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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韩侂（tuō）胄，以“翊
戴之功”官至宰相，封平原郡王。
据载，韩侂胄曾获赐皇家园
林——— 南园。获赐南园后，他穿
山凿泉、造亭建榭，花巨资进行
整修、完善。工程才告竣，韩侂胄
看到园内奇花异草遍布、亭台水
榭林立，不禁喜笑颜开。当看到
一带竹篱茅舍，却不无遗憾道：

“这田园美景，确乎极似，只是美
中不足，缺了鸡鸣犬吠之声耳。”
谁知话音刚落，便听到田庄犬吠
声“汪汪”响起，韩侂胄非常惊
异，寻声一看，原来是工部侍郎
赵师择，正趴在草丛中学狗叫

呢。此举逗得韩侂胄哈哈大笑，
让他极为受用。不久，韩侂胄即
提拔赵师择为工部尚书，时人因
此称赵师择为“狗叫尚书”。

韩侂胄有一宠妾，因小过被
撵出王府。时任钱塘县令的程松
寿善巴结、会逢迎，觉得这是个
好机会，赶紧以八百贯钱将此妾
买回家，夫妻二人亲自侍候，殷
勤事之，供奉如贵宾。数日之后，
韩侂胄果然又想念起这位宠妾
来，派人打听其下落，得知为程
松寿所买，一时大怒，准备拿他
问责。程松寿听说后，赶紧将此
妾完璧归赵。后来，程松寿又出

重金买了一个比此妾更漂亮的
美人送给韩侂胄，韩侂胄大喜之
下，竟重用程松寿为执掌兵政的
同知枢密院事，让那位品格低
劣、治才平庸、只知道请托钻营
的小县令，三两年便跻身朝廷重
臣之列。

韩侂胄作为权臣，大官小吏
的升迁全掌握在他手里。投书献
媚、歌功颂德者不计其数，他们
将韩侂胄吹捧为当代伊尹、后世
霍光，呼为“我王”者，请加九锡
者，不一而足。然而，最后韩侂胄
因罪被诛。伏罪以后，许多朝臣
又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对其挖坟
开棺，枭首示众，以谢天下。而这
些人正是当初跟在韩侂胄身后
溜须拍马的人。 据《北京日报》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
十三，乾隆皇帝离开京城，开始
了第一次南巡，同行的有皇太后
钮祜禄氏、皇后嫔妃，还有随从
大臣、侍卫人员，达2000余人。沿
途地方官吏深知乾隆讲究排场
玩乐，争相逢迎。

地方官知道乾隆好茶，所以
事先已经在附近的天竺准备好
了采茶现场，沿途黄土铺路，装
饰一新，挑选靠得住的茶农进行
了培训。乾隆所到之处，见到的
是一片繁荣盛世的景象，处处莺
歌燕舞，男女老少红红绿绿，兴
高采烈地采茶、炒茶，忙得不亦
乐乎。乾隆巡视一番，甚是高兴。

乾隆回京后，有人向他汇
报，观看的采茶现场是官府事先

准备好的，不是真实场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

月，乾隆皇帝起銮出京第二次南
巡。这次行程减去了不少游山玩
水的项目，增加了视察手工作坊、
阅视河工、体察民情、检阅军队等
实际内容，也降旨减免了一些民
众负担，办了一些具体实事。农历
的二月二十七，抵达杭州。

这一次，乾隆接受上次的教
训，要看到实情。乾隆心想，如果
撇开地方官，自己微服私访，在地
方官吏的层层“监督”之下，恐怕
难以成行，再说地方官也显得没
有面子。不如在视察途中搞个突
然“袭击”，这样于情于理都能说
得过去。乾隆派随从人员乔装打
扮，事先勘察路线，选择现场。一

切准备就绪，通知地方官观茶。
地方官轻车熟路，如法炮

制。乾隆等在地方官的簇拥下，
前往茶场视察。走到半道，乾隆
在随从的引导下，突然变换方
向，向地处偏僻的茶场走去。由
于这里不属于官吏们清除道路
的范围，也没有黄土铺路，百姓
们也不知道皇帝驾到，所以也不
回避乾隆的车驾。因为龙井茶雨
前价格贵雨后贱，为了生计，老
百姓在谷雨前夕，男女相随采摘
嫩茶，艰难劳作。乾隆皇帝看着
忙忙碌碌的茶农，个个穿着破烂
的衣衫，在田间吃着粗陋的饭
食，真正体会到了茶农生活的困
难和劳动的辛苦。

