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名人春节的温情故事
陈保琳

于慎行是明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他天资聪颖、才气逼人，《明史》中评价他“学
有原委，淹贯百家，博而核，核而精”，然而他
更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厚道。
于慎行二十三岁中进士，二十五岁授翰林

院编修，参与修《肃皇帝实录》。万历四年，年
仅二十七岁的他便成为明神宗朱翊钧的老师，
负责讲授《四书》和《资治通鉴》。有一次，于慎
行等人授完课，神宗情绪不错，让人拿出许多
宫中珍藏的历代字画，叫他们在上面赋诗题
字。这是件极为荣耀的事，可以名传千古。于
慎行很快作好诗，但他自知字写得不好，于是
便请人代题上去，事后他当着皇帝的面，坦承
此事。神宗听了，不住地点头，当即写了“责难
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于慎行的恩师，

他最为看中于慎行的也是他的厚道。张居正
曾在朝堂上当众表扬他说：“大明朝的官员，
如果都是于慎行这样的老实人，国事哪会如
此艰难？”然而正是这个老实的学生，却让张
居正难堪得下不来台。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病逝，按

丁忧制度他应该解职回乡为父守丧二十七个
月，此时正值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的关
键时期，他怕自己离职后权力被剥夺，改革无
法坚持下去。于是张居正便指使他的门生故
吏，向朝廷提出“夺情”。夺情也叫夺情起复,
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
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夺情是丁忧制度的
例外，按照传统礼教，这种行为属于大逆不道，
因此，朝中文武大臣，纷纷上疏谏止。御史刘
台首先弹劾张居正，结果被逮捕入狱。朝中大
臣望而却步，然而有一个人却深入监狱，探望
刘台，这个人正是于慎行。翰林院编修吴中行
上疏反对“夺情”，被施以廷杖。在上疏皇帝营
救吴中行的人中，又有于慎行。
张居正大为不解，别人反对可以理解，自

己极为看中又大力提携的弟子为什么会站在
自己的对立面呢？于是他当面质问于慎行：
“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你是我所厚爱的人，
为什么也这么做呢？）于慎行回答说：“正以公
见厚故耳。”（这不正是您厚爱我的原因吗？）
这样的回答让张居正非常生气，结果于慎行
不得不称病回乡，这一呆就是三四年。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

月，于慎行被官复原职。由于张居正生前树敌
太多，他死后，那些被他压抑多年的政敌纷纷
上疏弹劾，神宗皇帝下令抄家。政治风向的逆
转，让许多人都看到了机会，于是纷纷落井下
石。此时，于慎行又站出来说了公道话，他给
负责抄家的刑部侍郎丘橓写信说：“荆州（张居
正老家）抄家的前因后果，是所有人所目睹
的。张居正在位时为国家殚精竭虑，勤奋操
劳，这即使是与其结怨的人也能看到的。当他
执掌朝政的时候，满朝都争颂其功，没人敢述

说他的过失；今天他失势了，举朝又争说其过，没
人敢摆明他的功劳，这都不是实情。”最后，他请
求说：“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
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张居正的母亲
年老，诸位儿子在覆巢之下，颠沛流离值得同情，
应该推及明主覆盖之恩，成全大臣曾经侍候皇上
的情谊。在他的劝说下，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
和足够的土地，使张居正的老母得以赡养。于慎
行的高风亮节、古道热肠受到朝中一片赞誉。

作为神宗的老师，于慎行受到器重，担任礼
部尚书。但不久他就又犯了老实人倔强的毛病，
跟神宗皇帝较上了劲。神宗皇帝的皇后无子，皇
长子朱常洛是他与太后宫中的宫女王氏所生，后
封为恭妃，他有些忌讳此事，一心想立自己所宠
爱的郑妃所生的皇次子为东宫，但王恭妃名分在
郑妃之前，依礼法的规定，皇位继承人当遵循“嫡
长子继承制”，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就应遵循
“无嫡立长”的原则，所以神宗迟迟没有立太子。
立储是涉及国本的大事，身为礼部尚书的于慎行
自然义不容辞，连疏极谏。因为触动了神宗敏感
的神经，他非常生气，降下严旨，责备于慎行“以
东宫要挟皇上。”于慎行依然不依不饶，说：“册立
之事，是臣部职掌，我如果不说，是为失职。请皇
上速决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神宗大怒，把礼
部大小官员都停了俸禄。于慎行于是辞归乡里，
再次回到了老家，这一去就是10年。

万历三十五年，朝廷推举内阁大臣，于慎行
被公推为7人组成的内阁首辅，神宗想起这个老
实人确实比较靠谱，便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
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然而此时的于慎行已
经重病缠身，勉强到京进谒，几天后就病逝了。

