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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
银行金库的藏金。圆桶外的封条
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

民进党当局为清算国民党
党产，近来动静颇大。蓝营及国
民党主席洪秀柱反批：如果按
照“不当党产条例”真要清算国
民党财产，那么蒋介石时代从
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是不是也
要一起算？一时间，国民党败退
大陆前夕运抵台湾的黄金，再
度引发外界关注。

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这
批黄金在1950年9月就已花光。

从1948年底，蒋介石下令搬
运第一批200万两黄金到台，后
来总计分6批，总计约400万两。
其中，在大陆战场花掉130万两。
从1949年年中到1951年年初，国
民党当局在台各项开销，靠这
些黄金才度过。蒋介石机要秘

书周宏涛在回忆录中指出，1950
年6月“央行”仅存黄金54万两，
每月军需18万两，因此在9月就
花光了。这常被引用来证明“黄
金用完了”。

但台湾《联合报》援引当初
负责运送黄金的“联勤总部财
务署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的
说法，经过对比父亲与蒋介石
日记以及两岸的解密档案，吴
兴镛指出，周宏涛的回忆录中
记忆有误。事实上，运台黄金另
有100多万两存在台湾银行名
下，包括80万两的新台币发行准
备金。

吴兴镛强调，目前台湾“央
行”在新北市新店文园金库的
储备黄金中，还有108万两就是
当初带来的。这些加上“央行”
陆续购进作为准备金的纯金
块，共计将近450吨。由此文园金

库也是台湾不折不扣的金融重
地。台湾“央行”的一把手彭淮
南曾经为此烦恼不已。因为台

“国防部”推动精简案，台湾“宪
兵”大幅缩编，文园金库一度也
要撤掉警卫人力。消息传出，身
为总裁的彭淮南多次造访台当
局“国防部”，拜托保留该地驻
兵。因为牵系重大，台军最终同
意，文园成为台湾唯一一处非
军事要地、由军队派重兵驻守
的地方。

据了解，派到文园的台军
“宪兵”，无论志愿役或义务役
都是“特别挑过”的，除了结训
成绩优秀外，还要家世清白、背
景干净，并签订保密切结书，不
得对外透露在文园内所见情
况。不过据曾驻守文园的“宪
兵”说，其实他们也只是在外
围，里面还有台湾“央行”人员

看守金库门口，连“宪兵”也不
能靠近，“里面是方的圆的都不
知道”。

据指出，这批黄金的来源
主要是蒋介石政权在1948年8
月，以发行金圆券名义，通过半
强制手段强迫民间交出的私藏
黄金。当时承诺金圆券每一圆
的黄金含金量是0 . 22217克。金
圆券发行后即因战乱而快速、
剧烈贬值，1949年7月停止流通。
金圆券换得的黄金多数被运送
到台湾。

针对国民党运送到台湾的
黄金，吴兴镛建议，或许可用剩
余黄金的孳息设立基金，促进
两岸教育及和平。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沈崇诲，江苏江宁人，1911年
出生于名门望族，1928年考入清华
大学土木工程系。他刻苦勤奋，成
绩突出，堪称清华的“学霸”。他还
十分热爱体育运动，曾多次参加
地区和全国性的运动会。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
变，沈崇诲义愤填膺。1932 年 12
月，中央航空学校在北平招收新
学员。沈崇诲以优异的成绩进入
第三期轰炸科学习。毕业时以第
一名的成绩留校任飞行教官，不
久调任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
中尉分队长，驻扎在安徽广德，
装备的是美制诺斯罗普式轻型
轰炸机。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8
月淞沪会战爆发，沈崇诲等空军
将士纷纷上书请求上阵杀敌立
功，配合陆、海军作战。1937 年 8
月 14 到 8 月 16 日，中国空军连
续 3 天对日军第三舰队及陆上
军事目标进行轰炸。

1 9 3 7 年 8 月 1 4 日凌晨 1
时，空军第二大队奉令出击，副
大队长孙桐岗率领轰炸机 21 架
执行这次任务，沈崇诲驾机参加

了轰炸行动。他们从安徽广德空
军基地起飞，可是此时，广德上
空大雨滂沱，天气恶劣。勇士们
冒雨起飞，在空中集队后沿预定
航线飞行，直线飞行 220 公里抵
达上海上空。主要目标就是轰炸

“出云舰”及其护卫舰只和敌人
在杨树浦码头堆集的军火，支援
陆军反击。他们分成两个编队，
一队轰炸敌军司令部、码头、仓
库等军事设施，一队轰炸“出云
舰”等舰艇。为了达到奇袭的目
的，先由上海以西飞过浦东，然
后由东回西，进入目标区。沈崇
诲抓住战机，率领他的分队冲入
敌阵，迅速投下炸弹，并作低空
扫射，其他分队也随之轰炸扫
射。堆在杨树浦码头上的日军军
火爆成一片火海。下午，第九中
队再次起飞作战，在吴淞口上
空，发现日舰 10 余艘正向南航
行。全队飞机在中队长和沈崇诲
的带领下，向敌舰俯冲投弹、扫
射，乘敌人混乱之际脱离战场，
安全返回广德机场。

