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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围绕白话文与
文言文的论争，形成了两大阵
营，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论争，
充满了激情、狡黠、机巧、趣味
与智慧，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启
蒙的天空。中国文人有一好传
统：观点之争不影响脚下走动，
笔仗归笔仗，见面归见面。见了
面不仅握手致意，还要坐下来
吃饭，吃了饭说不定还会照相
留念，题诗互赠。

反对白话文后期的主将是
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章士钊。1923 年 8 月，胡适避暑

杭州烟霞洞。朋友潘君来访，告
诉他：“行严（章士钊字）说你许
久没有做文章了，这回他给你出
了题目，你总不能不做文章答他
了。”潘君指的是章最近写的那
篇《评新文化运动》。胡适答曰：

“请你告诉行严，这个题目我只
好交白卷了，因为那篇文章不值
得一驳。”潘君问：“‘不值一驳，
这四个字可以老实告诉他吗？”
胡适说：“请务必达到。”

胡适回到上海，老友汪君请
胡、章及陈独秀吃饭。席间，胡适
方知潘君终因不好意思，不愿两

人关系过僵，没传达那四个字。
于是，胡适便将四字当面奉上。
散客后，主人汪君对胡适说：“行
严真有点雅量，你那样说，他居
然没有生气。”胡适不仅不附赞，
还将章大大讥贬一通，说章“虽
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
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立志
要做落伍者的首领。”

大约过了两年，胡章二人又
在饭席上碰面，席后章拉胡到对
门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

相片洗出来后，章士钊随照
题了一首白话诗赠胡适：你姓

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
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
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
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
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接到照片，不甘吃瘪，
立刻回敬一首文言诗：但开风气
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
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章士钊赠胡适白话诗，表示
自己也会如此这般涂两笔。胡适
回赠古体诗，用意亦同。

这段文坛轶事固可归为文人
恶弊：桌上握手桌下踢脚。不过，
仔细想想：桌下踢脚易，桌上握手
难，终究要有那么几分气度。

据《翻书党：打捞历史的细节》

1959 年 1 月 5 日，周恩来
参加完外事活动后，从上海到
广东从化疗养院看望因病在
此休养的邓颖超。一天上午，
早餐过后不久，周恩来、邓颖
超和郑淑芸一块去散步，看见
一个门前停着一辆三轮车，是
服务人员用来给各处分送地
毯的。人大概是进屋送毯子去
了，车上还装有地毯。

看到这车，周恩来顿感意
外，眼睛里流露出十分惊讶的
神情，仿佛是说“咦，怎么在这
里能碰到这样的车”。喜形于
色的样子，就像是看到久别重
逢的老朋友一样。

周恩来问郑淑芸：“会骑
三轮么？”郑淑芸说不会，过去
骑翻过两次。周恩来一听哈哈
大笑，说：“那还是你功夫不过
硬啊！我骑过，在法国的时
候。”说着，他便走上前对车仔
细地察看起来，仿佛是在端详
一件流失已久又回到身边的
宝贝。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

时，这样的车不仅是骑行代步
的工具，也是运送物品的好

“帮手”。
郑淑芸介绍道，这是老式

三轮车，座位在后面，其实是
很不好骑的。周恩来看到车上
有个闸，顿时就来了兴致：“我
这几十年没骑过车了，你看我
骑下试试。”说着就跨了上去，
邓颖超在后面扶了一下后车
把，助周恩来坐上车。

“车一骑起来，总理甭提
有多开心了，有种久违了的感
觉！”郑淑芸说，从没见总理这
么开心过，而她却是提心吊胆
的。她和邓颖超在一旁谨慎地
跟随着，并不时用手带着车。
郑淑芸站在车的左侧，手紧
紧抓住车帮和上面的毯子，
随着车跑起来，使车尽量能
悠着点，减缓速度。车骑回去
时是上坡路，费了点劲。整个
骑车过程也就 10 来分钟，将
车放回原处时，服务人员还
没出来。 据《老年生活报》

著名作家王蒙著作等身，
然而和孙子相处时却是个屡
屡被孙子调侃甚至“败下阵
来”的普通爷爷。

长孙小雨时常和爷爷开
玩笑。初冬的傍晚，王蒙戴上
毛线织的尖帽子出家门，小雨
看见后说：“爷爷像卖烤白薯
的。”王蒙听了很开心，说他比
喻形象，并且逢人便讲。

小外孙来福，有时出一些
脑筋急转弯的题让王蒙答。王
蒙答不上来，来福便在电话那
一端叹气说：“姥爷，您这么糊
涂，怎么当作家啊？”

