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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原名陈参一，浙江
义乌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曾
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文学、
哲学、法律等，并攻读马克思主
义书籍。回到国内，任浙江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后负
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民
盟中央副主席等职，还曾担任

《辞海》总主编。
陈望道的故乡义乌西分水

塘，是一个不大的村庄。陈望道
的故宅是一间低矮的砖瓦平房，
坐落于路边低洼处。在老宅的柴
房里，陈望道动手打扫了一下，
又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
铺板，权充书桌；又在泥地上垫
几捆稻草，当作凳子……这真是

一个因陋就简的“书屋”。入夜，
他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着手
翻译《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曾
说过：“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
常困难的。”确实如此，陈望道
当时既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又
少有参考资料，其艰难程度更
是可想而知。

在“柴房书屋”里，烟、茶比
往日多费了好几倍。陈望道有
个习惯，每抽完一支烟，总要用
小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
为抓紧时间，他一日三餐都是
老母亲递送过来的。一次，母亲
见陈望道累瘦了，特意裹了糯
米粽子并加一碟红糖端进来，
反复叮嘱趁热吃。隔了一会儿，
母亲在外面问：“红糖够不够？”

他随口回答：“够甜的了。”后
来，母亲收拾碗筷时，竟看到儿
子满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红糖
却一点没动。原来他翻译入迷，
竟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
俩不禁相对大笑。

据《解放日报》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
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苏泰
兴人，地质学家，被誉为中国地
质事业奠基人之一，创办了中
国第一个地质机构——— 中国地
质调查所。除渊博学识外，他的
热心肠同样被传为美谈。

丁文江很看重朋友。一旦
成为朋友之后，每每以监护人
自居，俨然像个老大哥。时间
久了，朋友不论年龄大小都尊
称他为“丁大哥”。同时，如果
他认为某一位朋友不努力，或
者行为上丧失社会服务的作
用，必要不厌其烦地督促着改
正过来。

胡适和丁文江关系密切。
有段时间，胡适的身体不好，
丁文江反复写信劝他出国休
养，乃至于劝得次数多了，胡

适都有些烦了。胡适喜欢喝
酒，丁文江担心饮酒过量伤身
体，就从胡适《尝试集》里摘出
几句诗请梁启超写在扇子上，
并把扇子送给胡适，提醒他戒
酒。对于丁文江的苦心，胡适
深情地说：“他是一个人生很
难得的‘益友’。”

1926年5月起，丁文江出任
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期
间创办了地质研究班和地质
调查所，造就了许多后备人
才。每天要接到不少推荐信，
朋友劝这类信直接让秘书处
理就行。但丁文江为不让求职
者失望，对书信一一阅读，然
后根据职位需要，亲自写信通
知考试，一旦合格，马上录取；
不及格的，他也会在信中详细
说明。 据《人民政协报》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
部队开始重点进攻山东解放
区。那段时间，粟裕在地图前
密切注视着国民党部队伤亡
动向，筹划着下一步作战，他
手持中央发来的电报和各种
情报资料，整天在地图前踱
步沉思，身体日渐消瘦。

为了让粟裕休息一下，
陈毅硬是拉着他一起去打猎。
打猎时，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
跑过。陈毅眼疾手快，一枪命

中，兴高采烈地对粟裕说：“你
看这只兔子该怎么个吃法？”
这时的粟裕虽身在猎场，但心
还在战场，他脱口而出：“这是
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王牌，硬
吃是不行的，必须智取，而且
一定要全歼。”粟裕的回答使
得陈毅哈哈大笑：“好嘛，好
嘛！这只兔子身价不低，成了
张灵甫。看样子，这个张灵甫
命里注定要成为我们庆功宴
上的下酒菜喽！”

狄仁杰（630年－700年），
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
原）人，唐代武周时期政治家。
两次担任宰相，力劝武则天复
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使得唐
朝社稷得以延续。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
狄仁杰升任大理寺丞，他刚正
廉明、执法不阿，一年中处理
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 . 7万
人次，且无冤诉者，狄仁杰因
此获誉“神探”。荷兰人高罗佩
将其断案故事编成《狄法官的
破案故事》，即《狄公案》，狄仁
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高宗年间，左司郎中王本
立倚恃皇帝宠信，骄横跋扈。
狄仁杰弹劾王本立，请求将其
交付法司审理。但唐高宗却下
诏宽宥。狄仁杰谏道：“国家虽
然缺乏人才，但却不缺少王本
立这种人。陛下为何要爱惜此
人，而亏损王法呢？如果陛下
一定要宽赦王本立，就请把臣
放逐到无人之地，作为以后的
忠贞之臣的警戒！”王本立因
此被治罪。

后来，狄仁杰弹劾司农卿
韦机，称其所督建的宿羽、高
山、上阳等宫室太过壮丽。唐
高宗遂将韦机免职，自此朝廷
风纪肃然。 据《洛阳日报》

张齐贤（ 942-1014），字师
亮，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南）
人，后徙居洛阳（今属河南）。北
宋著名政治家。

张齐贤家中贫困、衣衫寒
酸、天天挨饿，他经常感叹自己
今生没能吃上几顿饱饭，记忆
最深的一顿饱饭，是在村里富
裕人家设的食施斋上吃的。席
罢，他还是觉得没吃好，忽然见
人家的房檐上挂了一块牛皮，
趁人不备取下来煮着吃了，这
才算是真正吃饱了。

赵匡胤到西都巡游，行至
洛阳时，张齐贤为了祈求一顿
饱饭，拦住了皇上的“座驾”。
张齐贤道：“我要给皇上谏
言。”赵匡胤以礼贤下士之名
召见他，张齐贤先不谏言，却
问皇上有吃的没。赵匡胤见此
人不一般，吩咐下人端来酒
菜，他哪里吃过这等珍馐美
馔？于是一边吃，一边向皇上
提出富民、敦孝、举贤、藉田、
慎刑等方面的建议。