8 月 16 日上午 11 时半，沈
崇诲和战友们驾驶轰炸机 7 架

飞临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
舰”上空，投弹致使“出云舰”受
伤。晚上 8 时半，我军炮火猛烈
轰击，又击中“出云舰”，舰身一
部负伤极重，于夜间 11 时驶向
下游维修。

8 月 19 清晨，驻扎广德机场
的第二大队，奉命轰炸在吴淞口
的日舰。沈崇诲与队员陈锡纯驾
驶双座轻轰炸机 904 号，与其他
6 架飞机，飞临吴淞口外的日军
海军第三舰队上空。可是，沈崇
诲驾驶的轰炸机突然发生机械
故障，尾部浓烟滚滚，速度减慢，
脱离编队，继而与大队失联。此
刻，其他飞机已展开攻击队形，
向敌舰俯冲。沈崇诲和副手陈锡
纯毫不犹豫地驾着满载炸弹的
飞机俯冲而下，奋不顾身地向敌
舰撞去，在距日舰 200 米左右处
坠海，壮烈殉国。沈崇诲殉国时
年仅 26 岁。为表彰其英勇爱国精
神，国民政府特追赠其为空军上
尉。与他一起牺牲的陈锡纯年仅
22 岁，被追赠为中尉。后来在周
恩来、郭沫若的支持下，以沈崇
诲为原型拍成电影《长空万里》，
以纪念两位烈士。2018 年上映的

《无问西东》里的沈光耀亦是以
沈崇诲为原型。据《人民政协报》

电影《长空万里》的原型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又名
闻亦多，字友三、友山。1912年
他考入清华后，觉得名号太
多，容易混淆，又不好记，遂改
名“闻多”。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闻
多带头提出要废除那些封建性
的字号，甚至废姓，主张朋友相
称，只呼其名。可是他取了单名
后，一个字的“多”不方便叫，大
家只好连名带姓一起来叫他。
还有在当时同学中间，有时会
给他取绰号“ onetwo”（一、二）
或“widow”（寡妇），这两个英
语单词都是“闻多”这个名字读
音的谐音。于是，他想改一个简
单的双名，不要光叫“多”。这
时，潘光旦、吴泽霖等同学就同
他开玩笑说：“就在前面加个

‘一’字吧，这样又简单又好
记。”他听后非常高兴，遂决定
把名字改为“闻一多”。

但学校的教务处却不同
意改，因为学生的名册已经上
报到教育部。但闻一多毫不灰
心，每逢外国或新的教师来上
课时，在点名的时候，他就郑重
地声称名字掉了个“一”字。在
考试的试卷上和为墙报写稿
时，他统统署名为“一多”。这样
时间一长，闻一多的名字也就
为人们所接受了。最后学校当
局在毕业证和《同学录》上，也不
得不写上“闻一多”的名字了。

据《人民政协报》

古代快递业
也相当发达

快递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属，
古人也有。

中国最早的邮政，可追溯至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并起，
国家纷争，军情传递尤为重要。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是用烽火
来传递军情。在《论语》中，孔子
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行
命”，意思是说一个人德行的传
播速度比驿站传播命令还快。

邮政系统事关帝国的统治。
不管是哪个朝代，都极其重视驿
站的建设。在唐朝，邮政发展到
达了一个高峰。唐朝有陆驿、水
驿及水陆兼办。鼎盛时期，全国
共有驿站 1639 个，从事驿务人员
两万多人，其中驿兵就有一万七
千多人。驿站里，又设有驿马、驿
驴、驿船、驿田。可见，唐朝的邮
政系统，已经很是严密。唐朝的
邮政系统，多数是服务于军事与
行政系统。皇宫里出什么事，皇
帝要下达什么样的命令，就得写
成邸报，由驿夫送到全国各地。
事情的轻重急缓，往往决定了送
信的速度。根据朝廷的规定，有
日行 180 里、300 里、500 里三个
档次。遇到紧急军情，人和马只
能拼命奔跑，从一个驿站奔跑到
另一个驿站。

宋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城市规模的壮大，不可避免
地会发展出新的服务。宋朝之前
的朝代，大多实行宵禁。盛行于唐
朝的坊市制，到宋朝时已经瓦解。

商业的繁荣，让宋朝夜生活
异常丰富，瓦舍勾栏酒肆，这些
娱乐场所俱备。若是宵禁，人民
群众不答应。市场竞争充分，酒
家就得开发新服务来吸引顾客，
推出外卖服务乃是顺理成章之
事。比如有人家做好事了，提前
跟酒店老板一说，某个日子，送
一桌好酒好菜过来。酒家会欣然
答应。南宋皇帝赵构就常常派宦
官到宫外叫外卖，打包好酒好肉
到皇宫里吃。

