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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手面之大，无与伦
比。上海乃至全国，几乎没有他
摆不平的事儿。无论事情发生在
哪个角落，只要他一纸二寸宽的
条子，任你是军阀、土匪、袍哥、
三教九流，都会买他的账。上海
几乎所有像样的学校，他都是校
董，所有的慈善事业，他都参与。
上海的工人罢工，无论在北洋时
代，还是国民党时代，都是靠杜
老板的接济才撑下来。当然，最
终劳资双方能坐下来谈，也得靠
杜老板调停。

有人说，杜月笙是把一个
义气的义字，做到绝境的人。民
国期间，上至政坛大佬，下至孤
儿寡母，受过他接济的人，不可
胜数。

但是，青帮毕竟是青帮，尽
管杜老板一直在刷洗自己，做了
越来越多的白道生意，甚至把自

己的帮伙改成恒社，弟子称为社
员，但他依旧是青帮老大。这其
中，最大的问题，是贩毒。

当年上海的毒业，主要是贩
卖鸦片。进入国民党时代之后，
上海的烟土行依旧有将近二百
家，被称为特业。而特业的组织
特业公会，领袖人物就是杜月
笙。从北洋到国民党时期，杜月
笙尽管白道的生意越做越大，但
却从来没有撒手特业，毕竟，整
个上海滩的白道生意，加起来也
抵不上特业的一个角。因为，当
年的上海，在全国的鸦片销售
中，居于龙头地位。单单上海一
地的鸦片税收，就可以养几十个
师。在国民党统治之初，由于需
要跟各个大号的军阀争胜，蒋介
石也需要鸦片的收入补充军费，
所以，一直对这个老相识的生
意，睁只眼闭只眼。

但是，随着蒋介石统治的稳
固，他开始需要清理鸦片了。不
仅仅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而且也
是为了正常的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时，不仅上海的要员从
市长吴铁城到警备司令杨虎都
拿杜月笙的好处，连他们下面
的喽啰，也定期接受特业公会
的补贴，这种补贴，远远超过他
们的工资。至于在南京的政府
要员，接受杜月笙招待的，也如
过江之鲫。

1936年，原来做过蒋介石侍
从副官的蔡劲军被派到上海担
任警察局局长，蔡劲军一上任，
不再接受特业公会的任何好处。
上任几个月之后，突然采取行
动，搜查上海滩所有的烟馆，将
烟馆的老板全都抓了起来。这让
杜老板感到十分没有面子。一
来，他一直向这些烟馆老板拍胸

脯，说有他在，不会有事的。二
来，就算警察要行动，他也会事
先知道，早做安排。然而，这一
回，全部落空了。

虽然说，事情发生之后，杜
月笙动用了他全部的资源，通过
警备司令杨虎的关系，把这些烟
馆老板都给放了，但是，经此打
击，杜老板觉得，这个生意，看来
是没法做了。尽管如此，真正放
手，还是到了抗战爆发以后。

据《今晚报》

1912 年 1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孙中山将从上海乘坐火车
北上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的首任
领袖——— 临时大总统。

沪军都督陈其美，宣布独立
各省的代表汤尔和、胡汉民、宋
耀如，以及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
霭龄等人，也将和孙中山一起同
行北上，在与欢送的部分人群合
影后，45 名来自沪军的敢死队队
员，护送着孙中山登上了火车。

从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
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已于当年 12
月 25 日抵达上海；12 月 29 日，
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联合选举
孙中山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并

定好于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
正式举行就职典礼。但孙中山此
后并未立即赶赴南京，因为他要
留在上海筹钱。

革命爆发，最缺的，就是钱。
早在 1911 年 12 月 25 日孙

中山抵达上海时，外界就纷纷传
言，孙中山带了几千万现金回
国，然而当天下午，在面向 1 万
多人的欢迎人群演讲时，此后被
称为“孙大炮”的孙中山，却让现
场的人群好不失望。

孙中山对现场的人群说：
“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
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
此革命之精神耳。”

