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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沈从文作为上海公学
的老师，不断地给女学生张兆和
写情书，她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
告状。胡适却说：他顽固地爱你！
张兆和却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随后给沈从文写了封
信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
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
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
故能拒人自喜。

张兆和虽然最后还是嫁给
了沈从文，但始终是不懂、也不
大欣赏沈从文。沈从文到他湘西
老乡熊希龄的香山别墅去，遇上
了在熊家做家庭教师的高青子，
她也是文艺青年，原是西南联大
的图书馆职员，她对沈从文充满
了崇拜。

一次，沈从文又去熊家，高
青子特意穿上一件绿地小黄花
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
点紫，这样的打扮是源自于沈从
文一篇小说中的女主角；她的聪
慧和用心深深触动了沈从文。在
那段时间，沈从文常常出入林徽
因的“太太的客厅”。

张兆和知道此事之后，非常
恼怒、生气。为了挽回他们的婚

姻，善良的亲友们活动起来了，
甚至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

半个世纪之后，沈从文提起
这段往事时仍说：高青子长得很
美。有几年的时间，沈从文和家
里人分居两室。每天晚上，他到
张兆和那里去吃晚饭，然后带回
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吃。
这个时期，沈从文和张兆和之间
完全说不到一块，他们是鸡同鸭

讲，一个抱怨家的钱不够用，一
个指责她爱他不够多。

那段时间，沈从文被单位安
排去打扫女厕所，他因此极度苦
闷和痛苦，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
了精神病院。多年之后，曾有一
位女记者采访他，问及当年这
事，沈从文竟拉住她的手，老人
号啕地哭了起来。

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一封
信中写道：小妈妈，你不用来信，
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
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
已游离。

张兆和在《沈从文家书》的
后记中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
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
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
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
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
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
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
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
现在明白了。

晚年的张兆和充满感慨地
说：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
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
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
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据《老年文摘》

据《桐江诗话》记载，一天朝
会时，北宋官员邵篪在皇宫大殿
之内，因为腹中气压积累，实在
憋不住了，就放了一个屁。这件
事激怒了宋哲宗，邵篪被打发到
地方任职。

邵篪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低级官员，但他在不合适的场
合，不合适的时间，放了一个屁，
吸引了众多目光。有好事者给他
起了一个绰号，“邵高鼻卷髯，社
人目之曰：凑氛狮子”

宫殿放屁事件，还成就了一
个名对。早年，改革派大臣吕惠
卿察访京东时，因其身体很瘦，
说话时喜欢双手指画，好事者送
给他一个绰号——— 说法马留。说
法，即针对变法而言；马留，即猴
子。后来，好事者凑成一联，“说
法马留为察访”，无人能对。邵篪
放屁事件发生后，下联有了，“凑

氛狮子作知州”。
吕惠卿曾是王安石变法的

二号人物，官至副宰相，但其心
胸狭隘，道德败坏，甚至对王安
石落井下石，故臭名远播。邵篪
这个平庸官员，因为放了一个
屁，能跟吕惠卿并列成对，并驾
齐驱，他的名字成为当时朝野关
注的焦点。不过，邵篪才干太差，

在东平政绩平平，后调任邓州、
瀛洲等地，仍无甚建树。

宋徽宗即位后，邵篪时来运
转，重新入朝为官，任朝散大夫、
直龙图阁学士。邵篪之所以受到
提拔，在于他的字写得好，其书
法学颜鲁公，工真、行二体，字迹
清劲，故受到徽宗青睐。然而，邵
篪才干较差，且涉嫌党争，于崇
宁年间（1102年—1106年）被外调
常州，不久又调至苏州，后就死
于任上。 刘秉光

刘秀在平定河北的过程
中，于更始二年（24年）四月，发
起邯郸围歼战，连战皆捷。五
月，一举攻陷邯郸，诛杀了在邯
郸称帝的王郎。战争结束后，
从王郎府第收缴了大批档案
文书，并且从中发现了数千封
自己的部属与王郎私下勾搭
或诽谤自己的信件。有人将这
件事报告了刘秀。

