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tjrb1525@163.com文史10
2021年1月2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 美术编辑：卞锐

拾遗功勋卓著的

开国元勋们堪称

“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的

勤俭标杆，发生在

他们身上的吃喝

节约故事俯拾即

是，尽展其吃苦在

前、不讲享受而艰

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现撷取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

彭德怀等在这方

面的实例叙之。

董必武：舍车骑马
1948年春，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的董必武在

地方视察工作，外出时，董必武和警卫员都是骑马出行。这
一天，董必武下乡视察工作，司机班老段开来了吉普车。大
家恳切地对董必武说：“董老，您就乘车去吧！”
董必武平静地看着大家说：“车先停下。”然后，他接着

说：“我今天事情不急，想考考你们的算术成绩。假设咱们
那3匹马，每匹每天吃25斤草料，它们一年能吃多少斤？”大
家有的心算，有的笔算，都准确地算了出来。
董必武又说了第二道题：“假设吉普车跑1公里路用3

两汽油，每天跑50公里，一年要用多少油？”此时，战士们明
白了董必武出题的用意。其中一名战士说：“首长，我们明
白了——汽油又缺又贵，坐车比骑马消费大得多。”
董必武严肃地说：“我是管财经工作的，我也好，你们也

好，都必须精打细算。能节约一个铜板和一滴油，前线就多
一分胜利的保证，人民就减轻一点负担。吃苦耐劳，艰苦奋
斗，不图个人安逸享受，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是我
们每个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本色呀！丢了它，就很难做一
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马一浮：不为五斗米折腰
马一浮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和书法家，与梁漱溟、熊十力

合称为“现代三圣”。马一浮性格刚强，是非分明，凡是他认
为不合情理的事情，不论对方如何游说，他都会坚持自己的
原则，概不答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

院”。没过多长时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当时，一些附庸
风雅的权贵想到在当地教学的马一浮，希望他能出面，写上
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一开始，他们派了一名副官去找
马一浮商量此事。那名副官见到马一浮后，一幅趾高气扬
的样子说道：“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我们希望你能写一篇
墓志铭，要赶紧写成。”马一浮并没有和对方计较，而是心平
气和地回答道：“老朽虽已年迈，但也懂得自尊，况且久不执
笔写文章了，还请你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那位副官吃了
“闭门羹”，只能悻悻离去。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秘书又被派了过来。这次，来人说
了一大堆客气话。不过，马一浮却一直坐在椅子上一声不
吭。来人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直接对马一浮说道：“对您来
说这并不算多大的事情，再说，孔部长也绝不会让您老白写
的，他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听了对方的话后，马一浮一下
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道：“我虽是一介寒儒，但从不
为五斗米折腰，更知道自尊的重要性。我是不会为他们写
上一个字的，你还是请回去复命吧。”最后，那位秘书也碰了
一鼻子灰后无功而返。

溯源：何谓十八般兵器
“十八般兵器”的说法源于“十八般武艺”，并不见于中

国古代正规史书，只在笔记杂文、小说戏曲中有所提及，且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明代有人认为，十八般武艺指弓、弩、枪、刀、剑、矛、盾、

斧、钺、戟、鞭、锏、挝、殳、叉、耙头、锦绳套索和白打。但白打
指的是拳术，不是兵器，因此所推出的兵器只有“十七般”。
《水浒传》第二回提到十八般武艺，有矛、锤、弓、弩、铳、

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
京剧《打渔杀家》中介绍的大十八般武艺是刀、枪、剑、

戟、斧、钺、钩、叉、镋、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和流星；
小十八般武艺则是手撑子、小攘子、拦马橛、虎头钩、双手
带、二人夺、铁尺、杆棒、梢手棍、三截棍、七节鞭、金镖、银
镖、毒药镖、弩弓、袖箭、五色飞蝗石和紧背花装弩。
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用的

兵器都不尽相同，要想以十八般兵器全部概括是不可能的。

匡衡：缺乏自律毁前程
匡衡“凿壁借光”可谓妇孺皆知，功夫不负有心人，匡衡

后来成为经学大师，连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奭都拜他为师。
但是，有些人在辉煌发达或位高权重时，因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人生往往会出现“拐点”，匡衡也没能走出这个怪圈。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刘奭即位，匡衡很快被提拔

为光禄大夫，甚是风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元帝又
提拔匡衡担任丞相，并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汉制凡是封
侯者，都要赐予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其采邑。匡衡当时的
封地有3100顷，封地中的租税都归匡衡享用。对于昔日那
个“凿壁借光”的穷孩子匡衡来说，这笔财富堪称巨大。
可能是因为匡衡位高权重，当时量地人给匡衡多圈了