赵匡胤回朝后，对赵光义
说：“我到西都，只得到一个张
齐贤足矣。这人挺实诚的，是个
忠诚可靠之人，但我不打算授
他官职。以后好好锻炼培养，定
能让他来辅佐你。”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张
齐贤进士及第，先后担任通判、
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还曾
为相前后二十一年。看来人们
说张齐贤是“吃出来的名相”，
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据《老年日报》

钱三强是著名国学大家钱
玄同之子，居里夫妇的学生，
也是我国“原子弹之父”，“两
弹一星”元勋。他的妻子何泽
慧出身名门，也是中国第一代
核物理学家、中科院第一位女
院士。

钱三强和何泽慧同为清华
同学，但两人却在不同的国家留
学、工作，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德
国。因为二战的原因，何泽慧与
远在中国的父母失去了联系。直
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才可
以通信。于是，何泽慧给7年未见
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在当时战

争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法
文单词。何泽慧这封信的大意
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
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
平安。

这封只有25个单词的信成
了何泽慧与钱三强美好姻缘的
最初使者，他们自此开始了长达
两年如此只言片语的鸿雁传书。
这对身在异国他乡战火纷飞中
的昔日同窗，终于在一种特殊条
件下的电报式通信交往中萌生
爱情。在他们的婚礼上，居里夫
妇首次破例双双出席。

据《文萃报》

1948年国统区中央机构立
法院号称是高薪单位，立法委员
车马费（为表示立法委员“清
高”，所以以车马费代薪金）800
元法币，下面的办事人员则是每
月按六个级别从340元到520元
不等，另外还有几百元办公费，
但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之下，这点
薪水已经完全不值钱了。

据曾经担任过简任三级的
杨洪绩回忆，他月薪号称630元，
但到了1948年年底，已经只能换
三块半银元了。但即便如此，还
是很多人打破脑袋都想挤入立

法院，原因就在于立法院有一笔
“美援实物津贴”可拿。这是从美
援的二战剩余物资中直接划拨
出来的，有发霉的香烟、猪油罐
头、饼干、尼龙袜子、尼龙丝带
裤、军毯、军用皮靴、军用手电、
军用小刀甚至军用信封信纸一
类的实物。这些统统都在黑市上
能够换成银元，被江北江南各地
涌来的行商大量收购，运往外地
推销。当时南京新街口，已经完
全成为国民党公教人员变卖实
物的集市。

据《国家人文历史》

东晋的时候，著名书法
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本
来与自己的表姐郗道茂情投
意合，打算白头偕老。谁知道
莫名其妙地被新安公主司马
道福给看上了。

司马道福哭着求皇帝赐
婚，一定要嫁给王献之。可公
主下嫁，总不能做妾吧？于是
简文帝司马昱下令，强迫王
献之和郗道茂离了婚。

王献之伤心欲绝，不但
写下《奉对帖》表明自己的心
意，甚至到去世的时候，只记
得和郗家离婚这件事儿。可
见和公主结婚，不见得是很
如人意的事儿。

据《北京青年报》

陈望道蘸着墨汁吃粽子 狄仁杰整肃纲纪

朱元璋亲手
打死开国大将

在历史上，明代开国皇帝
朱元璋是反腐败手腕最狠的
一个皇帝。登基的第二年，就
对手下的大臣说了一番动感
情的话，大致意思是：从前我
当老百姓的时候，见到贪官污
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会，心
里恨透了他们，今后要立法严
禁，遇到贪官污吏危害百姓
的，绝不姑息。

朱元璋说到做到。他颁布
了有史以来可谓最严厉的肃
贪法令，规定但凡有官员贪污
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这个政策一出台，他的老
部下，一个叫朱亮祖的便享受
到了这一“待遇”。当时这个朱
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
镇守广东，当地的一些“土豪
劣绅”便拉拢朱亮祖成为他们
谋取利益。这个朱亮祖头脑一
热，便收了土豪劣绅的一些好
处，充当起了他们的“保护
伞”。这事被朱元璋知道后，立
马派人抓捕了朱亮祖和他的
儿子。见到昔日的老部下，朱
元璋一点都不客气，亲自动手
用鞭子抽打朱亮祖。结果这个
开国功臣被活活鞭死。

在朱元璋亲自审办的贪
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
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
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
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
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朱元
璋绝不放过。 据中国新闻网

丁文江的热心肠

粟裕：身在猎场心在战场

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中
央成立治丧委员会，具体工作
由廖承志负责。一天，一位日
本记者电话询问：“社会上传
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
女士曾经又结过一次婚。请予
证实有无此事。”外交部日语
翻译周斌回忆，他接电话后正
好见到廖承志，便当面向他请

示该如何作答。廖一听火冒三
丈，指着电话机说：“这家伙懂
中文，你就直接用中文回答
吧。只要回答三个字就行了：
你放屁！”

“我建议是否可以改用
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种说法，
廖主任不同意。说如果我这
个‘高品位的外交部新闻官’
不愿意讲粗俗话，他可以自
己来回答。”周斌拨通电话，
说了这三个字，“开始对方似
乎没听懂，让我再说一遍。我
又大声重复了这三个字。廖
主任则满意地走回了他的办
公室。” 据《老年生活报》

廖承志：
爆粗口回应荒唐质疑国统区立法院官员

卖美援助物资赚“外快”

钱三强何泽慧
战时书信生情

张齐贤:
吃出来的名相

王献之娶公主不开心

陈望道

朱朱元元璋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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