刘秀的心腹将领向刘秀
建议，按图索骥，找出自己队
伍中曾经动摇投敌的人，该斩
首的斩首，该驱逐的驱逐，彻
底清理一下自己的队伍。这种
做法按常理来说是必要的，也
是应该的，不把这些动摇分子
清除出去，将来万一再兴风作
浪，岂不是后患无穷？然而刘秀
却不这么想，他并没有看这些
信件，而是直接让人将这些信

件装进筐里，抬到大厅，然后把
文官武将全部叫来，当着大家
的面说，这里面的信我一封也
没有看，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

烧掉这些信，那些晚上在家
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人现在
可以睡一个好觉了。说罢，刘
秀真的让人把这些信全烧掉
了。这样一来，很多人暗中都
松了一口气，同时心中也羞
愧不已，心想自己的主公如
此宽宏大量，自己过去却想
要背叛他，投奔敌人，实在是
不应该。

这一招叫作“令反侧自
消”，功效十分显著，那帮想趁
乱跳槽、落井下石的部下感动
得热泪盈眶，从此死心塌地坚
守本职，对别处的“猎头”再不
正眼多瞧一下。

据《羊城晚报》

清光绪八年，著名的清官李
尚卿改任新宁知县。有一次全县
秀才联名告一个长工，罪名是亵
渎学府，侮辱斯文。那个长工名
叫竹蔸蔸，他在一个叫萝卜花的
秀才家里帮工，做了3年，到头来
分文未得，萝卜花还说长工欠了
他的钱。竹蔸蔸有冤无处伸，
想拼命，无奈家里上有老下有
小。那天，他含了一口大粪，在
学府门前吐到萝卜花的脸上，
这一下激起了秀才们的公愤，
把他告到了衙门。

李尚卿看了看口沫横飞
的秀才们，又看了看衣衫不整
的竹蔸蔸，指着他的鼻子骂
道：“你这个刁民真可恶，秀才
是什么？是当官的种子，天上
下来的文曲星，你敢惹他们，
不狠狠地惩治你一下不足以
平民愤。”秀才们见县太爷为
他们撑腰，都得意得不得了。

李尚卿又说：“把他杀了
吧，大清律法没有这一条，打板
子，又太轻了。你们中间想惩处
他的请站上一步。”秀才们都站
了出来，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

也站了出来。李大人一数，有五
十多个。他大笑三声，指着缩成
一堆的竹蔸蔸，“有这么多的人
要收拾你，你今天死定了。来人
啊，大粪侍侯”。衙役们以为是

“ 大 刑 侍 候 ”，齐 声 吼 起 了
“威——— 武”。他又说了一句，大

家这才听懂。但大家是丈二
和尚摸不着头脑。李尚卿不
慌不忙地说：“圣人说过，即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圣人还说，君子动口不
动手。”这时，有人抬来一桶
大粪，放在阶下。“君子们，
动口呀，给我狠狠地喷，有
本县令为你们做主，喷死不
用偿命。”秀才们用衣袖把
口鼻掩住，那些看热闹的人
想退回到人群中去，被李尚
卿喝住了，“只准动口，不准
动脚，谁动打谁”。
秀才们原来以为李尚卿是

他们的靠山，哪知这座靠山唱
这么一出，他们一个个噤若寒
蝉，不用谁发号令，一下子齐刷
刷地跪在大堂之上。

据搜狐网

张兆和毕生不懂沈从文

北宋官员因朝堂上放屁名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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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
信：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
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
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
好年龄的人。其实，这段文字
写得很普通的，但却被渲染成
了“民国最美的情书”。

蒋梦麟“爱屋及乌”

蒋梦麟将男和女概括为三
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
药，三曰氢气球。1927年蒋梦麟
的好友高仁山被张作霖杀害，
留下了寡妻陶曾谷。蒋梦麟照
顾遗孀有了感情，想要娶陶曾
谷。迫于舆论压力，蒋梦麟请胡
适做证婚人。江冬秀反对胡适
证婚，甚至锁起门不让他出去，
胡适只好从后头爬窗出去给蒋
梦麟证婚。在婚礼上，蒋梦麟动
情地表白：“我一生最敬爱高仁
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
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
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
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
友。” 据《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话说慈禧太后闲来无事就喜欢盘弄自己的头发，可是她最
不愿见自己掉头发，这样一来，可就苦了给她梳头的宫女，每次
为她梳头都胆战心惊。但即便再小心翼翼，头发也难免掉几根，
不少宫女因为给她梳头受到责罚。

