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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是晚清重臣，率领
湘军收咸宁，克武昌，为平定太
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曾
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

“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曾说：
“润芝（胡林翼的字）之才胜我
十倍。”毛泽东也因仰慕他而取
字“润之”。

胡林翼被擢升为湖北巡抚
后，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处理和湖广总督官文（ 1 7 9 8-
1871）的关系。

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出
身军人世家，由殿前侍卫一路
升迁至湖广总督，走的是满洲
贵族子弟的特权道路，在湖广
总督的任上，他对胡林翼事事
干涉，搞得胡林翼处处为难。此
时武昌还在太平军手里，胡林
翼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施展。
胡林翼本想要向皇帝告状，可
是他深知，朝廷对汉人放心不
下，官文名为总督，实是朝廷派
来监视汉人的耳目，告官文的
状，只会徒增皇帝的反感。

怎么办呢？胡林翼意识到，
督抚不和难成大事，也难以削
平太平军，他改变原先不屑的

态度，转而采取了“示弱”的方
法。

作为满洲贵族，官文最大
的爱好就是喜欢玩儿，玩就需
要钱。胡林翼就下令，从巡抚衙
门里拨三千两白银，作为总督
的办公经费。然后又下令把荆
州这个地方的竹木税主动交由
官文去征收。总之，胡林翼想尽
各种办法来充实官文腰包，据

《清史稿·官文传》记载：“岁糜
十万金供之”，每月差不多给一
万两银子来供官文玩乐。两个
人的关系开始缓和了。

官文妻妾成群，对其中一
个小妾很宠爱。有一次，这个
小妾过生日，官文为讨她欢
心，便大操大办，说是为夫人
办寿辰。假托夫人的名义，是
因为旧时很讲究名分，小妾名
分低下，堂堂官员是不屑于为
小妾祝寿的。

生日这天，众官前来祝贺，
才发现上当受骗了，一个个准
备打道回府。看到宴席冷冷清
清，官文也心烦意乱。这时胡林
翼到了，还带母亲和家眷同来
祝寿。官文喜出望外，小妾也转

悲为喜。这厢胡林翼与官文谈
笑风生，好像从无嫌隙，那厢官
文的小妾与胡林翼的母亲、夫
人也是聊得热火朝天。

众官听说巡抚大人前去祝
寿，以为胡林翼还不知实情，派
人打探消息，原来胡大人早就
知道。既然胡大人以巡抚的身
份屈尊祝寿，大家也不必拘执
小节，一个时辰之后，各路官员
尽数到齐。因为有胡林翼的捧
场，官文的小妾大大地长了回
面子，官文对胡林翼的“救场”
自然心存感激。

事后两家多有来往，胡母
认官文的小妾为义女，这小妾
便称胡林翼为兄，胡林翼就成
了官文的舅爷了。之后，湖北官
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
翼，胡林翼提出建议，官文绝无
异议。甚至于朝廷那边有什么
风吹草动，官文也是主动为胡
林翼排忧解难。

胡林翼与官文相处融洽，
合作愉快，传为一时之美谈，

《清史稿》甚至以“两贤之”溢美
胡官二人。

据《文史博览》

东汉末年，曹操在官渡之
战中以少胜多重创袁绍，从而
奠定了其在北方的霸主地位。
到了公元 207 年，为消灭袁绍
残余势力，曹操决定率领 20 万
大军远征乌桓（亦称乌丸）。

乌桓处偏远之地，长途征
战困难重重，风险极大。军中大
臣纷纷谏言，劝曹操放弃此役。

但是曹操却认为，虽然自
己战胜了袁绍，但袁绍的两个
儿子却跑到了乌桓，若是他们
联手反攻，将对自己的统一大
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权衡
再三之后，曹操还是力排众议，
决定出兵乌桓。

经过五个月的鏖战，曹操
终于取得了胜利，却也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班师回朝之后，曹
操立即让手下统计当初反对自
己远征的名单。消息传开之后，
一些大臣顿时惶惶不安，甚至
还有人准备暗中逃亡，以求保
全性命。

谁知，让他们感到意外的
是，曹操竟然宣布，要对那些曾
经反对北征的大臣予以重赏。曹
操解释道：“这次远征确实很冒
险，虽然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完全是出于侥幸。一旦运气不
佳，后果不堪设想。当初，大家劝
我不要攻打乌桓，这是有道理
的。希望大家继续提不同意见，
以免我再次走入险境。”

