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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仓皇西逃后，慈禧于
1901 辛丑回京。原本在山东担任
巡抚的袁世凯两个月前被朝廷
实授为直隶总督，以接替去世的
李鸿章。混迹官场多年，老练的
袁世凯深知，要想保住自己的顶
子并在今后顺风顺水，当务之急
就是讨得老佛爷的欢心。

在其他各省地方官的迎驾
仪仗几乎都是沿途百姓、乡绅耆
老时，袁世凯别出心裁地派出了
自己麾下全副德国装备的新式
军队。袁世凯自 1895 年在天津
小站练兵以来，通过五年的努
力，参照德国标准编练了一支七
八千人的武卫右军，后来这支军
队就成了老袁赖以生存的根本。
袁世凯特地派自己的心腹爱将

段祺瑞率领这支新式军队前去
护驾，没想到段祺瑞却差点引发
一场大麻烦。

原来按照大清朝的惯例，即
便是护驾军队，在迎接皇太后、
皇上的銮驾时，也必须先行跪拜
大礼再执行公务，否则便是大逆
不道。没想到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段祺瑞却态度强硬地声称，自己
的新式军队只行军礼，绝不下
跪。面对生性耿直的段祺瑞，负
责迎驾协调任务的醇亲王载沣
不禁勃然大怒，二人当即争吵得
不可开交。

得知缘由后，老佛爷喝止了
载沣，然后从銮轿中走下来召段
祺瑞问话。结果段依然回答说，
人家德国军人即便迎接本国皇

帝，也是将不下马、兵不离枪，更
无下跪之举，只行军礼。而老佛
爷竟丝毫不生气，反而连连点头
称是地说：“好，好。只要能打仗，
跪不跪都不要紧。”一旁的宗室
贵族溥伦贝子见状仍愤愤不平
地说：“太后，见驾不跪，再能打
仗也是大逆不道之兵，这袁世凯
如此练兵，应该下诏申斥。”没想
到却招致了老佛爷的怒斥：“胡
说，那些八旗兵绿营兵大烟抽得
多了，枪也扛不动，两腿发软，倒
是极能下跪，可这些废物如能打
仗，我们还用到西安去逃难吗！”
老佛爷之所以能掌控大清朝政
近半个世纪，其手腕之丰富多变
的确令人佩服呀！

据《东方历史评论》

陈寅恪给人的印象多是狷
介刚毅、郁愤悲凉。但陈先生也
有幽默诙谐的一面，而且，他的
幽默是发自骨子里的。陈寅恪先
生一生钟情对联，作品颇多。许
多对联让人忍俊不禁。

1920年代，陈先生与王国
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清华大
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某日，同学
多人在陈先生家聚会，先生说，
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
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
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

同学们闻后哄堂大笑。为啥大笑
呢？原来，此对联内涵极有趣，上
联指国学院的学生因导师梁启
超的授课，而自然成了梁氏之
师——— 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再传
弟子；下联是说，导师王国维当
过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么受
教于王国维，也就成了宣统皇帝
的同学了。作为清华国学院的一
名学生，经陈先生的对联这么一
说，顿然成了大清皇帝的同学、
康圣人的再传弟子，焉能不哄堂
大笑？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编的
《科学与玄学》一书，记录了丁文
江与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学案，罗
送给了陈先生一本，先生翻了翻
后说出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
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
批为“儒将风流”。这是在讥讽科

玄论战和中西文化论战的毛病，
虽然用语略显尖刻，却不乏幽默
诙谐。罗家伦曾兼职北伐军少
将，又娶了个漂亮妻子，故有此
横批。

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军空
袭，处处挖防空洞，陈先生做了
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
安。”上联由《易经》“见几而作”
而来，下联是一句常用的成语。

“入土为安”，本是埋人时的一句
苦涩的吉祥话，陈先生用在这
里，把活人进防空洞戏比为死者
安然入穴，真是奇思妙喻，风趣
幽默，透出了从容豁达、藐视日
寇的心态。 据《中华读书报》

明朝之初，徐达跟随朱元
璋造反后，忠心耿耿，屡建战
功，名列开国功臣之首。徐达
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处
处小心，但朱元璋对他还是不
放心，时常试探他的忠诚度。