快递员或者是邮递员，在宋
朝叫做“急足”。洪迈在《夷坚志》
有《陆氏负约》一文，其中提到

“有急足拜于庭，称郑官人有
书。”洪迈是南宋人，可见服务于
平民百姓的邮递员，至少在南宋
之时，已经存在。 据《新民晚报》

腊月之名源自“腊八”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我们常念叨这首
“腊月歌”的第一句是解析腊月
的钥匙。

腊八，源自上古的“蜡祭”和
“腊祭”。《礼记·郊特牲》的记述可
见：每年十二月由天子举行“大
蜡”，伊耆氏（汉郑玄《注》以帝尧
为伊耆氏，唐贾公彦《疏》以神农
为伊耆氏）始立，祭祀护佑农事的
八神，即先啬神（神农）、司啬神

（后稷）、百种（谷神）、农神（田官
神）、邮表畷神（田间庐舍及阡陌
之神）、猫虎（护佑禾苗）、坊与水
庸（堤防、沟洫之神）、昆虫（免虫
害）等。用今天的话，所谓蜡祭，就
是上古人们对所有涉及农业生产
的神祇的感恩之祭。

蜡祭百神，腊祭祖先。蜡祭在
野外举行，腊祭在宗祠；蜡祭的祭
物为农产品，腊祭则是猎物；蜡祭
在年成不好时可能不举行，腊祭
却是年年都有的祭典。但二者都
是举国之祭。《礼记·杂记下》中孔
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中有“一国
之人皆若狂”句，可见当年蜡祭的
盛况。由此，也或能联想到腊祭。

由《礼记》的有关记载可见，
周代有蜡祭、腊祭。其后各代，或
行“蜡”或行“腊”,或将二者结合
起来举行。秦在十二月举行腊
祭，汉代又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
为腊日。《说文解字》所说“腊，冬
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本来只与
祭先祖的腊祭有关的腊日，到汉
时与祭百神的蜡祭也融汇到一
起了。到了南北朝时，定十二月
初八为腊日，从此以后，过了腊
八，也就开始过春节了，因此“腊
八”又称为“腊八节”。

唐初以（腊月）寅日蜡百神 ,
卯日祭社宫,辰日享宗庙；开元定
礼,三祭同于腊月辰日举行。宋以
戌日为腊，后蜡百神、祀社稷、享
宗庙同用戌腊。元明时期,民间仍
有击鼓欢庆的蜡祭遗风。清初依
然举行蜡祭 ,至乾隆十年 ,皇帝下
诏废止。但其祭祀的各种内容被
分散并融入“春节”的各种习俗
当中。 据《北京日报》

闻一多名字的由来
毛泽东：给翻译做注解

上世纪 60 年代，阿尔巴
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来华
访问。翻译范承祚将他在形
容该国“对敌斗争”的形势的
当地俗语译成“河川可寝，仇
敌不眠”。这个译法忠实于原
意，但语句不是很通俗。毛泽
东亲自给这句话加了一个注
解：树欲静而风不止。

朱德：坚决不坐“滑竿”
1963 年，朱德到四川乐山

地区视察，到了峨眉山下。当
地群众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副

“滑竿”（供人乘坐的交通工
具）。朱德坚决不坐，说坐“滑
竿”上山，就失去爬山的意义
了。别人劝他说：“您已是近 80
岁的老人了，又不常来，偶尔
坐一次不算过分。”他说：“偶
尔坐一次也不好。”他终于没
有坐，硬是沿着陡峭崎岖的山
间小路，一步一步攀登到万年
寺。在山上稍微休息之后，他
又一步一步返回原地。

黄炎培：感化日本特工
黄炎培曾经感动日本特

工。黄炎培曾经被当作“学
阀”攻击，只好跑到大连避
难。黄炎培在大连受到了日
本人的严密监视，很是无聊，
就每天写写字，读读诗。一个
人突然来拜访，那个人对黄
炎培说：“我是日本特工，来
监视先生，见先生每天读书
写字日子这么清苦，良心不
安，以后我不跟日本人混了，
跟了先生你了。”

蒋介石：当校长很窝囊
黄埔军校早期，蒋介石

做校长很窝囊，没有什么权
力。有一次，一个司令指着蒋
校长的鼻子说：“你在黄埔办
的是什么鸟学校，老子派一个
营就能把你们这群兔伢子们
给缴了械！”蒋介石也没有吭
声。后来蒋介石受不了这气，
找孙中山去辞职，实在是筹办
军校初期，困难重重，没有权
力搞不成事。不过，孙中山没
有同意。 据《老年生活报》

琐事钩沉

国民党运台黄金今何在
从从大大陆陆运运来来的的黄黄金金存存放放进进

台台北北的的金金库库

闻闻一一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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