听完曹操的一番话之后，
大臣们恍然大悟，纷纷竖起了
大拇指。 据《思维与智慧》

胡林翼给同僚小妾祝寿 黎元洪看电影等贼
黎元洪在天津当寓公的时

候，嗜好看电影，每有新片好
片，老黎都要带着夫人去捧场。

民初的高档电影院可是有
钱人的娱乐场所，去这样的地
方消费，老婆当然要盛装出席。
这一天，跟黎元洪来皇宫电影
院看电影的夫人指间的那两枚
大钻戒明灯闪闪，光芒四射。

因为太扎眼，结果有人就
盯上了。待剧终离场，黎元洪的
夫人起身摸包时，这才发现包
里一个空烟盒。疑惑中打开那
空烟盒，只见空烟盒中塞着一
张字条：“尊宠钻戒，拟借数日，
明晚盼在皇宫掷下，否则恐不
利于贵人也。”

夫人打算将钻戒藏起。黎
元洪笑道：“有饭大家吃，是我们
多年的宗旨，有钻戒又何妨大家
用。”黎元洪又看了看字条，笑
说，勒索说成借，此雅贼也。

第二天晚上，黎元洪带着
如夫人又来皇宫电影院了，除
了如夫人手上的两枚大钻戒，
其他的黎元洪什么都没带，最
主要的是没带任何警察、保镖。
黎元洪还在电影院门口竖了个
小牌：两枚钻戒，静候来取。

见始终无人来取大钻戒，
黎元洪急了，到电影快放完的
时候，老黎直接找影院经理去
了。让影院经理在电影放完的
时候，打排字幕——— 索钻戒人，
请如约来取。

最后电影放完了，老黎拉
着夫人在座位上坐半天，始终
没见勒索之贼现身。

据《今晚报》

陈赓：
找毛泽东借水喝

1943 年夏某日，毛泽东主
席于延安作报告。陈赓将军忽
抓耳挠腮，东张西望，后整衣起
立，直奔主席台。毛泽东一愣，
问：“陈赓同志，有何急事？”将
军不语，取主席搪瓷杯“咕咚咕
咚”喝之。而后，擦嘴、敬礼、报
告，曰：“天太热，借主席一口
水。现在没事了！”在场干部哄
堂大笑。

梁思成：
借假牙妙说古建筑

一次，梁思成作学术报告，
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
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
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
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
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
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
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
然一新。”

冯友兰：
自称丧家犬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
吴有训南下逃难，跑到了河南
郑州。冯友兰请客吃黄河鲤鱼，
碰上了熊佛西，三个人于是坐
下来聊国耻。熊佛西喜欢养狗，
就说到了狗的故事。他说北京
有很多人逃难，狗带不走，只好
不管了，可是狗却一直守在家
门口，不肯去其他的地方。冯友
兰说：“这就是所谓的丧家之
犬，我们都是。”

据《老年生活报》

1934 年，吴晗在清华大学历
史系即将毕业，一位名叫蒋恩钿
的朋友找到他，请他帮忙照顾一
位病人。吴晗当即承诺下来，初
时以为只是帮帮忙，却没想到一
个承诺竟然是一生。

袁震，出身于湖北书香世
家，1 8 岁时就考取武汉大学，
1930 年，23 岁的袁震考入清华大
学史学系，成为清华才女之一。
但此时，她得了传染性肺结核
病。由于长时间不能上课，学校
只好取消她的学籍。此前一直照

顾她的好朋友蒋恩钿，已经应聘
准备去外地执教。

吴晗在和袁震的接触中，发
现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特别
是她的思想。袁震的思维非常敏
锐，而且思想新潮。慢慢地吴晗
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袁震
进行交流，袁震也很乐意把自己
在病榻上坚持学习的内容和吴
晗讨论。两个人发现对彼此的研
究都很感兴趣，所以常常互相探
讨，互相启发。

在与袁震相处的过程中，吴
晗欣赏袁震的才华，也因为她生
病而感到怜惜。这时，他已把袁
震当作红颜知己，每当自己写成
一篇新的论文，他总会迫不及待
地送给袁震看，让她提意见。

有一次，两个人因为学术意
见不同而发生交锋。吴晗在讨论

的时候就搬出自己的导师胡适
来，说是胡适的意见。袁震听了以
后略带嘲笑的口气说道：“你在胡
适面前就要矮三尺？”吴晗听了以
后也不生气，只是笑一笑，说：“我
在你袁震面前矮一丈。”