但是，为慈禧梳头这么棘手的事，却有一个人愿意冒着生
命危险抢着干，这个人就是李莲英。没成想李莲英还真有绝活，
只要他给慈禧梳头，慈禧就发现自己的头发不掉了。因为李莲
英用了一个小伎俩，他将慈禧掉的头发都拿在手里，不让慈禧
发现，这样就成功瞒过了慈禧太后的眼睛。从此之后，慈禧也越
发地喜欢李莲英了，并因此升了他的官职。

据全球通史

李莲英借慈禧怪癖升官
唐玄宗时期，权臣叫王鉷，

因与丞相李林甫关系甚密，身
居要职，一人兼任20多个职位，
权倾朝野气焰熏天。他的儿子
王准更是飞扬跋扈，喜欢摆阔
气，以欺负大臣为乐。王准把朝
中大臣都欺负一遍之后，开始
想要欺负老实驸马王繇了，因
为王繇和妻子永穆公主都非常
老实。

一天，王准带着一队随从，
来到了驸马府中，称自己打猎
路过，但因空手而归并不过瘾，
要驸马王繇陪他射箭，定下规
矩，每人当一次靶子，头顶苹
果，射中者赢。

王准自称是客，先让驸马
王繇当靶子，驸马战战兢兢的
顶着苹果，让王准射，王准故意
不射苹果，射向驸马的发髻，一
箭下来，贴着头皮穿过，顿时驸
马披头散发，还被射落一缕头
发，王准众人哈哈大笑，驸马王
繇面色尴尬，但也只能附和着
王准大笑。

该驸马射箭的时候，王准
直接宣布游戏结束，说是饿了
要吃饭。王繇赶紧让厨娘准备
上等的酒菜招待王准，但王准
嫌饭菜难吃，要永穆公主亲自
去厨房帮忙做饭，并亲自端到
桌上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王准等人走后，驸马府的
下人实在看不下去，对永穆公
主和驸马说，你们就任由他欺
负？赶紧去皇帝面前告他啊，驸
马王繇叹气，告他，皇帝肯定会
龙颜大怒，但绝不会杀了他，最
多处罚一下，那样王准父子会
狠狠报复，我们是承担不起的，
永穆公主也是息事宁人的样
子，不打算追究。

从此之后，王准开始大肆的
欺负皇亲国戚，终于触怒了皇室
王族，联合将王准父子杀死。

紫霄枝头

权臣欺金枝

林语堂的癖好是抽烟，他
的名言“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
仙”被烟民们奉为箴言。

林语堂的烟瘾简直可以媲
美刘伶的酒瘾。“竹林七贤”中
的刘伶以好酒而闻名，他出行
时乘鹿车，手持一坛酒边走边
喝，吩咐仆人拿锄头跟在后面，
叮嘱他“死便埋我”。

刘伶在屋内喝酒还喜欢搞
点行为艺术，要把自己脱得一
丝不挂，别人进来责怪他有伤
风化，他还揶揄人家：“我以天
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
为入我裤中？”刘伶酒醒了也会
写文章歌颂酒，故有《酒德颂》
传世。

这一点，林语堂也是一样，
他在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
术》一书中，就特撰写了《烟和
香》《我的戒烟》两节，专门论述
了吸烟与戒烟之考证。后来他
还夸张地说，自己可以在翻阅
旧作时闻出哪一页尼古丁比较
多。并且，林语堂最有名的长篇
小说《京华烟云》命名时也加了
一个“烟”字。

嗜烟如命的林语堂也曾有
过戒烟经历，然而苦熬30个星
期之后，他终于还是忍不住重
操旧业。这次戒烟不但没能祛
除他的烟瘾，反而促成了他对
烟的不解之缘，从此视戒烟为
背叛。 潘剑冰

林语堂视戒烟为背叛

早年，金岳霖就对流
行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
值千金”提出质疑，说这
个谚语自相矛盾。如果以

“金钱如粪土”为前提，那
么“朋友如千金”就会导
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朋友
如粪土，而且还是一大堆
的粪土。

据《人民政协报》

沈沈从从文文和和张张兆兆和和

金岳霖点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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