一次，朱元璋留徐达一起
喝酒。酒至半酣，朱元璋放下
皇帝的架子，拉着徐达的手，
十分动情地称兄道弟：“徐大
哥啊啊，本朝的建立，你的功劳
最大，可是大哥至今没有一座
好的宅邸，小弟想把旧邸赐给
大哥，你过几天搬过去住吧。”
徐达虽然喝多了酒，但心里十
分明白：旧邸就是朱元璋做吴
王的住处，如果糊里糊涂地接
受了，那么“僭越”之罪必不可
免，搞得不好，可能脑袋搬家，
株连九族。徐达便一个劲地表

忠心，拼命推辞。一餐酒喝得
惊心动魄，时刻保持清醒的徐
达，总算通过了考验。

过后，朱元璋想，这酒还
是喝得不够。他又找了个由
头，把徐达请到旧邸饮酒叙
旧，把徐达灌得烂醉如泥，然
后安排人把徐达扶到旧邸的
正房睡觉。

半夜时分，徐达酒醒后忙
问内侍，自己睡在什么地方。
侍奉的太监说：“这是旧邸内
室。”徐达吓出一身冷汗，酒一
下子醒了大半，赶紧起身，跑
到台阶下，拜倒在地，边磕头，
边在口中念念有词，说自己犯
了死罪，请陛下饶恕，云云。朱
元璋得知后，这才暂且放弃了
对徐达的猜忌与试探。

据《快乐老人报》

清末名臣李鸿章虽位高
权重，为人却谦恭有礼。有一
次，他被紧急派往南京处理公
务，在经过家乡合肥时，一贯
尊师重道的他，决定抽空去拜
望下自己的恩师徐子苓。

当李鸿章和一名随从匆
匆忙忙赶到徐府大门口时，门
人看清他的花翎顶戴和官服
后，吓得赶紧跑着去禀报。看
到门人着急忙慌的样子，李鸿
章突然“哎呀”一声，并立刻叫
停门人，对他说道：“你不要急
于通报，能否先借我一套衣服

呢？”一头雾水的门人连忙去
找衣服。

一旁的随从也越看越糊
涂，忍不住问道：“大人，您要
门人的衣服有何用意啊？”李
鸿章回答说道：“我方才突然
想起，倘若穿着这套衣冠去见
恩师，则显示了我当官的身份，
恩师一定会很有压力，即使我
想一叙旧情，他也定会有所顾
忌。相反，如果我脱去官帽，换
上了便装，恩师肯定会更加放
松，如此方能拉近我和恩师之
间的距离。” 据《江淮时报》

公元前6 2 8年，郑文公去
世，公子兰继承君位。此时的秦
穆公正是踌躇满志，一心想成
为霸主，急欲东扩。他决定利用
郑国国丧机会，消灭郑国。于是
他命令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
乙丙带领兵车400辆偷袭郑国。
第二年二月，秦军主力到达了
滑国境内，滑国是晋国的一个
附属国。

这一日，郑国商人弦高出
外贩牛，正好也途经滑国，和秦
国军队不期而遇。这弦高虽是
一介布衣，贩牛为生，但却以头
脑灵活、随机应变能力超群而
闻名乡里。他在暗中观察秦军，
发现秦军盔明甲亮、剑戟森森、
军容严整，因而一眼就看出了
秦军此行的目的。弦高思忖片
刻之后，他一面马上派出一个
随从急驰郑国报信，一面决定
自己先同秦军周旋。于是他向
秦军喊话，要求面见秦军主帅。

向孟明视行礼之后，弦高
不卑不亢地沉着说道：“我们小
小的郑国夹在几个大国中间，
日夜忧惧，连睡觉都不敢安
心。今日我们国君听说您要行
军经过此地，特遣我来犒赏您
的军队。郑国地贫民乏，今向
将军奉上四张牛皮和十二头
肥牛，一点薄礼，以表心意。”
听到这里，孟明视脸色有点不
自然起来。接着，弦高以暗含
警告的口气继续说道：“您的
军队在这里停留，住下我们就
预备一天的供应，离开就准备
一夜的保卫！”说完这些话，
他便行礼告辞。

孟明视听完弦高的话，更
是在心里大吃一惊，待弦高走
后，他对众将说：“郑国有准
备了，不能存有希望了。攻打
郑国不能取胜，包围它又没有
后援，我还是转移目标攻打滑
国吧，回去也好向国君有所交
待。”于是秦军调转矛头去攻
打滑国了。