当时，张謇
被推举为民国临
时政府的事业部

总长，根据张謇估计，临时政府
每年的开销，至少应为 1 . 2 亿两
白银；而在听孙中山说没有钱
后，留日学生黄尊三更是非常失
望地在日记写道：“政府则一钱
不名，军队不能养活。中山先生
以贫民式之总统，应付颇属困
难”。在此情况下，酝酿中的民国
政府军心浮动、军队小规模的骚
乱哗变时有发生，因此临到就职
典礼的前一晚、1911 年 12 月 31
日，孙中山还在上海到处奔走，
为嗷嗷待哺的革命政权到处筹
款“搞钱”。

1911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孙
中山先是想找他的革命事业赞

助人、日本人宫崎滔天借款 500
万元，没想到宫崎滔天回答说：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下子哪能
弄这么多钱？”孙中山不死心，当
天晚上，1911 年的最后一个夜
晚，他又出席了家乡广东香山县
旅沪同乡，在上海老靶子路戾虹
园酒馆，为他组织的欢送晚宴。
孙中山本想到在这里向老乡们
也募集一些革命捐款，然而，他
再次失败了。

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的时间，是 1912 年 1
月 1 日晚上 10 点多。很多人奇
怪，就职典礼和标志民国正式开
始的日子，干嘛搞得这么晚，但又
有多少人知道，孙中山为了这个
新生的共和国，到处奔走筹款的
辛酸和无奈？ 最爱历史公众号

在时下流行的抗日神剧里，
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
如虐杀蚂蚁。一个中国人轻松灭
掉成片的日军。当我们触摸那些
抗战亲历者的回忆，上至领袖将
军，下至普通一兵，对此的记忆却
是如此辛酸：日军很强大，为了抵
抗他们的侵略，中国军民付出了
高出对手数倍的惨痛代价。

为什么一场以大对小的反侵
略战争，竟然要打八年。其实真相
很简单。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司
令长官，对战争了如指掌的张发
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我感觉敌
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

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
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
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
时间问题。”李宗仁在《八年抗战
敌我优劣之检讨》中说：日本陆军
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
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
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
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
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
色战略家，但在基本原则上，绝少
发生重大错误。

但从军事斗争角度看，这还
不真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是日军非常善于“高效作战”。如

果苏军每发射出 100 发子弹可能
会杀伤 5 名敌军的话，那么，日
军的 100 发子弹就可能杀伤 10
名甚至 20 名敌军，也就是说，当
年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
的两倍以上。抗战初期我们的一
个老红军连队与日军作战时，别
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
我们那些身经百战动作灵敏的老
红军战士，只要是稍不注意，就会
被对方击中。日军不仅单兵作战
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
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
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
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不夸张
地说，新四军与日军作战，比起与
国民党军队作战，真是要难上一
百倍。 据《各界文史》

说起汉王刘邦，不少人赞
同“他是一位高明政治家”的
评价。确实，刘邦身上具备了
政治家所应有的一些基本胸
怀和素养。

刘邦虽然出身于社会下
层，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早年
在乡间的名声也不怎么好。参
加义军、投身于反秦大业之后，
给人留下的却是一个长者的印
象。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在跟
项羽的竞争中赢得了先机。

当时，楚怀王曾与诸将约
定：先入关中灭秦的封为关中
王。但一些老将认为，关中百姓
饱受秦王朝严刑峻法之苦，应
当派一位为人宽厚的长者去安
抚。项羽为人狡诈残忍，刘邦素
来为人宽厚，因此派后者去比
较合适。最终，楚怀王决定派刘
邦率军入关。刘邦入关灭秦后，
不仅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
与民“约法三章”。百姓持牛羊
酒 食 犒 劳 ，刘 邦 也 婉 言 谢
绝……类似举动赢得了民心，
百姓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

项羽在听说刘邦入关之
后，担心刘邦借机称王，赶紧率
军入关，但又怕投降的秦军入
关后造反，竟连夜将 20 万秦军
降卒全部坑杀。入关后，又杀死
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焚烧
了王宫，把金银财宝和美女搜
刮一空，“所过无不残破”，彻底
丧失了民心。在其后的楚汉战
争中，虽然刘邦屡战屡败，但在
关中百姓的支持下，依托稳固
的后方基地，最终击败项羽，夺
取了天下。