据《羊城晚报》

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
奠基人竺可桢善于从古籍中淘
金，因而取得了丰硕成果。

竺可桢从2岁就开始认字，3
岁背唐诗，5岁进入私塾，上学
后，他不断地向同学和乡邻借各
种书籍来读，打下了深厚的古文
基础。

在查阅古籍过程中，竺可桢
还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考据。他看
了唐代诗人钱起所写的《赠阙下
裴舍人》中的两句：“二月黄鹂飞
上林，春城紫金晓阴阴”，觉得诗
中的时物不相符，为此他查找气
候资料，证实黄鹂于每年4月才

飞抵黄河中下游流
域，而（农历）二月的
长安是不会有这种

鸟的。那么钱起为何将黄鹂北迁
提前了呢？竺可桢又进行了查
证。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在于

《礼记·月令》“仲春仓庚鸣”的备
注中误以仓庚作黄鹂，钱起因之
而误。

作为科学家，竺可桢研究
古籍具有针对性。关于洪水、干
旱、地震、日食、彗星等古籍记
载，对他的科学研究是极为宝贵
的资料。据此，82岁的竺可桢于
1972年发表了毕生研究的成果
《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
究》，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只有100
多年的历史。 据《人民政协报》

蒋介石退败台湾后，
给于右任准备了花园
洋房，他婉拒了，选择
了台北青田街的一
个寓所。后来，他有
时也到台北市北投
溪居住，并亲手写
了“梅庭”二字。他
来这里不是为了避
暑，而主要是避寿。因
为过寿的时候，成千上
万的人来看望他，老人家
不胜其扰。更重要的是，他要躲
开所有请托之人。所以他来的
时候，连侍卫都不带，只有刘延
涛先生和一个老佣人陪着他在
梅庭看看书、写写字。

于右任一生性格豪爽，遇
到前来借钱的朋友，从来都是
慷慨解囊，加上来访的客人太

多，开支越来越大。一向
清廉的他，每到月末常
常是捉襟见肘，有时还
靠借贷度日。有一次，他
迫不得已叫秘书借来一
个金手镯去典当，暂时
渡过难关。这件事被
记者在媒体上披露了
出来。大家议论纷纷，
不可思议。他知道后，
怪秘书嘴不严。秘书
不服气：这有什么，你
一个“监察院院长”穷

得向人家借金手镯典当
过日子，很光荣吗？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逝

世，国民党中央打开他的保险
箱，当时派了一位大员做证人。
打开箱子时，里面有一双他的
布鞋，还有写着“葬我于高山
兮”的诗，此外有一张4000美元
的借条。

据《人民政协报》

明代周新，官至监察御史，
一生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从不
取不义之财。周新任浙江按察使
时，有个想做官的人带着一只烤
鹅到周新家拜见，想让他尝尝
鲜。周新对送礼者说：“不收礼是
我的老规矩！”来者听他这么一
说，把烤鹅放到桌上，转身快步
走了出去。周新见推辞不掉，就
命人将鹅悬挂在大门之上。以
后，凡有人来送礼，周新就指着
悬挂在梁上那只早已风干的烤
鹅说：“如果执意要送，照悬不
误。”从此送礼者绝迹，“周新悬

鹅”的佳话也在民间流传开来。
魏晋时期，西晋名士山涛，

为官三十余年，不仅能力出众，
更因为官清廉受人尊敬。据《晋
书·山涛传》记载，山涛位居礼部
尚书时，有个叫袁毅的人，在鬲
县做官时大肆搜刮民财，因怕人
告发，就向不少朝廷大臣行贿，
他也送给了山涛一百斤丝。山涛
命令家人将这些丝悬挂于梁上
而不用。后来，袁毅贪赃的事情
败露，凡是受过他贿赂的都要被
追究，朝廷派人到山涛府上查探
时，只见那百斤丝仍悬挂在梁

上，“积年尘埃，印封如初”，众人
不禁钦佩山涛为官清廉。从此，
山涛就有了“悬丝尚书”的美名。

东汉时期，羊续为南阳太
守，一位官吏知道他喜欢吃鱼，
特意给他送来一条鲜鱼，羊续推
辞不过，只得将鱼悬于屋外柱子
上。后来，这位官吏再来羊续家
送鱼，羊续指着高高悬挂的鱼
说：“上次送的鱼还挂在那，已成
了鱼干，请你一并拿回去吧。”此
事传开后，百姓无不称赞，敬称
其为“悬鱼太守”。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周恩来：
飞机上看家乡

从1910年春随伯父赴东
北，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周恩来再没有回过故乡
淮安。他的秘书王伏林曾回
忆：“总理经常思念淮安，思念
家乡。那年总理从广州飞北
京，快到淮安上空时，特意走
到驾驶舱中，从飞机上看淮
安。” 据《快乐老人报》