王蒙先生“自恃”是著作
等身的大作家，在孙子面前往
往“好为人师”。孙子有时候语
文不及格，他就十分奇怪：“语
文怎么会不及格呢？”想不到

孙子根本“看不起”赫赫有名
的老爷子：语文“你讲不了，你
根本就不懂”。这自然大伤大
作家的“自尊心”：“我连初中
的语文都根本不懂？”于是，他
要孙子拿几道题目出来，结果
还真“败下阵来”。

“我做过几次他的语文测
验卷子，都不一定能得 60 分。”
王蒙一次在上海参加“新概念
作文竞赛”的评选，还给在座的
其他评委出了道“考题”：“给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句话加
标点。”可供选择的答案有：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最
宝贵的，是生命。”在座的诸位
教授、博导们议论了半天，也
没得出个“标准答案”。王蒙
说，这是他上初一的孙子的语
文试题。 据《中华读书报》

都江堰的宝瓶口，两千多年
前是玉垒山的一部分山体。要把
一座整体由坚硬的岩石结构的
山体从中凿开，疏通一条河
流，对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
战国时期来说，就是一件难
比登天的大事。而李冰成功
开凿宝瓶口却只用了 8 年。

玉垒山岩石太硬，工程
进展很慢，李冰为此愁得吃
不下饭，睡不好觉。一天晚上
他沿江走访，在江边遇到一
个老太太，老太太招呼李冰
喝了杯开水，身为郡守的他
没有丝毫架子，端起就喝，然
后与老太太摆了很久的龙门
阵，了解疾苦。临走时老太太
将没喝完的水就随手倒在了
烧得通红的鹅卵石上，只听见
一阵清脆的爆裂声，原本滚烫
且坚硬无比的卵石遇见冷水
一下子就四分五裂。看着这种情
形，李冰马上灵机一动，凿玉垒
山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于是，李冰马上召集民工，
将这一方法告诉了他们。第二
天，民工们停止了敲凿石头，而

是将内江截流。同时安排了一批
工匠到玉垒山森林里去砍柴，捆
好之后背到山下。民工们将柴禾

架在山岩上，一层一层架得
密密实实，细柴架底层，粗柴
架上层，就像给岩面盖上了
一层厚厚的棉被子，柴禾架
好后，李冰举着燕尾旗一声
令下：“点火 !”数名工人举着
火把在岩下点燃柴禾，刹那
间火苗由小到大，在岩面上
蔓延开来，渐渐形成了冲天
大火。

烈火烧了一天一夜，李
冰亲自组织了接力运水队，
水源源不断地传递而上，接
水工们顶着灼热、冒着蒸汽，
将一瓢一碗的水飞速向火红
的岩面泼去。冰凉的水泼在
滚烫的岩石上，吱吱的碎响
声中，酥碎的石头垮裂开来。

等岩面冷却之后，李冰一声令
下，数百人爬向岩面，对准裂纹，
挥锤凿石，民工们则挑担奔忙。
整整用了八年时间。宝瓶口终于
让玉垒山敞开了胸怀。

据《华西都市报》

伍廷芳（1842 年-1922 年）是
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
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曾参
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辛亥革
命后，伍廷芳任中华民国军政府
外交总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后，出任司法总长。1917 年，他
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
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
东省长，七“总裁”之一。

伍廷芳早年对养生书籍
非常感兴趣，在 40 岁后，又广
泛研究世界各国的卫生学
说。他提出：养生的关键在于

“起居饮食日有常度”，人应
该“戒除肉食，屏绝烟酒及各
项刺激性食品饮料为要义”。

伍廷芳还根据养生理
论，编排了养生作息时间表：
清晨起床后，先东向静坐 15
分钟，随后散步半小时，接着
洗冷水澡。早餐喝米粥汤配
豆浆、牛奶；午餐吃三个素菜，配
以水果、麸皮面包，有时加个鸡
蛋；晚餐吃得更简单、食量也更
少；晚上 11 点按时就寝。饮料只
喝白开水。

在他的养生法里，吃素是至
关重要的。伍廷芳自己吃素几十
年，经常劝别人食素，还举例说：

“人食肉，力薄，牛马食草，力
强。”按照伍廷芳的说法，如果别
人能像他一样养生，“真可以活
到二三百岁。”

护法军政府实行七“总裁”

制后，伍廷芳工作繁忙。每当宴
会应酬时，他虽出席，但只是作
陪。同僚就叫他“伴食主人”。但
他则纠正大家说：“你们不如叫
我‘伴食总裁’更为贴切。”