400顷封地。当下属向匡衡报告这件事后，匡衡不愿吐出
这块到嘴的肥肉，地方官员畏惧他的权势，也不敢得罪他，
便曲承其意，匡衡乐得其所。《汉书》记载，匡衡后来派仆
人到这块地上收谷达千余石。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有人向元帝举报匡衡侵占土

地，尽管匡衡位极人臣，很得元帝器重，但这样明目张胆地
违法，元帝如何能容忍？最终，匡衡被撤职法办，他的爵位
和封地都被剥夺，并且被贬为庶民。

刘少奇
“任何时候也不能浪费劳动

人民的劳动果实”

1956年6月，刘少奇到庐山参加党中央
重要会议期间，工作十分繁忙，有时甚至工作
到凌晨三四点钟。身边工作人员为此总想把
伙食搞好一点，每餐给他加点菜。
刘少奇知晓后说：“别加菜了。不能特

殊，应按大会规定标准办。”有时他上顿没吃
完的丁点儿菜，也要服务员留到下次给他热
一下再吃。有一次，他发现上顿吃剩的几片
苦瓜没给端上来，便催问。服务员不安地说：
“剩下的菜已倒掉了。”

他听后，语重心长说：“这些都是农民的劳
动成果啊，倒了太可惜了。我们任何时候也不
能浪费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啊！”又说：“下次
剩下的菜一定不要倒了，要留着下餐吃。”
1959年11月，刘少奇一行到海南岛休

假，实质是同一些同志潜心共读政治经济
学，研究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带“寿”字的大
蛋糕。他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
的？赶快拿走！”然后问王光美知道否？为何
不制止？她说，事先也不知道。他强调说：
“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
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
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为锻炼子女独立生活能力，即使值我国

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也把3个孩子送校寄
宿，伙食差到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他身边的
工作人员心疼且几次建议接回来吃住并跑校
一段时间。可刘少奇不同意，坚持让孩子们
在校与同学们同甘共苦。他认为，“让孩子们
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是有好处的，等到他们为
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鞭策他们为人民办事
做得更好，再不让人民吃不饱饭”。
1962年，刘少奇伙食办公室的同志见他

总是通宵达旦太辛苦了，在一次党小组会上
议过后，按规定给刘少奇夫妇申请了每人每
天五毛钱的夜餐费，加进伙食费中，此事一直
瞒着刘少奇夫妇二人。每月两人共30元钱。
两年多后，刘少奇无意中发现此事，让王

光美去查伙食账。他知悉原委后，理解工作
人员的心情没多作批评，但还是立刻召集身
边人开会说：“这样做是不应该的。我的生活
由我自己负责，不能要国家补贴。我向来有
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
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
什么夜餐费？请你们计算一下，一共补助了
多少钱？从我的工资中逐月扣还，补了多少
就退还多少，一分钱也不能少！马上给公家
退回去！”工作人员再三坚持说：“这是按规定
办事，以后不补就是了，过去的就不要退还
了。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
钱……”他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
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下共

领了两年多补助，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
此后，刘家生活费从每月 150元降为

120元，伙食大打折扣。近3年夜餐费数字
不小，刘少奇提出，每月从他工资中扣还100
元。这样一直扣了将近一年才全部还清。

1964年7月，刘少奇到山东济南了解情
况。中午，招待处备了一桌丰盛宴席款待
他。他严肃地说：“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农民
吃好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
来人，有便饭就行了。”在他的坚持下，服务员
只好将酒席撤下去，换上便饭，他这才高兴地
坐下来进餐。

周恩来
“这杯茶我带去，还可以继续喝”

周恩来的家常饭、工作餐一向从简，主食
常吃粗粮，副食常是一荤一素一汤，吃剩的要
留下餐吃。他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
每次吃完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
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一位专机机长
回忆，有一次看到：周恩来吃饭时掉了个饭粒
在桌上，连夹两次才夹住，笑着放进嘴里。

1963年年初，周恩来痔疮发作到杭州疗
养期间，仍带病坚持工作至深夜，也从不吃夜
宵。工作人员见状就暗自让厨师在给他炒的
菜里多放点肉丝。细心的他发现后毫不客气
地说：“这盘菜太多了，这次吃不完下次再
吃。”结果这盘菜果真吃了两餐。

不仅菜是如此，甚至连一块霉豆腐也是
同样的命运：早餐吃不完，周恩来也不允许厨
师把它倒掉，要放起来下次再吃。

周恩来不抽烟，仅是喝杯茶以提神，可他
一上午只准泡一杯。接待外宾时，泡好了茶，
若遇事离开时，他马上不忘端起茶杯说：“这
杯茶我带去，还可以继续喝，不要另外泡了。”
有时茶冲了一两次水就得出门时，他就把杯
里的茶叶也吃了，说倒了很可惜。

