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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年，50 岁的宋太祖赵匡
胤死去，21 日赵匡胤的三弟、晋
王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

在皇位巩固后，宋太宗并不
愿意传位于四弟赵廷美，侄子赵
德昭、赵德芳。最终，赵德昭被逼
自杀，赵德芳夭亡，;984 年赵廷美
以“谋反罪”被贬，死于流放地房
州，至此，皇位传承的潜在因素都
被清除。但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
宋太宗两个能继承皇位的儿子却
一个疯疯癫癫，一个离奇死亡。

根据《宋史》记载，宋太宗一
共有9个儿子，长子赵元佐字惟
吉，自幼聪明，而且“貌类太宗”，
因此深得宋太宗的喜爱。宋太宗
还没有立太子，但却让赵元佐在
东宫居住。但赵廷美以“谋反罪”
被贬时，即将成为皇位继承人的
赵元佐却疯了。

原来赵元佐一直与四叔赵
廷美关系友善。赵廷美被贬时，
满朝文武无一人敢言，“元佐独

申救之”，赵廷美死后，“元佐遂
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

宋代文学家苏辙曾记载，赵
元佐只是希望皇位重回太祖一
脉，于是赵光义便以疯癫的名义
将他废黜。于是次子赵元僖脱颖
而出。赵元僖极有心计，善用阴
谋，颇有宋太宗的风格。

985年重阳节，宋太宗召集
皇子们举行内宴，因赵元佐大病
初愈没有叫他。晚上宴会结束
后，赵元僖带领着众兄弟途经赵
元佐的府邸，故意让赵元佐知道
内宴的事情。于是赵元佐愤愤的
说道：“若等侍上宴，我独不与，
是弃我也!”再度发疯，喝了许多
酒，竟然“夜纵火焚宫”。宋太宗
非常震怒，下诏“遣御史捕元佐，
诣中书劾问，废为庶人，均州安
置”，经过百官的再次求情，才将
其软禁在京师。经过此事后，赵
元佐彻底远离了皇位，而赵元僖
则成为“准皇储”。

992 年的一天赵元僖可刚坐
在早朝的候见室就觉得身体特别
难受，于是马上回府。宋太宗得知
后，亲自前往探视，此时赵元僖已
经病重，不一会就死了。赵光义悲
痛欲绝，下诏废朝五日，并追赠赵
元僖为皇太子，谥恭孝。

但冷静下来的赵光义感觉
事情不对劲，赵元僖死的实在蹊
跷。不久后赵光义下诏，取消赵
元僖太子的封号，丧礼降为一品
官的等级，并派宦官王继恩彻查
赵元僖死因。不久后真相大白，
原来赵元僖一直宠爱侍妾张氏，
而张氏肆意妄为，意图害死正妻
李氏，不料弄巧成拙，却将赵元
僖毒死。赵元僖还不是皇帝，甚
至还不是太子，他的女人就争起
皇后之位了。

此后的赵光义身心俱疲，他
只能将皇位传给略显平庸的第
三子赵元侃（长子赵元佐的同母
弟），是为宋真宗。 据趣历史

1943年，美国在大反攻时制
定了轰炸日本的计划，1945年1月
底，美军第21轰炸机集团指挥官
柯蒂斯·李梅分管了对日战略轰
炸。

3月9日，李梅下令开始执行
“火烧东京”计划。鉴于日本战斗
机缺乏夜战设备拦截困难，他在
晚间出动了325架B-29重型轰炸
机。为了增加载弹量，李梅让轰
炸机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
器，全部携带燃烧弹，载弹量从3
吨增加到7吨，以小编队多方向进
入东京，靠雷达指引轰炸。B-29
轰炸机群没有受到拦截就顺利
飞到东京上空。

据老一代东京市民回忆，空
袭警报响起后，市民认为敌机在
黑暗中投弹炸不中目标，大多数
留在家中，同时感到即便落下少
量燃烧弹靠居民区备用的水桶、
沙袋也能扑灭。他们没有想到，这
天夜间在东京上空有多达50万枚
重7公斤的小燃烧弹，如雨点般地
投掷下来。这种“火攻”的方式对
具备完善的消防措施且有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官府大楼，以及大工

厂的效果有限，而对居民区有极
大的破坏性，百姓大为遭殃。日本
老百姓靠水桶和手里的扑火工具
根本无法灭火，只好扶老携幼地
奔逃，跑不动的人和被烟呛昏的
人则在路上纷纷倒下。

