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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天福（1229-1302），字君
祥，元初名臣。他刚直不阿，疾恶
如仇，在任监察御史时，因其铁
面无私使朝中权臣忌惮不已，深
得元世祖忽必烈器重。

姚天福初任监察御史，即做
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当时，
君臣议事皆穿便服，姚天福却身
着朱衣，手秉笏板，昂首步入朝
堂，满朝大臣无不震惊，不知他
要干什么。见到忽必烈后，姚天
福慷慨陈词，弹劾阿合马营私舞
弊，专权乱政。看到忽必烈将信
将疑的样子，姚天福果断请求与
阿合马当场对质。阿合马听闻后
非常愤怒，对姚天福极为不满。
在大殿上，姚天福正气凛然，从
皂囊中取出奏章，列出阿合马的
二十四条罪状及证据，但只读到
第三条，忽必烈为之动容，对百
官说道：“就此三条，已罪不容
诛，况且还有其他罪行呢！”阿合
马吓得惊慌失措。

忽必烈高度赞扬姚天福肃
正纲纪的气魄，赐名“巴尔思”，
表彰他不畏权贵的如虎精神，并
下谕曰：“如有敢违祖训，违法乱
纪者，你要继续严厉抨击，不要
纵容。”

大名路镇守者小甘浦暴戾
恣睢，常以打猎为名，抢夺民财，
杀人放火，百姓苦不堪言，纷纷
鸣鼓申冤。姚天福的前任御史曾
奉命查办，结果被小甘浦殴打而
回。忽必烈再次接到告状后，遂
派姚天福前去调查。姚天福微服
私访，将不法之事一一查实，为
防夜长梦多，直接将小甘浦捉拿
归案。面对姚天福的审问，小甘
浦只得尽数招认。但由于他是
忽必烈的宠臣，却被忽必烈强
行下令释放。小甘浦恃宠而骄，
竟骑马于台门大骂御史，姚天
福又将其逮捕，并从佩包中搜
出行贿的罪证。忽必烈仍不欲
论罪，姚天福据理力争，忽必烈

推托道：“小甘浦虽犯死罪，但
因救过我的性命，我曾免他十
死，如今怎么能杀他呢？”姚天
福正色道：“他已犯下十七次死
罪，陛下赦他十次，仍有七死应
当是谁的？”忽必烈无奈，终命
人将小甘浦绳之以法。

作为监察御史，姚天福对自
己的职责有清醒的认识，当忽必
烈想厚加赏赐，以表彰他对朝廷
的忠心时，姚天福谢绝道：“我的
职责就是弹劾臣僚们的错误，惟
恐辜负了您给我的俸禄，怎敢再
贪心于优厚的赏赐，而加重我的
罪过？”姚天福不仅忠实履行肃
正官邪、纠察吏治的职责，对于
朝政中的得失，他也直谏不讳，
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新元史》说道：“汉之汲黯，
宋之包拯，元之姚天福，所谓邦
之司直者也。”此言可说是对姚
天福的准确评价。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铁面御史姚天福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
在浙江绍兴东关镇一个米粮商
人家里。1905年，竺可桢考入上
海的澄衷学堂。此时，他父亲生
意惨淡，家里经济十分拮据，喜
欢读书的竺可桢几经请求，父亲
最终同意了他读书的要求。

因为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竺
可桢在学校非常刻苦，这也导致
了他矮小瘦弱，老是一副病恹恹
的样子。当时一个叫胡洪骍的同
学，在背后与人打赌说：“竺可桢
活不过20岁。”竺可桢无意中听
到这句话，惊出一身冷汗，从此

开始锻炼身体。这位叫胡洪骍的
同学，不是别人，正是后新文化
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适。

1910年8月，二人同赴北京
参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
拔考试，竺可桢和胡适都被录
取。9月，美国邮轮“中国皇后”号
于上海吴淞港起航，竺可桢和胡
适在船上碰面了。此时已经20岁
的竺可桢提起胡适和其他同学
的“打赌”，胡适不肯认输，说：