据《解放日报》

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坚
石或桩，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立
于宫庙前以观日影、辨时刻。《仪
礼·聘礼》曾说：“上当碑南陈”,郑
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所以
识日影，引阴阳也”。二是竖于宫
庙大门内拴牲口。三是古代用以
引棺木入墓穴。最早的碑上有圆
孔，施轳辘以绳被其上，引以入棺
也，亦即下棺的工具（和现在工地
上上楼板所用的叼板机的工作原
理很相似）。古时往往用大木来引
棺入墓，这大木的特定称呼就是

“丰碑。. 秦代以前的碑都是木制
的，汉代以后才改用石头。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
用丰碑来牵引自己的棺材。《周
礼》有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
桓楹。”所谓“公室视丰碑”,就是
公室成员死后，要用以大木立于
墓圹的四周，上设辘轳，用以下
棺于圹。该规格本来为天子之
制，后来诸侯也僭用之。即使到
了春秋战国时代，对于丰碑的使
用范围仍然有着严格的限制。季
康子的母亲去世之后，公输般劝
说季康子用丰碑来下棺，结果就
遭到了别人的一番挖苦（事见

《周礼·檀弓》）。
显然，所谓的丰碑在当时的

语境之下，就是一种特殊的葬礼
规格。先是只有天子才可使用，
后来发展到公室成员，再往后发
展到诸侯亦可用。后人沿袭了此
种习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也学着用
起了“丰碑”,他们在自己亲人的
坟前立起了石头。只是他们忘了
原来的碑是下葬的工具，忘记了
碑最原始的功能。

所以，后来有人开始在光秃
秃的石头上开始刻字记录父辈
的功绩，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
墓碑。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
的无字碑倒是歪打正着，有点符
合古礼的要求。除此之外，其他
人就显得有些东施效颦了。

据《各界文史》

蒋介石曾查杜月笙的毒业

刘邦为何堪称
高明政治家 “丰碑”其实不是碑

抗战时日本兵到底有多强

赵树理和李长之
的单方面笔战

“山药蛋派”作家群体与
“京派”作家瓜葛不大，但其
中两员主将赵树理和李长
之，早年却因笔头勤快、相知
不多而无端打了一场单方面
的笔战。

1934 年 8 月 20 日，李长
之的文章《不成问题》在《北
平晨报》副刊第 719 号“北晨
学园”刊登，文中李长之对当
时文坛热烈讨论的中国的

“伟大作品何以不能产生”的
问题，做了激烈批评，他认为
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

“何以没有伟大的作品？很简
单，只因为作家根本渺小。”
他认为“什么生活压迫，什么
文化统治，什么言论不自
由”，都是“饰词”和“遮羞”，
并举例说明高尔基在压迫中
创造伟大作品，因为没有伟
大作品，只因为作家本身“不
伟大”。

李长之这篇文章，很快
被赵树理读到了。于是他很
快在自己主编的《山西党讯
副刊》8 月 25 日版上以“何
化鲁”的笔名发表了《呜呼！
李长之教授》，文中，赵树理
反驳李长之：“何以没有伟
大的作品”是很值得讨论的
问题。他认为高尔基之所以
伟大，是因为他经过实际生
活的磨砺，而逐渐伟大的，
却不像李长之认为是“人伟
大，所以虽然受了许多苦，
仍然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赵树理认为的是“中国作家
想要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必
然的得把现在的生活改变
一下，从现实生活中创造自
己，创造作品。”

遗憾的是，因为《山西党
讯副刊》是当时国民党山西
党部的刊物，影响力有限，因
而李长之并未作进一步回
应。二人的争议由此并未形
成你来我往的有趣场面。

从行文看，赵树理称呼
李长之为“李长之教授”，显
然说明赵树理对李长之的身
份很不了解。其实，李长之在
1934 年，还只是清华大学哲
学系一位大三学生。之所以
让赵树理误以为是教授，乃
是因为李长之还在清华就读
时，就十分活跃，不但自己主
持《清华周刊》的副刊，还和
郑振铎等人一起创办了《文
学季刊》。 据《人民政协报》

孙中山直到晚上才就任大总统

杜月笙

汗汗高高祖祖刘刘邦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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