美机投下的燃烧弹，是刚制
成的凝固汽油弹，难以用水扑
灭。3月9日夜间投下2000吨燃烧
弹时，东京恰好刮起强劲的西北
风，一些街区瞬间呈现“火爆”场
面，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

3月10日天亮时，东京26万幢
房屋付之一炬。随后市内发现8 . 3
万具尸体，若再算上失踪人员和
葬身于废墟之下的人，估计当夜
有10万人被烧死，还有10万人被烧
伤，这是世界战争史上因轰炸造
成人员伤亡最多的一次。这也成
为日本人永久的噩梦。

由于遭受可怕的火攻，日本
各大城市有850万居民逃到乡下，
导致许多工厂无人上班，大量小
作坊也被烧掉，这都造成生产链
中断，基本达到了破坏日本军工
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战略目标。

据《老年生活报》

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经济
发展较快，虽然汽车数量和各
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但
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是一件
非常时髦的事儿。对穷人的孩
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
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达
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
不缺钱，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
照的兴趣更为浓厚。在这种“大
好形势”下，驾校应运而生。

1934 年，《齐塘月刊》提到了
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这所驾
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
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
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
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

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
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
月薪在 70 块毫洋左右（折合 50
块大洋）。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
经济调查处 1934 年对广州工薪
阶层的抽样调查，车床工人平均
月薪 30 块毫洋，裁衣女工平均
月薪 11 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
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
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
一项理性选择。

那时候，江浙地区的驾校多
半拥有教会背景，有些教会大学
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
班。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
设了一批驾校，其中最著名的要
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圣约翰汽

车驾驶学校”。圣约翰驾校在
1934 年开办，1937 年停办，三四
年时间培训了 630 名学员，其中
490 名顺利考到了驾照。

1947 年，上海房地产大亨
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
海创办“女子驾驶人学校”。1936
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沪杭公
路汽车竞赛”，傅文浩报名参
加，她驾驶一辆跑车，用两小时
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个抵达
终点，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
报道，成了一大新闻。抗战胜利
后，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
她的驾校有一特色：既重视驾
驶技艺，又重视机械原理，让女
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
术，万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
车打开引擎盖，操起钳子就能
搞定。 据《羊城晚报》

在谈到明清科举制度中，
状元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曾有
读者问：“历史上有几个状元当
过驸马？”后来调查发现：状元
当驸马都是一些文艺作品中出
现的情节，在现实中这事还真
不靠谱。

在已知的记录中，唐代确
实有一位状元当过驸马，两
宋、明、清时期，未曾发现有一
个状元当过驸马的，当然了这
个“驸马”指的肯定是迎娶皇
室公主了，并非一般官宦人家
的女儿。

清代是满族人入主中原，
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历代皇
帝都恪守“满汉不通婚”的制
度，而清代114位状元中，有111
个是汉人，所以从制度上来讲
就杜绝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明代是汉人的天下，没有
政治制度的限制，那么为何也
没有状元驸马呢？

第一，明代共有 89 名状
元，他们中魁的平均年龄为
34 . 58岁，大部分状元是30岁以
上才考上的，早已娶妻生子。即
使有未婚的状元正碰上未嫁待
招的公主，皇帝又岂肯将十几
岁的公主嫁给几乎可作父辈的
状元。

第二，明清两代的状元家

境一般都不错，而且打小便有
过人之处，有的甚至名扬天下。

比如周延儒，尚在孩童时
期就被一家姓吴的人家看中
了，还接到家里去读书，就算是
相对较穷的状元，他们显现出
来的过人才学也总会被有些有
眼光的大户相中。

明代是理学盛行的时代，
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清规戒
律甚多，别说是结了婚不容易
离婚，就是订了婚，要想解除
婚约也是难办的事。谁要是违
背前盟，另攀高枝，都会受到
极为严厉的舆论谴责。状元们
好不容易夺得一顶桂冠，哪个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作当驸
马的梦。

第三，明太祖朱元璋为了
夺取天下，必须要笼络一批良
将为他卖命，他的女儿，全都下
嫁给立有战功的勋臣子弟。后
来，他的子孙们也效仿办理，驸
马多半是在公侯子弟中物色，
因为他们握有重兵，再搞成亲
戚关系，更有利于江山的稳固。