“你虽然已经活过了20岁，但看
你的形容，你无论如何活不过花
甲，更不可能比我还长寿！”在美

国留学后，这两位老同学又开始
打赌，胡适说，“你要是活到了60
岁，我在你的寿筵上当着你所有
亲友的面给你磕三个响头；你要
是比我活得长，你可以在我的尸
体屁股上踢一脚！”

胡适后来去了台湾，竺可桢
留在大陆，竺可桢60大寿时，胡
适没有机会给他磕那三个响头；
而胡适逝世时(1962年)，竺可桢
也没办法在他的屁股上踢一脚。
不过竺可桢和胡适打赌谁的寿
命长的故事，在中国的文化科学
界广为流传。 据《北京晚报》

民国文人的清贫
蔡元培，
临终欠医院千元医药费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
任国府委员、司法部长、教
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研
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
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
可谓“位高权重”。可是你能
想象到吗，如此伟大的一位
人物竟然也会贫困交加。蔡
元培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
端拮据，生病后无钱请大
夫，常常苦熬支撑。但是即
使如此他仍不忘周济别人。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
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
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
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
长逝。蔡元培死后无一间
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
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
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
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贫
叫人落泪。

傅斯年，
等稿费买布做衣御寒

傅斯年，一位被称为是
“老虎”、“大炮”的强势人
物。傅斯年向来以霸气著
称，但他也有英雄气短的时
候。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
因脑溢血病逝。逝世前几
天，他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
杂志》赶写文章。原因是急
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
他对妻子俞大綵说：“你嫁
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
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
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
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
们。……你不对我哭穷，我
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
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
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
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
不足以御寒。”几天后，董作
宾把稿费送到傅家。俞大綵
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
欲绝，泣不成声。此时傅斯
年已命归黄泉，再不需要棉
裤了。

梅贻琦，
手握巨额基金无钱养家

1955年11月，梅贻琦从
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
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
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
额巨大的清华基金，所以台
湾的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
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
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
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
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
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
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
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
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
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
薄，无法汇钱照料。1962年5
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
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
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
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
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
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
皮包启封。原来里面装的是
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
楚楚地列着。在场者无不落
泪。 据《大连日报》

明朝正德14年，王阳明平定
了宸濠之乱，任职南昌。许泰、张
忠、刘褮等佞臣为抢功，以搜捕
余党为名，率领两万北军来到南

昌，接连不断地挑起事端，企图
激怒王阳明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加以陷害。然而，王阳明泰然自
若，以礼相待，反而得到了北军
众将士的钦佩。

三人万般嫉妒，一计不成又
生一计。他们自以为北方人擅长
射箭，而王阳明这个南方人射箭
功夫一定很糟糕。所以，他们提
出比试射箭，想让王阳明当众出
丑，达到羞辱的目的。

王阳明本不肯，可三个佞臣
以为他胆怯，不敢应战，就更加
骄横跋扈。由于三人三番五次的
相逼，王阳明无法拒绝，只好回
答：“下官一介书生，怎敢与诸公
较艺？请诸公先显身手吧。”

很快，三人射完了，结果，除

了许泰和张忠各有一箭射中靶子
的边缘之外，其余七箭全部脱靶。

三人面红耳赤，但仍心存侥
幸，以为王阳明不如他们，就不
依不饶地对王阳明说：“我们自
从跟随圣驾，久不操弓执矢，手
指生疏了，务求老先生射一回赐
教。”王阳明再三推辞，三人就是
不肯放过。他们是想等着王阳明
出丑，以挽回自己的颜面。

迫不得已，王阳明只好取来
弓箭，对三人说：“下官初学，休
得见笑。”说完，挽弓搭箭，嗖！
嗖！嗖！三箭射出，均中靶心。

在场的南北军将士欢声雷
动，齐声称赞。许泰等三人则尴
尬不已，特别是当见到自己的北
军部下均折服于王阳明时，害怕
失了军心，不敢再寻衅滋事，草
草带着北军打道回府。

据《半岛都市报》

竺可桢与胡适打赌谁活得长

王阳明被逼射箭

李谐是东魏时期的名士，他
学识渊博，口才出众，常常作为
东魏的外交使臣出访南朝，其辞
辩风采轰动江南，令人倾倒。

其实，李谐是有生理缺陷的。
一是有些跛足，二是脖颈上长有
一个肉瘤，三是有些口吃。这就奇
怪了，一个口吃之人怎么会口才
出众而且善于外交辞辩呢？用他
自己的话说就是“善于掩饰”。

