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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
国，封述律平为“应天大
明地皇后”，阿保机死后，她以皇
后身份摄军国事。

契丹在耶律阿保机之前是
没有皇帝的，联盟可汗由八个部
落酋长共议推选。这种制度的好
处是可以废庸推能，但另一个结
果是引发混乱争斗。耶律阿保机
学习中原改为帝制，世袭，使政
权稳定，却也引起许多人的不
满，现在突然归天，一些人就蠢
蠢欲动要恢复旧制。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皇后
述律平先下手。在太祖的棺前，

她以民族旧习“亲近臣子应追随
侍奉太祖”为由，命令一些有谋
反倾向的人为太祖殉葬。然而，
赵思温等重臣表现不服，赵思温
在众人面前反问她：“亲近之人
莫过于太后，太后为何不以身殉
葬？”

赵思温问罢，所有人都静静
地看着，看皇后做何反应。如果
述律平回答不了，她的权威就将
不复存在。如果不能镇住赵思温
和他身后的人，她就得收回刚刚
下达的命令。然后，那些不用殉

葬的就会心中欢喜，
并以轻蔑的眼光看
着这个死了丈夫的

寡妇。
关键时刻，这个女人用左手

拿起一把“金刀”一刀下去，竟砍
断自己的右手。然后神情平静，
让人放在太祖棺内，说道：儿女
幼小不可离母，暂不能相从于地
下，现以此手代之。

去一手，留一手，成“一把
手”！赵思温等人没有办法，慑服
了。述律平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重要的是，辽国统制由此得以传
继，江山社稷免于崩裂。

据《今晚报》

“文革”中，侯宝林被下
放到河南淮阳“五七干校”，
每天早晨要背一段毛主席语
录，然后才能干活。于是他

“蠢蠢欲动”，选择一段“因为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背完
这句话，敏感的造反派“丈二
和尚，摸不着头”：侯宝林虽
然背的是毛主席语录，但他
的心态是什么呢？是不是在
说，因为他为人民服务，所以
才来干这不是人干的活？还
是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应该来干活？甚或是干这
样的活，不是为人民服务？于
是批判他：“你有资格为人民
服务吗？”

第二天，侯宝林改了，背
的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
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
办”。造反派更生气了：“你说

我是什么人……”
一次，侯宝林让同在干

校的薛宝琨给他理发。薛宝
琨理发的手艺是真不怎么
样，一些该理发的人也不让
薛宝琨理，可他却不在乎：

“当年说相声时留分头我是
第一个，相声演员穿西装我
也是最早的。现在叫‘返璞
归真’，我这个和尚就由你

‘ 剃 度 ’了 。”已 经 理 完 了
发，他说：“这头剃得还可
以，可你只能做男活儿，女
活儿你可千万别揽。”薛宝
琨不解，问：“为什么？”他
说：“你看你那只手，理发
不是扶着人家，而是搂着抱
着。这谁受得了啊！”他已
经被“劳改”了，可还忘不
了“砸挂”。

据《知识窗》

鱼玄机，初名
鱼幼微，是唐朝著名
的美女诗人。这位美
丽多情的大才女，曾风光一时。

鱼玄机的人生悲剧是从一
个叫李亿的贵公子开始的。李亿
在游览长安，无意中读到了鱼幼
微留下的诗作，大为仰慕。后来
鱼幼微的忘年好友温见李亿和
鱼幼微男才女貌，很是相配，就
做了二人的牵线月老。

一个是翩翩公子，一个是红
粉佳人，自然是一见钟情，两情
相悦。只是，李亿在江陵已经有
了一个原配夫人裴氏，在古代，
达官贵人们有个三妻四妾本来
也正常，但是这个裴夫人是个眼
睛里容不得沙子的富家小姐，让
鱼幼微吃尽了苦头。彼时的鱼幼

微甘愿受辱，希望自己继续在心
上人身边做个小妾。但裴夫人硬
逼着丈夫把鱼幼微赶出家门。于
是，在李亿的哄骗下，鱼幼微被
送进咸宜观当了女道士，这才有
了“玄机”这个道号。

鱼玄机大好年华被迫常伴
青灯，独守寂寞，还一直傻傻地
等待着情郎来接她的那一天，直
到三年后她得知李亿早已携妻
远赴扬州做官了，鱼玄机才清醒
地认识到自己是彻底被抛弃了。
心灰意冷的鱼玄机写下了千古
名篇《赠邻女》，其中的那句“易
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就是她
内心的真实写照。