1958年11月底，周恩来、贺龙陪同外宾
参观湖北孝感应城红旗人民公社。县委本来
精心备了丰盛菜肴，但是周总理审查菜单时
要求只准简单备上“四菜一汤”，还不忘叮嘱：
“要把原先准备的另外菜肴，全部送给敬老
院、妇产院和幼儿园。”

坐定后，周恩来高兴地请社员们先吃，社
员们则请周总理先吃，他干脆站起来亲自为
他们夹起荤菜来。周恩来边为群众夹菜边动
情地说：“你们劳累辛苦，吃点鱼肉多补补身
子。”说罢，最后才往自己碗里夹了些豆芽、菠
菜等。

1959年5月底，周恩来夫妇回母校南开
视察工作。参观到下午1点多时，他径直到
教职工食堂吃饭。

饭点已过，只剩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
条。只见周恩来走进厨房亲切问候炊事员
们，伸手去与双手沾满棒子面的赵师傅握
手。看到笼屉上还剩棒子面窝窝头，问过价
钱后说：“挺便宜，我买两个。来一盘熬萝卜，
再加两分钱咸菜。”并招呼随行的省、市领导
同志和新闻记者：“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
好去参观，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
坐下来一起吃，我请客。”说完津津有味地大
口啃起窝头来，边嚼边风趣地讲起中学时代
在校长张伯苓家吃贴饽饽熬小鱼之事。

幸好还有个病号留下的鸡蛋，炊事员连
忙用它做了碗热汤给端上来。周恩来客气地
说：“不用了，随便吃一点，不是挺好吗？”吃完
他叮嘱随行秘书务必把这餐饭所需粮票和
钱，如数交给食堂。

1966年7月的一天，他到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听学生们开辩论会。辩论结束已到午
饭时间，他便与同学们到食堂吃饭。

随行秘书帮他选了肉片烧茄子外加一个
馒头。他提醒说：“你付钱。”他亲眼看着秘书
按价付了0.25元后才一手端菜、一手拿着馒

头走到餐桌坐下吃起来，与学生们边聊边吃。
这时，厨师为他送来一碗“高汤”。饭毕，

他还不忘叮咛秘书把这碗汤钱也补交上，厨
师不肯收钱。他认真说：“你不收，我就不
走。”厨师见状，只好收取补交的5分钱，他这
才满意离开。

朱德
“还是粗茶淡饭最相宜”

朱德常说：“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
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能到工农
中去了。”朱德毕生不讲究吃用穿戴，这并非
寒酸，而是清廉，是一种令人敬慕的朴实不特
权、与民同甘苦的共产党人生活态度和风范。

朱德平时饭菜十分简单，副食以素菜为
主，有时只吃自己做的泡菜。他的厨师曾回
忆：说起来可能有些人不相信，多年来我给老
总做的每顿饭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
个汤。三小盘菜中，一盘是带点鱼和肉的荤
菜，其余两盘都是普通素菜，汤是普通蛋汤或
青菜汤。逢周日或节假日，孩子们回来，人多
了，每顿也都是普通家常便饭。老总最反对
的就是铺张浪费，摆谱显阔气。

朱德不仅终生以节俭为荣、以浪费为耻，
并教育子孙也如此，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
两袖清风的楷模。

据朱德的子女回忆：“父亲始终保持着战
争年代的俭朴作风。他每顿饭差不多都是一
碗米饭、一小盘素菜、一小盘自己家里腌的泡
菜，另一盘菜里几片肉，一小碗汤。”

朱德夫妇的粮食定量每月共26斤，根本
不够他一大家子（包括他兄弟姐妹们的子女）
吃。孙子刘建回忆说：“分的粮食不够吃，就
自己种地。现在的中南海里边种的都是花，
我们小时候，都在院子里开地，种粮食、种
菜。”像极了微缩版“南泥湾”。

朱德还宁愿常去买些粗粮拌上野菜做
窝窝头吃，也绝不让国家负担自家粮食。朱
德夫妇多年习惯春天到地里挖野菜吃。尤
其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更是坚持不吃
肉。餐桌上摆的是马蓿菜玉米面窝窝头，他
带头大口大口吃得香甜。家人觉得他年纪
大了、劝他别吃野菜粗粮了，可他笑着说：
“现在比长征时吃得好多了，那时马蓿菜是
最高级的野菜。”

见家里人多，厨师炒菜时便拿猪油在大锅
里擦两圈，再把菜下到锅里后倒点水、撒点盐，
炒好后拿个脸盆盛端桌上。看到孩子们不愿
吃野菜，朱德严厉地说：“长征时，多少同志因
没东西吃而牺牲了。”他要求孩子们：“以后都
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回
家来就到大食堂吃饭，一点儿也不要特殊。”