于慎行的厚道源于自然天性，更来自于后
天修养。正像西汉贾谊所说：“为人臣者主耳忘
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唯义所在。”对于仁义价值观念的高度信仰，让
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扣问良知，倾听良心，不因
利而害义，也不因害而惜身。从这一点说，时人
对他“人品事业，宇内第一”称誉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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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嘱不受馈”的“二不尚书”范景文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范景文，明朝末期的一位著名清官，进
士出身，诗词书画皆精，尤其是绘画，他的
《五大夫松图》，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范景文为官廉正，虽历任兵部侍郎、工
部尚书、内阁大学土等高官要职，但却能严
以律己，不谋私利。当时，有许多人带着礼
物登门相求，这其中有许多是他的亲朋好
友，但他都拒收礼品，并一一回绝。后来，
他专门写了“不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贴
在门上，以明心迹。对此，人们交口称赞、
深感敬佩，并尊称他为“二不公”。他的同
僚有感于老百姓对他的尊敬与爱戴，为他
起了“二不尚书”这么一个绰号，特撰联赞
叹道：“不受嘱，不受馈，心底无私可放手；
勤为国，勤为民，衙前有鼓便知情。”

范景文虽文人出身，看着是秀羸文弱，
但却文武双全。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
领兵南侵，京城危急，多支部队进京勤王。
范景文也率八千兵士进京勤王，在所有进
京勤王的队伍中，范景文所率的队伍进京最
快，纪律也最好。范景文爱护兵士，他率军进
京勤王时，一路供应不足，生活艰难。在进
军涿州的途中，有人给他送来了香茶。范景
文接过香茶，没有饮用，而是恭恭敬敬地将

香茶倒在了地上，说将士们在冰雪风霜之中奔
走，来赴国难，冻裂了嘴唇，冻伤了指头，一勺
水都喝不到，我怎么能在这里喝香茶呢？感谢
您的好意，我把这香茶祭献给大地吧！战士们
听了，感动得流泪。

范景文关爱士兵，善于用兵。他的好友，
著名画家董其昌曾为他画过一幅肖像，并在肖
像上题诗道：“青鬓朱颜报主身，文人队里画麒
麟。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赞叹
他的带兵能力。

范景文一生忠烈，为国为民。崇祯十七
年（1644），李自成的起义军逼近京城，许多
大臣劝崇祯皇帝南下避难，但范景文却劝崇
祯皇帝“固结人心，坚守待援”。后崇祯皇帝
自缢，范景文得知后，也写下遗书，投入双塔
寺旁的一口古井自杀了。

范景文刚烈正直、爱国爱民、廉洁自律的
精神一直为人民所赞叹，尤其是他那“不受
嘱，不受馈”的“二不”精神，更令人敬佩。

苏轼除夕常州赈灾

神宗熙宁四年（1071），34岁的
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
颇感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
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愤而请求出
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据《宋史·苏轼传》载：熙宁六年

十月，朝廷让苏轼以杭州通判兼任
转运使的身份前往常州、润州、秀州
和苏州赈济饥民。眼看年关临近，
一贯认真负责的苏轼就加快赈灾速
度，让更多的灾民温暖过春节。他
一路风餐露宿，辗转苏州、无锡农
村，抓紧处理救灾事务。当他来到
常州城东郊时，已是除夕之夜。为
了尽快赶往灾情最为严重的润州，
同时减轻地方官署负担，且不惊动
百姓过春节，苏轼就连夜宿营在常
州城外京杭大运河的船上。
这个除夕，对于身负重任的苏

轼来说，自然非同一般。在船上，苏
轼盖两层被子，脚还是寒冷，可想而
知，受灾的百姓更是深陷水深火热
之中，苏轼深深地陷入了深思。他
感怀百姓之苦和赈灾任务之重，于
是写下了著名的《除夜野宿常州城
（外二首）》：

行歌野哭两堪悲，
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
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
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
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
直恐终身走道途。
老去怕看新历日，
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
霜雪偏寻病客须。
但把穷愁博长健，
不辞醉后饮屠苏。
想着搞好赈灾，就能让百姓过

好年，苏轼感慨道：“但把穷愁博长
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这是苏轼爱
民情怀的最好体现。

张养浩发旧钞帮灾民过节

元代著名作家张养浩（1270—
1329年），也是一位忠于职守、勤政
爱民的官员。张养浩一生经历了元
世祖等六个皇帝，担任过监察御史、
礼部尚书、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十多
个重要职务。

张养浩曾在新年来临之际受命
赈灾，并想尽办法帮助灾民过好春
节。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底，
陕西大旱，受灾严重，朝廷决定任命
他为陕西行台中丞，前去赈灾。已
经60岁的他接到命令后，没有拒
绝，毅然上任前去救灾。