从未恋爱过的吴晗发现自
己渐渐地爱上了袁震。便托朋友
向袁震转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袁震经过一番冷静的考虑
之后，不愿以自己的重病之身拖
累他。于是她强忍心中的感情，
婉言拒绝了吴晗的求爱。

遭到袁震拒绝的吴晗，并没
有因此而远离袁震，他心里明白
袁震的苦衷。他没有气馁多次深
情表白，最终袁震默默地接受了
吴晗对自己真挚的爱情。

吴的母亲得知真相后便一
怒之下来到了北平。不让吴晗娶

袁震。吴晗却坚定地对母亲说：
“我并不是因为她生病我同情
她，才跟她好的，而是我们俩人
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一些情
感，这个是生死不渝的。”

对于吴晗和袁震的相爱，不
仅是吴晗母亲反对，吴晗的弟弟
妹妹也都持反对态度，而且也经
常劝说吴晗放弃袁震，但结果都
没能说动吴晗。吴晗很诚恳地对
自己的弟弟妹妹说：“在这最危
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我不
能够抛弃她。”

1939 年秋，一个天高云淡的
日子，吴晗跟母亲说陪袁震去城
里看病。当天，吴晗与袁震并没
有回家，而是在城里旅馆住了一
晚，第二天就在报纸上登出结婚
启事，同学们纷纷送来祝福。此
刻，母亲明白儿子与袁震是真心
相爱，也不好再阻拦。在吴晗工
作繁忙时，母亲还会细心地帮忙
照顾袁震。 据《作家文摘》

吴晗和袁震因病生情

刘文典（ 1889 — 1958），原
名文聪，字叔雅，安徽怀宁人。是
当代学贯中西的文史大师。刘文
典个性鲜明，诸多史料上都有记
述。刘文典流传甚广的一则传
闻，是其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
当面顶撞蒋，不称“蒋主席”，反
当面叫他“新军阀”。

1928 年 11 月 23 日晚，安徽
大学学生与隔壁安徽省立第一
女子中学发生了冲突。冲突中还
打伤女中师生。事后刘文典代表
安徽大学表示道歉并赔偿损失，
但不同意开除肇事学生，引发女
中学生到安徽省政府请愿。

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与安徽
大学都在安庆，此时蒋恰巧到安
庆视察。闻知学生闹事后，蒋便
召见刘文典和女中校长。

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
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
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
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
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

来，挥手而去！”
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

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
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
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
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
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
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

“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
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后来
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呼喊：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
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
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
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回忆：“蒋
斥刘:‘看你这样，简直是土豪劣
绅 !’刘回应道 :‘看你这样，简直
是新军阀!’”

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
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后
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
个月才获释。 据《经济日报》

刘文典骂蒋介石新军阀
“李鸿章大杂烩”就是一道

经典的安徽合肥名菜。相传，光
绪二十二年（ 1896 年）5 月，李鸿
章率领使团以“钦差头等出使大
臣”身份，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
拉二世的加冕典礼，离开俄国后
李鸿章一行又前往英、法、德、美
等国进行访问。

李鸿章的使团在美国受到
了热情的接待，《纽约时报》还刊
登一则消息说：“美国民众都想
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
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
所统治的人口总和还要多”。

为了答谢美国官方和民众
的热情款待，李鸿章决定在纽约
举办中式宴席来款待和答谢美
国各界人士，因中国菜可口美
味，深受大家欢迎，每上一道菜，
马上就被一扫而光，当正菜上完
后，台面上是光光的，按照中国
的习惯，主人是很没面子的。于
是李鸿章即令厨师加菜，但正菜

已上完，备料也没有，厨师只好
将所剩的边角余料混合下锅，烧
煮好上桌。

没想到美国人尝后赞不绝
口，并询问菜名，李鸿章被弄得
哭笑不得，一时还真答不上来，
便顺口说：“好吃多吃！好吃多
吃！”。在场的洋人以为这道菜名
就叫“好吃多吃”。因为“好吃多
吃”与英语的“杂烩”（ ho t c h-
potch）发音正好相近。此后，“大
杂烩”便在美国传开，安徽合肥
城乡也仿而效之，用各种上等好
材料组合精制而成“李鸿章大杂
烩”。遂成名菜。

据《新闻晚报》

李鸿章大杂烩

曹操重赏
反对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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