1957年朱德视察昆明期间，省领导虑及
他已年逾古稀便令宾馆工作人员把伙食标准
定高些，可严于律己已成习惯的朱德再三提
出不要超过平时伙食标准。

数日后，检查接待工作的省领导发现朱
德的伙食费远低于规定标准，就吩咐做些燕
窝、银耳给他吃。朱德见到“燕窝煮鸽蛋”后，
委婉批评说：“你们对我照顾得很好，别再搞
这些昂贵东西给我吃了，要看到普通群众生
活还很苦。”接待人员再三解释，朱德严肃地
说：“我身体很好，不需要那些高级食品。这
次燕窝的钱我付，下次再弄，罢吃！”

又过数日，燕窝上桌。朱德生气地一口
也不吃，还让夫人专程去商店问燕窝价格。
从此，工作人员常给他做些青蚕豆焖饭、炒香
椿、豌豆尖等地方风味的家常便饭，他吃饭时
常欣慰地说：“还是粗茶淡饭最相宜！”

1960年春，朱德回乡视察，一连几天他
极力要求做几样简单家乡菜就行。后来有一
天，仪陇县委领导见他一直吃家常饭、睡木板
床，很过意不去，便备了一餐较丰盛的晚宴。
朱德厉言：“在南充地委，我就提出回故乡的

约法三章：一是不要限制我的行动，我想上哪
儿就去哪儿；二是我愿找哪个人谈话就找哪
个人谈；三是饭菜自己点。我提的你们忘了
吗？你们专门为我设宴，我吃得下去吗？你
们给我做些家乡饭，省钱又简便，我吃起来也
高兴。”

县委领导见朱德批评得严厉、中肯，只得
撤下晚宴。朱德笑着点了菜：“我吃豆芽、菠
菜、魔芋豆腐，外加一份侧尔根（即鱼腥草）。”

彭德怀
“每天大吃大喝，这个家还能

当好吗”

彭德怀的严于律己与艰苦朴素从革命战
争时期起就一直颇为出名，对那种奢侈浪费
的不良作风，他始终深恶痛绝。常外出视察
的他很注意地方上的一些接待细节。他要求
工作人员无论到哪里，都要打招呼——“不准
请客、送礼，不准搞特殊”。

1955年的一天，彭德怀下榻山东省烟台
某招待所。他一进屋，只见桌上摆满了高档
水果、香烟和奶糖，便心生不悦。他让警卫员
把招待所所长、管理员叫来，请他们坐下，首
先表示感谢，然后问：“咱们有没有招待费？”
所长回答：“有，有，还有不少哩。”

彭德怀说：“那只能招待外宾。你们想一
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来，把自己当成
外人，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
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
喝白拿，再弄个双份。为老百姓想一想，他们
应该生气吧！这不像为他们当家作主的样子
吧？人家不应该喜欢这样的当家人吧？升官
发财搞特殊，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咱们共产
党人，不能向他们学习吧？咱们的国家、人民
还很困难哟！”

彭德怀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使所长和
管理员深受感动，他们当即撤了桌上的东西，
并保证今后改正。

1966年3月底，彭德怀在成昆铁路建设
中不顾山高路险，轻车简从视察畜牧场，全面
了解农业和畜牧业并看望此处知青。探望彝
族牧民家庭后，彭德怀一行人在有畜牧场的
场部食堂吃了顿午饭。餐桌上摆满了羊肉、
猪肉等丰富的饭菜，彭德怀见当地牧场领导
搞得有点复杂，顿时神情严肃起来。

畜牧场领导连忙告诉彭德怀说，这些肉
和菜都是场里职工种养的，没有额外多摘些
什么。彭德怀这才放心地与大家一起围桌用
起了这顿便餐。食堂按每人0.2元计收了彭
德怀一行的伙食费，彭德怀一行付费后离开。

视察完毕，彭德怀在车上与畜牧场具体
经管者景希珍畅谈起畜牧场观感来。忽然，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不紧不慢问起午餐的事：
“饭菜是职工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白吃，交
了饭钱没有？”景希珍告诉彭德怀已交付还开
出了发票。彭德怀详细询问后才放下心来。

当晚9点，在西昌招待所住定后，彭德怀
又叫景希珍把发票拿来让他看一看。他一看
每人只收了两角钱，便着急地说：“太少了，以
市价计，6斤肉要4元2角，还有其他饭菜，要
10元才算公道，至少还要补交8元钱才行。”
彭德怀立即亲笔给畜牧场党委书记田兴成写
了一封信，吩咐景希珍将信和现金尽快派人
带到畜牧场。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贰角
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
贰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
人已给贰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
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经重新核算，最后补交了这笔餐费，彭德
怀这才放心地笑了。

●

●

史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