据《元史·张养浩传》载，在他
前往关中赈灾的路上，面对三秦大
地，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他深有
感慨，为此写下了散曲《山坡羊·潼
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
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
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在慨叹秦汉曾经的繁荣
与荒废之后，写到了普通百姓的生
活，感悟到底层人们的悲苦命运。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怀，张
养浩到任后，四处了解受灾情况，
发放救灾物资，慰问灾民。他在救
灾中发现一个问题：那时使用的纸
钞票，由于印刷质量问题，经常有
钞票票面字迹模糊导致米商拒收
的情况，灾民到官府去换新钱，可
是管钱的小吏却说十贯只能换五
贯，爱换不换，而且还要等上好多
天，急着用钱过年的灾民，真是苦
不堪言。张养浩冥思苦想，终于想
出了一个妙计：他下令从官府金库
中拿出那些没有损毁、图纹可以看
得清的旧钞票，共有一千八百五十
多万贯，在背面上盖上印记，注上
“十贯”“五贯”的字样，发给灾民。
同时责令米商，对持有此劵者，一
律不得拒收，之后再到官府统一兑
换新钞。这样来个釜底抽薪，无法
无天的小吏就没有机会勒索敲诈
百姓了，百姓终于可以过好这个春
节了。

陈楚产除夕夜助士子

明代万历年间有位官员叫陈楚
产，是湖北麻城人。他也曾在除夕
访贫问苦，帮助一家困难士子渡过
春节难关。
陈楚产自幼家庭困难，读书甚

苦，寄食砚田。经过三十多年的寒
窗苦读，他终于中了举人，第二年即
万历十一年（1583）再中进士。最
初担任博野知县，他清廉劲直，被百
姓称“陈青天”，后又任莱阳县令。
因为政绩卓著，升兵部武选司主事，
旋授南京户部员外郎。
据《大清见闻录》载：陈楚产上任

山东莱阳县令时，马上就到新年了，
除夕夜，陈楚产想看看当地过年的习
俗与他的家乡湖北有什么不同，就自
己徒步出城到郊外去看看。所到之
处年味儿已经很浓了，到处都是唱戏
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感觉很热闹。
当他来到一个村子时，忽然听到路边
的一家茅屋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他很好奇，就凑到窗子前，偷偷往里
观看。只见一个年轻的士子和他的
夫人，一起围坐在破旧的棉被里，一
盏青灯下，二人面容憔悴，男的在读
书，女的在纺织，此时已近午夜时
分。陈楚产看到此情，想到了自己年
轻时艰难攻读的情景，很受感染，立
即返回县衙，安排衙役，抬上酒肉米
面，给这对士子夫妇送去，并赠诗一
首：“破灶无烟火，寒门蛛结丝。斯人
今日事，似我少年时。”
第二天正是春节，这位士子赶到

县衙给县令大人拜年，并致谢。陈楚
产才知道士子原来是童生观光。此
时，年近六旬的陈楚产一直没有儿
子，就把观光夫妇二人迁到了县衙
内，当作儿子一样来培养，后来观光
果然也中了进士，官至粤东司臬。

曹雪芹扎风筝助朋友过年

清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
空获罪被抄家，15岁的曹雪芹从此
走上人生的低谷，随家人迁回北京
老宅。后来家道继续衰败，曹雪芹

只得移居北京西山惨淡度日，全力
撰写《红楼梦》。
贫困没能打倒曹雪芹，过春节

他也没忘了接济比他更贫穷的人。
曹雪芹在自己所著的《南鹞北鸢考
工志》自序中记下了一件令人感动
的春节故事，他用自己的风筝技术
帮助朋友渡过了春节的难关：

曩岁年关将届，腊鼓频催，故人
于景廉迂道来访。立谈之间，泫然涕
下。自称“家中不举爨者三日矣。值
此严冬，告贷无门。小儿女辈，牵衣
绕膝，啼饥号寒，直令人求死不得者
矣！”闻之怆恻于怀，相对哽咽者久之。
这个记载是说，曹雪芹在京城

结识的老朋友江宁人于景廉，年关
前来看望他。他因为当兵一只脚受
伤，旅居京师，家里人口繁多，仅靠
画画为业，难以养家糊口。这次来，
一肚子苦水，只有向曹雪芹哭诉，其
家中啼饥号寒的境况，让曹雪芹听
后很是难过。
曹雪芹听于景廉说到京城有某