见伍廷芳上了年纪又工
作辛苦，家人担心他身体出
问题，常考虑给他补补身体。
因为知道他坚持数十年食
素，于是家人只得暗中把鲍
鱼鱼翅等物熬汁加入他的素
菜。有一次，家人用鸡汁煮豆
腐给伍廷芳吃，伍廷芳吃完
之后，还吩咐明天照样多弄
一点。又有一次，牛肉汁炖冬
瓜弄得太浓厚了，伍廷芳吃
完说道：“为什么今天的冬瓜
好比肥猪肉一样?”家人都窃
笑却不明言。

当时，护法军政府各部
的主要人物，按着次序每天
在府里值班。有一天，轮到

伍廷芳值班，晚上工作结束，他
对儿子伍朝枢说想吃碗素面。
伍朝枢就叫厨师用鲍鱼炖鸭汤
煮了一碗面端了上来。伍廷芳
吃罢，对众人说：“今天的面调
味很好，我从来吃东西，没有这
般畅快的。不晓得是我的肚子
饿了，还是别的原因？”当时在
场的人有几位笑将起来，有人
连忙制止，却被伍廷芳瞧见了，
于是问儿子怎么回事。伍朝枢
觉得不好再隐瞒，只好以实相
告。 据《人民政协报》

李
冰
用
火
破
山
石

周恩来骑三轮车

王蒙常被孙子“刁难”

伍
廷
芳
吃
素
被
蒙

赵普（922年－992年），字则
平。五代至北宋初年著名政治
家，北宋开国功臣。

后周显德三年（ 956 年）时，
赵普受人推荐，在赵匡胤手下做
一名参谋。赵匡胤受命要去打
仗，只是这节骨眼上出了状况：
赵匡胤的父亲病了。父亲生病无
法随军而行，军令不可违，又不
能舍父亲于不顾，这可难倒了赵
匡胤。正当他焦头烂额时，刚来
的赵普挺身而出：“将军只管放
心前去，您父亲就由我来代为侍
奉吧！”赵匡胤一听，非常感激，
拱手道：“那我老父亲就托付于
你了！”之后，扬鞭而去。

赵普说出的是简单的一句
话，但担负的却是替人承担孝道
的责任。他抽出空当就跑来对赵
老爷子嘘寒问暖，熬药煮汤，悉
心照顾，夜晚，遇上老人不舒服，
赵普毫无怨言地起身照料，端茶
递水，赵普所做的一切让老爷子
心里异常感动。

赵匡胤父亲虽然生病，可脑
子并不糊涂，赵普对自己无微不
至地照顾，他全都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赵普所做全然是一个儿
子应尽的孝心了，时间久了，赵
老爷子也把赵普当儿子一般看
待，他感激之余，心中还萌生一
个想法。一日，赵匡胤的父亲拉
住赵普的手说道：“你如此尽心
侍奉我这么一个病老头，实在
淳朴厚道，我很喜欢你。我们都
姓赵，不如结为同宗，做一家
人，你看怎么样？”赵普一听，也
很欢喜，当即就答应下来。就这
样，赵普与赵家结为同宗，与赵
匡胤成了一家人。

赵普由此走进赵匡胤的视
野，显德七年（ 960 年），与赵匡
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建
立宋朝。乾德二年（ 964 年）拜
相，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据《思维与智慧》

赵普凭一碗汤药
得赵匡胤重用

章士钊和胡适的文人之争
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

曲家、文学家。他不仅于古文诗
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
药卜筮诸书。

明万历十九年(1591)，他目
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
科臣疏》，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
徐闻典史，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十
八日，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汤
显祖还是很满意的，毕竟，之前
被贬到广东徐闻县，那是大陆最
南端的地方。

按当时的官场惯例，朋友们
都认为，遂昌知县即为汤的跳
板。所以当他离任徐闻时，接任
者熊敏在送别他调任遂昌时，以
鸡舌香相赠，祝愿他不久能重返
朝廷，再进谏疏。汤显祖未过门
的儿女亲家、国子监祭酒刘应秋
曾提到，能被安置到徐闻，是他向
时任吏部尚书陆光祖斡旋的结
果。还不忘叮嘱他不要带家眷，很
快就能回来。

汤显祖当时作了一首诗来
婉拒：“鹦鹉杯尖易行酒，鱼子笺
灰难草麻。三省郎官事已往，与
君吞却沉香花。”意谓“郎官”已
成过往云烟，只能把鸡舌香吞进
肚里了，请君再莫提及。

据《廉政瞭望》

汤显祖婉拒
朋友为自己“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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