由此可见，明代的驸马中，
不仅没有一个是状元，而且连
一个普通进士都没有，所以，人
们常说的中状元当驸马，其实
是不合实情的。

据趣历史

“火烧东京”成日本人永久的噩梦

唐朝昆仑奴来自哪里
清朝以前，唐朝宋朝等都是

开放的朝代，与国外的贸易往来
繁多，尤其是唐朝，由于军事力
量强大，经济也空前繁荣，当时
的长安已经是一所国际化大都
市，当时长安城内有专门的外国
人居住区，也有各国的使馆。

而来唐长安的外国人中，也
有一群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昆仑
奴，昆仑奴是奴隶或者下人。昆
仑奴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
踏实耿直，贵族豪门都抢着要。

昆仑奴都是来自哪里？为什
么叫昆仑奴呢？

在《旧唐书·南蛮传》记载：
“在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
‘昆仑’。”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
得出，这些人不是来自西边的昆
仑山，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来自南
边热带地区的，黑身倒并不是说
是黑人，而是相对中国人来说是
比较黑的，这些人大多来自于南
洋诸岛和非洲地区，被贩运到唐

朝的，至中土后，或精习乐舞，供
人娱乐，或为奴仆，供主人役使，
所以时人称其为昆仑奴。

据现代考古和史料考证，中
国历史上的“昆仑奴”主要来源
是来自西贡（现在叫昆仑岛）上
的亚洲马来黑人。而据印度历史
记载，西贡自公元三世纪以来就
是亚洲最大的奴隶市场，主要向
中国销售奴隶，这种贩奴行为一
直持续到明代。而古人发音不准
确，误将“西贡”读为“昆仑”，这
才有了“昆仑奴”的名称。

而我国现在出土的文物
中，也有很多昆仑奴俑，他们形
象大都是上身赤裸斜披帛带，
横幅绕腰或穿着短裤。而当时
的唐朝人，都以拥有昆仑奴为
时尚，所以昆仑奴在长安很有
市场，这就给了贩卖奴隶的商
人动力。才成为唐长安城一个
特殊的现象。

据历史百家争鸣

民国时期怎样考驾照

明清状元为何没有人当驸马

段芝贵和他的
移动“总司令处”

段芝贵(1869-1925)，安徽合
肥人，历任陆军第三镇统制、督
练处总参议。武昌起义后，他被
袁世凯委任第一军军长等职。
袁称帝后，段芝贵立即拥护帝
制，被袁世凯封为一等公。

袁世凯死后，段芝贵投靠
宗侄段祺瑞，并自称“小段”，
称段祺瑞为“老段”。1917 年，

“小段”随段祺瑞讨伐张勋，被
封为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
长，1919 年改任京畿卫戍司
令。1920 年 7 月 14 日，为争夺
北京政府统治权，以段祺瑞为
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
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之间，爆发
了直皖战争。段祺瑞拟兵分两
路应敌，段芝贵被任命为定国
军东路司令。段芝贵为显示其
大将风度，安居家中不出，直
到“段祺瑞四次催促”才出发。

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
出征时在车厢上悬一木牌，上
书“总司令处”四个大字，而同
行的侍从多达百余人。车厢里
除了军用品外，段芝贵还叫人
装上“烟枪、烟盘十四副，嗬嗬
水数百打，麻雀牌七副，大菜
司务二十四人”。在火车上，他
一面吞云吐雾，一面品评烟土
质量。段芝贵好打麻将，当随
员们向他报告战况时，他一边
打麻将，一边听战报。当听到
前方皖系部队受挫的消息后，
他还镇定地告诫部下说：“我
誓与定国军同生死，诸位怕
死，竟请返京可耳。”

当他听说吴佩孚的军队
已经攻过琉璃河并向长辛店
扑来时，才慌了手脚。一天半
夜，一部分直系部队前来诈
降，乘机袭击段芝贵的总司令
部，段芝贵惊得从车上“堕地
晕去”，被车站站长隐藏在农
家柴堆里，至天明才敢露头，
还对部下说：“此何足怪，君子
可欺以其方，无伤也。”

此时，皖系已经逐渐不敌
直系部队的凌厉攻势，皖系15
师已经准备投降哗变，其余皖
系军队见状，立即向15师开炮，
15师也开炮还击。皖系部队向
后撤退，退到琉璃河时，却见总
司令段芝贵的专车已经挂上了
向后转的车头，于是更加气愤，
架起重机枪，朝着车厢扫射。段
芝贵立即命令火车发动，轧死
铁轨上的几十名士兵，匆匆逃
回北京。 据《人民政协报》

宋太宗赵光义的儿子为何一死一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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