原来，针对自己的三大缺
陷，李谐极其注意掩饰，一贯坚

持“二慢一仰”的做法。就是说，
为了掩饰跛足，他走路徐行，使
步履沉稳；为了掩饰口吃，他说
话意在口先，慢条斯理，使口齿
清楚，掷地有声；为了掩饰脖颈
上的肉瘤，他就仰脸讲话，使肉
瘤隐于衣领内。

由于李谐善于掩饰缺陷，不
仅可以正常生活，而且还可以担
当国家使节这样的重任，使之在
外交场合游刃有余。

据《燕赵老人报》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
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
大名臣”。他虽然身居高位，
但廉洁奉公，生活十分节俭。

有一次，有位官员前来拜
见左宗棠。当时正是严冬，天
气非常寒冷，左宗棠只穿了一
件普通的布袍出门迎接。官员
见左宗棠穿着如此朴素，连一
件像样的皮袍都没有，非常感
慨。左宗棠把官员迎进书房
后，脱下外面的布袍，只穿了
一件很旧的夹袄。

官员发现，左宗棠夹袄的
衣袖上居然套着一副布套，就
好奇地问他，这是何用意？左宗
棠笑着说，他平时喜欢读书写
字，只要有空就要练上一会字，
时间长了，衣服的袖子就被书
桌磨破了。于是他便叫家人特
意做了一副布套套在衣袖上，
一来清洗方便，二来衣袖不容
易被磨破，可以省去缝补的衣
料。左宗棠的门人为它取名

“宫保（因左宗棠加太子少保
衔）袖”。

一来二去，“宫保袖”被众
人所知。人们对左宗棠更是尊
敬，纷纷效仿起来。

据《环球人物》

李谐避短担外交使臣重任左宗棠的“宫保袖”

黎元洪：不当“副元帅”

袁世凯封黎元洪为武义
亲王，并且派了自己的一名亲
信去打探消息。“使者”来到
后，黎元洪保持他一贯的作
风，一言不发，像个木头人。但
当来人叫他“王爷”，并转告
说，袁世凯还准备加他“副元
帅”、“辅国大将军”等荣誉称
号时，黎元洪突然发声说：“你
们不要骂我！”

刘德愿：哭出来的刺史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贵
妃殷淑仪去世，刘骏很悲痛，
屡率群臣凭吊。一次，他对秦
郡太守刘德愿说：“卿哭贵妃，
若悲恸当有厚赏。”刘德愿即
嚎啕大哭，如丧考妣。刘骏见
他哭出了“忠心”，即将之提为
豫州刺史。 据《老年生活报》

宋太祖开门办公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

后，立即下了一道命令：凡是他
办公的地方，办公时间殿门必
须全部打开。丞相范质不解。宋
太祖说：“这就好像是我的内
心，赤诚待人，公正无私，人们
都可以通过殿门看到呀！”这种
开门哲学不仅使宋太祖赢得了
好人缘，而且对北宋早期的稳
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宋建立后，国力强大。
一次，吴越国君钱俶到汴京城
朝拜宋太祖。钱俶到达京城
后，立即派人到皇宫打探风
声。打探的人回来说：“宋太祖
办公室的殿门都开着呢！”钱
俶听后便把心放了下来。因
为，宋太祖的殿门全部打开，
就说明他没有什么阴谋。其
实，宋朝上下官员都请求扣留
钱俶，然后占领吴越国的封
地。宋太祖说：钱俶前来朝拜，
以示友谊，我怎么能使用阴谋
诡计占领他的封地呢？在告别
的时候，宋太祖把群臣的奏章
封存在一个箱子里，当作礼物
送给钱俶，并告诉他在途中秘
密观看。钱俶看了那些奏章，
既感激又害怕。若不是宋太祖
开门办公，自己的小命早没有
了。回到封地后，钱俶主动归
顺了大宋。 《团结报》

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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