鲁迅：
书籍文具井然

鲁迅衣着随便，常给人以
不修边幅之感，但与此形成鲜
明比照的是，他身边随时使用
的文具和书籍等，却一向规矩
整齐，一尘不染。

许广平回忆说：“如书籍
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
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
手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
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
经他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
不许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
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
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
师是会有配错药的危险的。’”

据《天津日报》

冯玉祥：
隐居“读书救国”

1933年8月18日，被迫离
开抗日战场到泰山隐居的冯
玉祥将军，在到达泰山后的
第二天，便给自己和部下下
达了一项“新任务”，这便是

“读书救国”。
1933年8月22日，冯将军开

始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其
他科学知识，请范明枢为他讲

《左传》。接着，冯将军又请来
了多位学者，由陈豹隐讲授唯
物辩证法，李季谷教授讲授西
洋史，李达讲授马列主义，陶
行知等抗日爱国人士讲述分
析国内外形势。冯将军还出面
牵头，把众学者组织起来，在
普照寺成立了一个“研究室”，
订阅了多种报纸杂志，分别对
国际国内问题进行研究。

冯玉祥对学习要求十分
严格，往往学习到深夜。在《我
的读书生活》中，冯玉祥曾写
道:“这些书可以使我获得正确
的人生观。” 据《天津日报》

华罗庚是著名的数学家，
但他的文学造诣也很深。他不
仅喜欢作诗，而且十分擅长即
兴作对联。

1953年春，中国科学院派出
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钱三
强任团长，华罗庚作为代表团
成员也一同前往。在北京到莫
斯科的长途火车上，路途漫漫
无聊之际，华罗庚突然来了灵
感，用团长钱三强的名字出了
个上联请大家作对：“三强韩赵
魏。”一车厢几十位科学家想了
半天，也没有对出下联，最终，
还是华罗庚自己公布了答案：

“九章勾股弦。”“九章”既是指
记载了勾股定理的古代数学名
著《九章算术》，又暗指代表团
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对
联生动贴切、妙趣横生。

据《人民政协报》

乾隆巡察搞突然“袭击”

竺可桢古籍淘金 韩侂胄提拔“狗叫尚书”

古代官员三悬挂明志

包拯也上当
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期间，

有个人犯了法，按律当处以杖
脊（打脊梁）的刑罚。杖脊，可是
重刑，他就想方设法买通了包
拯手下的一个小吏，求他想办
法，减轻处罚。小吏就与犯人密
谋：“判决后，府尹肯定会把判
决文书给我，让我执行。到时你
只管大声呼叫喊冤，我一定同
你分担刑罚。”

过堂这天，包拯命人带上犯
人，审完之后，果然把处以杖脊的
判决书交给了小吏，他对小吏说：

“执行吧。”就在此时，犯人连连高
喊冤枉，极力为自己的罪责辩解
开脱。小吏故意大声呵斥：“别废
话，你就应该受杖脊之刑，快快受
罚吧。”

包拯一向刚正不阿，公正
严明，极其看不惯恃强凌弱、仗
势欺人之徒，怎能容忍自己身
边的人如此嚣张，不让犯人申
冤呢？他决心打击一下这个小
吏的嚣张气焰。于是，他当堂责
骂小吏，并命令将小吏拉到庭
上，杖刑十七。转而，居然对犯
人宽大处理，将杖脊改为杖坐

（打屁股），从轻发落了。
据《沧州晚报》

孙曰恭因名失状元
明朝永乐年间，有个读书人

名叫孙曰恭，历经二十多年苦
读，终于以贡士身份到京城参加
殿试。

孙曰恭在殿试中成绩突出，
阅卷官按“三甲”录取。阅卷官将
三份考卷呈送皇帝，孙曰恭的卷
子放在第一，初定为状元，另一
位名叫邢宽的卷子放在第二，初
定为榜眼。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中选
的考卷由皇帝过目，他认可后，
用朱笔在姓名上加点才算正式
通过。

这时皇帝明成祖朱棣已六
十多岁了，两眼老花，他一看“孙
曰恭”的名字，心里就恼火。旧时
写字是竖行，从上往下写的，将

“孙曰恭”中的“曰”字和“恭”字
合成了一个“暴”字，这样“孙曰
恭”就成了“孙暴”。

老皇帝怒道：“本朝一向施
以仁政，何来暴政！”说罢，将这
份卷子扔到一边。

明成祖接着看下一份“邢
宽”的试卷，老眼昏花的他误将

“邢”字看成了“刑”，赞道：“本朝
爱民如子，慈悲为怀，刑法甚宽，
这刑宽好！”

说罢，红笔一点，邢宽就当
了状元。 据《扬子晚报》

华罗庚巧作对联于右任一生清廉

于于右右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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