公子购风筝，一掷数十金，突然想到
家中还有剩下的竹、纸，于是就扎了
几只风筝送给他，让他卖了好度过年
关。几天后，于景廉高兴地来感谢曹
雪芹。原来他果然卖了一些钱，年过
得很好。曹雪芹接着写道：“是岁除
夕，老于冒雪而来，鸭酒鲜蔬，满载驴
背，喜极而告曰，不想三五风筝，竟获
重酬。所得共享之……”这个记载还
说明，当时的北京在过春节时就有人
放风筝了，所以于景廉才能有收入。
帮了于景廉，还有“张景廉”“李

景廉”，曹雪芹想要让更多的“于景
廉”得到帮助。于是他决定把自己掌
握的有关风筝的资料和制作经验整
理成书，传授给更多需要此项技术的
人，“将扎风筝的手艺传开，使鳏寡孤
独、老幼病残，皆可自食其力”。
于是，曹雪芹一边创作《红楼

梦》，一边写成了风筝专著《南鹞北
鸢考工志》。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
43种风筝的“扎、糊、绘、放”技术。
穷人大多没文化，为了易学易懂，他
还在书中绘制了彩色的图谱，并配
有歌诀，使人们一学就会。许多穷
苦百姓按曹雪芹的图样扎出来的风
筝，很好卖，有了挣钱门路，穷苦百
姓过春节再也不为难了。

拾遗
邓小平：语言风趣有魅力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邓小平

的风趣幽默，起着沟通情感的作用。
1988年1月，邓小平以84岁的高龄
接见了48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
夫人。给邓小平担任翻译的是后来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当时她
还很年轻，翻译时不免有些紧张。
邓小平向挪威首相说，他今年已经
84岁了。但是傅莹一不留神，将84
岁译成了48岁。当副外长周南把
这一情形告诉邓小平时，邓小平不
但没有批评傅莹，反而开怀大笑，幽
默地说：“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
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
喽。”布伦特兰夫人也笑得合不拢
嘴，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和谐。
1984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科尔一行。
当科尔问邓小平有什么长寿的秘诀
时，邓小平笑答：“我就是乐观，天塌

下来也不要紧。我是小个子，天塌
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邓小平的
话引起了全场的一片欢笑。

卢绪章：
从没想过保留个人资产
卢绪章1933年和友人合办广

大华行，1940年到重庆后，接受周
恩来单线领导，为党筹措经费。据
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至1948年，
卢绪章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折合20多万美元。1949年初，卢绪
章一次送交党组织的经费就达100
万美元。他说：“当年我下海经商，
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党什么时
候要钱什么时候给。当我把钱一
交，浑身轻松，仿佛回到了人间，从
没有想过保留个人资产的事情。

杨虎城：
靠两颗假牙确认身份
1949年12月初，一位身穿便服

的中年男子，找到当时的重庆市市
民医院牙科主任蒋祝华，要他辨认
棺材里的一具遗体。蒋看后吃惊地
说：“这是杨虎城将军！”因为他在
1947年夏天曾为杨虎城将军镶过
两颗假牙，那是他精心配制，前后花
去9个小时精心铸造并亲手给杨将
军安上的。遗体虽开始腐烂，但五
官轮廓明显。蒋祝华仔细检查死者
的假牙，正是自己精心制作的那颗。
遗体辨认3天之后，蒋祝华接

到请帖到当地皇后餐厅赴宴。迎接
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分区司
令员杨拯民，就是那天来请他辨认
遗体的人。席间，杨拯民再三向蒋
祝华致意，感谢他为父亲遗体做了
科学认定。

唐驼：妙做广告
唐驼，原名唐成烈（又名宇衡），

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是我国
近代印刷业的开拓者。唐驼少时家
境贫寒，营养不良，29岁时曲偻病

发，右背隆起，形成驼背。别人给他
取了个绰号“唐驼子”，他不但不恼
怒记恨，反倒欣然接受。1905年，
他在为曾朴的《孽海花》题写书名
时，索性落款“唐驼”。从此，唐宇衡
以“唐驼”行世，他的原名反而渐渐
被遗忘了。
唐驼的字写得好，为了广揽生

意，打开销路，他想了一个好办法来
做广告。 20世纪 20 年代末的一
天，一只小型飞机在上海低空盘旋，
突然撒出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写
着卖字润格的小型降落伞，引得万
人伫立街头仰望，产生了出奇制胜
的轰动效应——原来这是唐驼在为
自己的字做广告。
唐驼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他家

买字的人络绎不绝。中华书局、世
界书局、大东书局的招牌都出自他
的手笔，连钞券、邮票上也有他的
墨迹。写字多，墨汁消耗量大，他
就雇用两三个人专门磨墨，后来又
嫌磨墨费时费力，便苦心琢磨，研
制成磨墨机。

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就有“慈心为人，善举济世”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士大夫以“修齐治平”
为己任，热心赈贫济困、仁爱互助，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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