斩断旧情的鱼玄机不再甘
心忍受寂寞，开始过上一种悠闲
肆意的生活，无数文人雅士、风
流公子都纷纷到咸宜观拜访，谈
论诗文，一睹芳容，鱼玄机的艳
名很快便震动京城，一时间成了
长安的名人。

二十出头的鱼玄机既有少
女的妩媚，又有熟女的风韵，凡
遇到称心之人，她无不以身相
许，日子过得倒也风流快活。一
次，鱼玄机外出游玩，归来时侍
女绿翘告诉她陈韪来过，见她不
在就离开了。鱼玄机心想：这陈
韪总是要等她回来见上一面才
罢休的，今天怎么就走了？怀疑

绿翘与这人有私
情，于是剥下绿翘
的衣服痛打了她

数百杖，绿翘无辜受屈后，就拿
了一杯清水洒在地上，说：“炼师
想求长生之道，但却不能忘却男
女之欢。反而无辜猜疑，诬陷好
人。我今天必定要死在你的毒打
之下了。我的冤屈无处诉。我也
不愿再活在世上了，放纵你的淫
逸！”话语刚落，便仆地而死。

鱼玄机又后悔又害怕，只能
把绿翘尸首偷偷埋在后院。但是
很快，尸体被发现，鱼玄机被传
上公堂。而主审官不是别人，竟
然是昔日她拒绝过的追求者裴
澄，鱼玄机知道难逃一死了，就
如实招供，最后被处以斩刑，年
方二十六。 据搜狐历史

“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学
校园里爱国师生的抗日活动很
活跃。蓝公武在课堂上公开宣
传抗日，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1940 年夏天，蓝公武和两个孩
子蓝铁年和蓝文瑞同时被捕。

由于日本人抓不到真凭实
据，9 个多月后，不得不把蓝公
武释放回家。此后，蓝公武因为

参与抗日活动，连续七次被日
本宪兵队抓捕，经社会各界和
亲朋好友的营救而获释。

蓝公武 1931 年后积极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在抗
战期间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
着联系，也阅读过大量关于中
共的书籍和报刊。1945 年抗战
胜利的前夜，中共北平地下党
党员崔月犁给蓝公武送来一册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蓝公
武读过此书，深深认同毛泽东
关于战后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分
析，感到中国共产党七大上制
定的路线非常正确，于是通过
地下党提出要求到根据地去，
同根据地军民一起争取抗战最

后胜利的要求。
当时，国民党方面派出一些

人前来劝说蓝公武在北平等国民
党回来“接收”，可以谋个“好职
位”，但蓝公武坚决拒绝了。

1945 年 8 月 11 日，在北平
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蓝公武和
妻子郭英、两个孩子蓝文华和蓝
英年，一家四口从北平上了火
车。经地下交通线转到晋察冀根
据地的阜平，受到了当地党政干
部的热情接待。蓝公武非常感
动，不顾患有严重的疾病，迅速
投入到根据地的建设中。新中国
成立后，蓝公武成为最高人民检
察署副检查长兼政务院政治委
员会委员。 据《人民政协报》

明朝负有盛名的文学家
张溥幼时天资并不聪颖，喜欢
读书但记性不好，读后好忘。

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
每读一篇文章，就整整齐齐
地将文章抄一遍，边抄边在
心里默诵。抄完后再朗诵一
遍，马上投入火炉烧掉，重新
再抄一遍这样往返六七次，
一篇文章直到滚瓜烂熟，“七
录七焚”就是因其后来成为
大家而流传的。

为了勉励自己，张溥还把
自己的书房取名“七录书斋”。

比较此类古人，我们条件
太好，而读得太少，写得不多。

据《今晚报》

“断腕皇后”述律平
彭雪枫（1907-1944），中国

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
员、军事家，参加过第三、四、
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
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
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
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
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是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
高将领之一。他投身革命 2 0
年，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
党人的好榜样”。

1938年10月27日，彭雪枫
率领刚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
队东征，当行至河南淮阳窦楼
时，遇日寇骑兵来袭。经两小
时激战，日军被击溃。窦楼之
战虽规模不大，但当日正是武
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失
守之时，它打击了日伪的嚣张
气焰。

此役开始前，还有一个小
插曲。当日早饭后，沿街的土墙
上已由支队宣传队写上了“到
敌人后方打游击去”的标语。彭
雪枫指着那条标语问宣传队
员：“你们看，这标语有没有写
错？”队员们把标语重新审视一
遍没看出异样，于是问：“司令
员，你说错在哪里了？”彭雪枫
没有回答大家，接着又问：“我
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大家回
答：“窦楼。”“这是我们的后方
还是敌人的后方呢？”经彭雪枫
这样一问，大家恍然大悟。彭雪
枫接着说：“我们已经到敌人后
方了，怎么还写到敌人后方去
呢？现在应该宣传如何把老百
姓组织起来，配合部队共同打
敌人，解救自己、保卫家乡才
对。” 据《人民政协报》

