票支付的办法分配财
产，但4个继子根本不听，继续四
处挖掘，只要见到银子就一哄而
上，甚至发生口角和厮打。

李莲英最终于宣统三年二
月初四去世。 据《文史博览》

李莲英万贯家财下落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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