据《思维与智慧》

段祺瑞不下跪 慈禧不怪罪

李鸿章借衣访恩师

陈寅恪对联里的幽默

朱元璋酒后试徐达
幽默是老舍先生作品的

重要风格之一。正如他的夫
人胡絜青所说：“老舍喜欢幽
默，老舍是个幽默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重
庆生活和工作。其间，就流
传着他的一些幽默而风趣
的事情。

在重庆一次戏剧界的集
会上，老舍与话剧“四大名
旦”之一的舒绣文攀起家谱
来。老舍本名舒庆春，论辈
数，老舍比舒绣文高一辈，舒
绣文成了老舍的“侄女”。以
后无论何处相见，老舍便以
侄女称舒绣文，而舒绣文也
只好尊称他为庆春叔了。

1940 年 9 月 21 日晚，为
纪念鲁迅先生，重庆文艺界
在中苏文化协会会议室举行
了“鲁迅晚会”。会议主席胡
风致词后，第一个发言的是
老舍先生。他说：“鲁迅先生
逝世那一年，我曾在北平参
加过北京大学的追悼会。记
得周作人曾在报告鲁迅先生
的生平时说过‘他的母亲’四
个字，当时听得非常刺耳，好
像这位周老太太并非周作人
的母亲似的。连自己的母亲
都不承认，无怪抗战以后他
不承认自己的国家民族了。”
抗战期间周作人留在北平，
在日本人控制的学校任教，
被视为汉奸行为。老舍的话
是幽默的，幽默之中包含着
深刻的哲理，引起了大家的
哄笑和深思。

据《文史精华》

牛贩子弦高
智退秦军

老舍智讽周作人

古代官员的外号
外号也称绰号，古已有

之，中国古代的不少官员也有
外号，有人得外号是人们对他
的讥讽，有人得外号则是百姓
对他的赞扬。
[八砖学士] 我爱迟到我怕谁

唐文宗时，有个翰林学士
名叫裴颜祺。当时翰林院规
定，太阳光照到甬道第五块砖
时就要准时上班。而这位裴颜
祺性情懒惰，总是等到日光照
到第八块砖时才慢吞吞地到
位，时称“八砖学士”，他是一
位经常迟到的官员。
[三旨相公] 不求有功求无过

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珪，
在位 16 年，碌碌无为。每次上
殿面君，只说“取圣旨”；听取皇
帝指示后，就说“领圣旨”；回到
府邸后，对部下们就说“已得圣
旨”，时人谓之“三旨相公”，以
讥讽其失职。其实王珪初入官
场时也颇有锐气，但长期的宦
海沉浮磨平了他的棱角。
[浪子宰相] 赏花踢球写艳曲

宋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
彦，行为放荡，喜欢写一些不
堪入目的淫词艳曲，自号“李
流子”。他官居高位，却不理政
事，只知一味享乐，自称理想
为“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
做尽天下官”。于是，首都百姓
都称呼他为“浪子宰相”。
[青词宰相] 贪污的钱能出书

明代的嘉靖皇帝信奉道
教，痴迷于长生不老之术，热衷
用“青词”（祭神的文书）向上天
祈福。而奸臣严嵩正善于写青
词，遂讨得嘉靖帝欢心，还被授
予内阁首辅大臣之位，时人讥
讽其为“青词宰相”。自此严嵩
权倾朝野达 20 余年，竟有 30
多个官员争先恐后地做了他的
干儿子。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
他最终被明世宗抄家。严嵩府
邸被查抄后，负责抄家的官员
将其家产登记在册，取名为《天
水冰山录》，字数超过 6 万，足
见其敛财之多。
[蟋蟀相公] 上梁不正下梁歪

明代末期，李自成进军北
京，崇祯皇帝上吊自尽。不久，
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建立
了小朝廷。后来清军大举进攻
南京，形势危如累卵。而新上
任的皇帝朱由崧却不以国事
为重，大敌当前之际，竟命人
搜捕虾蟆（蛤蟆）来玩，时称

“虾蟆天子”。无独有偶，执掌
朝政的大学士马士英在此危
难关头，每天也以斗蟋蟀为
乐，时人称之为“蟋蟀相公”。
有君臣如此，明朝岂能不亡？

据《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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