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
家和诗人，诗、书、画“三绝”。

有一个大盐商，认为如果屋
里要是挂上一副郑板桥的亲笔
对联，就能挤进“雅士”的行列
了。于是，他到郑板桥家去求字。

郑板桥要一千两银子。大盐
商一再还价，最后答应价钱降下
一半。郑板桥说：“我这里有个规
矩：先付钱，后写字。”大盐商把
讲好的五百两银子给了他。

郑板桥收好银子，铺纸蘸
墨，写出七个大字：饱暖富豪讲
风雅。写完，毛笔一放，转身就
走。大盐商忙拽住郑板桥说：“先
生，你只写了上联呀！”郑板桥笑
着说：“你只付了一半价呀！”

大盐商没奈何，把另外五百
两白银也交给了郑板桥。郑板桥
这才续了下联：饥馑画人爱银
钱。他写好了笑笑说：“我们画人
不像你们高雅，我‘爱财如命’
呀！哈哈哈！” 据《思维与智慧》

郑板桥写对联 侯宝林的幽默

蓝公武因一本书前往根据地

彭雪枫改标语
苏东坡，不仅是我国宋

代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
家，而且也是一位美食家，号
称“饕翁”，终其一生，他没有
中断过对美食的爱好和对烹
饪的研究。

其实，苏东坡一生在生
活上都非常注重节俭。

一次，苏东坡对刘贡父
说：“我和苏辙过去读书的
时候，每天就吃‘三白’饭。
吃起来那个味道美呀，简直
不用说了，更不相信世间还
有什么山珍海味了。”刘贡
父问：“是人称‘太湖三白’
的银鱼、白鱼、白虾吗？那得
消耗多少银子？”苏轼笑了
笑说：“哪里？一撮盐、一碟
生萝卜、一碗饭，这就叫作

‘三白’饭。”听后，刘贡父肃
然起敬。

苏轼做了高官后，仍注
重节俭，从不讲究奢华。每
逢公宴剩下的肥猪肉，他都
叫人收捡起来，嘱厨师炸制
成甜酸肉，这种甜酸肉就是
人们爱吃的“东坡咕噜肉”。
他自定每餐只能一饭一菜，
有客人也只能增加两个菜，
不许铺排，否则就拒绝用
餐。一次，苏东坡的一个老
友与他重逢，约定请他吃
饭。几天后，苏东坡应约去
老友家赴宴时，见酒席准备
得相当奢华，他婉言拒绝入
席，告辞而走。苏东坡走后，
他的朋友感慨地说：“当年
东坡遭难时，生活很节俭。
没想到他如今身居高位后，
还这样节俭。”

据《西安晚报》

鱼玄机从多情才女堕落成纵欲道姑

苏轼其实很节俭

王佩瑜妙答刁钻提问
王佩瑜是上海京剧院著名京

剧余派女演员。因为扮相俊秀，演
唱古朴隽永，王佩瑜受到很多京
剧戏迷的喜爱，被人们尊称为“瑜
老板”。

在唱戏之余，王佩瑜还致力
于京剧的发扬事业，她到很多地方
宣传演讲，将这份文化传承下去。
有一次，王佩瑜到一所大学演讲。
在提问环节，有听众问：“中国有十
几亿人口，可是喜欢京剧的恐怕连
一亿人口都没有，所以你一个人能
扭转如此悬殊的局面吗？”

这个犀利的问题一出来，听
众们都忍不住替王佩瑜捏了一把
汗。王佩瑜却笑了笑，淡定地回
答：“其实在我看来，国人分为两

种，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还
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而我的
作用就是唤起大家对京剧的喜爱
的意识。我并不是非要强迫大家
都去听去唱，而是告诉大家，我们
身边有这样一种美好的存在。所
以根本不存在什么悬殊的对比，
更谈不上扭转二字。”王佩瑜说
完，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王佩瑜如果按照听众的思路
去回答，就会掉进这个问题本身
暗藏的陷阱中。所以，她另辟蹊
径，用“国人分两种”这个概念引
导听众走出原有问题的设定，从
而进入她的逻辑中去，这样回答
起来自然游刃有余，更让听众理
解和信服。 据《思维与智慧》

张溥读书七录七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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