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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台第一人”陈瑸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拾遗

清朝两位著名的清官，一位是有“天下
清官第一”美誉的张伯行，一位是被称为
“壁立千仞”的陈瑸。人们赞美他二人为
“泰华两峰，同标峻绝”。

陈瑸，广东海康县（今广东雷州市）人，
出身海滨农家，青少年时，刻苦求学，康熙
三十三年（1694）考取进士。为官后，他勤
政爱民，鞠躬尽瘁，造福乡里。他曾管辖台
湾政务，政绩卓著，使台湾在经济、海防、吏
治、文教各方面都取得极大发展，史称“治
台第一人”。

陈瑸在治理台湾时，体恤民情，化解民
族纷争，与台湾百姓共甘苦，遇上抗洪抢
险，他和台湾百姓一起扛沙包，排险情。他
初为台湾道台时，曾北巡淡水，往来一千多
里，只带几个仆从，不打扰地方官府，自备
干粮，夜宿百姓屋檐下，深得台湾民众敬
仰，尊其为“万家活佛”和“陈青天”。陈瑸
升任湖南巡抚离台时，台湾百姓为其竖起
一块“去思碑”，并说“此碑可裂，陈公恩德
不朽！”陈瑸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时，台湾
百姓以每人一把米的捐献方式，集资建庙
纪念，并塑造了两尊陈瑸像，一尊供奉于府
城文昌阁，一尊送到陈瑸的家乡雷州。塑
像时，百姓环集，按陈瑸生前胡须的黑白长
短，拔其胡须，交塑匠使用。台湾人民至今
仍把陈瑸当作神灵供奉。

陈瑸为官清廉，严以律己，他认为，为
官应做到“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
知爱身”。陈瑸勤政，每日黎明就开始办
公，直到半夜才停下来。所有的公事都亲

自处理，不请师爷，仆人也只有一两个人。陈
瑸在外做官二十多年，从不带家眷，孩子想去
看他，路费都凑不够。一次，陈瑸觐见康熙皇
帝，康熙问他是如何来京的？陈瑸答道：“蒙抚
臣给臣盘缠赴任，又到衢州见总督……臣得总
督给的盘缠，方能来京。”康熙听后，看着这位
已是高官的陈瑸，连赴任进京的盘缠都拿不出
来，感慨地说：“此苦行老僧也。”

陈瑸并非没钱，他的俸禄，养廉银，公费银
足以使他过上富足的生活，可他把这些钱都捐
了，捐给了国家和需要救助的百姓，自己甘愿
过清贫的日子。他在台湾道任内，应得银三万
两，他全部捐出，用来修建炮台。病逝前，他上
疏，将自己应得银一万三千余两上交朝廷用作
兵费。去世后，康熙皇帝根据他的请求，最后
决定将其中的一万两存藩库，以充兵饷，余下
的三千两赏给陈瑸之子。

康熙感慨地说：“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
清，朕亦见有清官，然如伊者，朕实未见。”称赞
他是“诚清廉中之卓绝者”，下诏追授礼部尚
书，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谥号“清端”。

康熙皇帝在评论他时说，他只是一个海滨
务农之人，非世家大族，又无门生故旧，但天下
人都知道他，如果没有真正的业绩和高尚的品
德，是不可能如此的。

红色百年 岁月如歌

李达：具有“背地图绝技”
1942 年 3 月 12 日，李达来到太行军区二

分区司令部。此时正值日军发动对分区机关
的“大扫荡”。二分区决定从敌兵力较少、接
合部空隙较大的两路敌人中间突围。突围
前，分区作战参谋张生华向李达报告，附近老
乡已全部安全转移，无法找到向导领路。夜
幕降临后，为了不让敌人发现，部队既不能点
火把，也不能打手电。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时，
部队无法判断向哪边走。李达查看后，为部
队指了前进方向。

大家将信将疑，天亮后，发现到达的正是
指定地点，大家无不为其判断力所折服。李
达说：“这几天晚上研究敌情和地形时，我已
经把二分区作战地图‘背’了一遍。”他指着地
图上十字路口的一个标记说：“这个符号，是
一棵独立树，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昨
晚我骑马在三个路口转了一圈，找到了这棵
独立树，所以判定这条路是正确的。”经过“现
场教育”，指战员们对地图的重要作用有了更
加切身的体会。

陶行知：作打油诗讽刺胡适
陶行知与胡适是留美同学，两人曾因共

同推动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而结下友谊，后
却因对诸多公共事务的认识不同而日渐疏
远。一次，胡适写了一篇《我们走哪条路》的
文章，文中说到中国有“五个鬼”，即贫穷、疾
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未提当时在中国横行
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一“大鬼”。陶行知当即写
了一首打油诗进行纠正：“明于考古，昧于知
今，捉住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张学良：杀“张学狼”
1934 年春，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

“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兼)职权。
有一天，张学良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一
起到大别山区视察，在路过鄂东麻城县时，地
方官员列队迎接，等车队过完后，大家才知道
身穿士兵服装，戴着墨镜，驾驶着第一辆车的
司机就是副司令张学良。这一方面是因为张
学良平时喜欢开车，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麻痹
杀手的安全措施。过了麻城，进入山区，逐渐

靠近鄂豫皖苏区。当晚，张学良一行在东北军防
地金寨住宿。

吃过晚饭正在闲聊时，秘书送上“捉住惯匪张
学良”的批件一份，请张学良批示。原来，这个惯
匪“张学良”是福建沿海一带人，在安徽六安和安徽
麻城之间为匪十多年，碰巧在张学良视察当天在附
近村庄里被捉到，又碰上另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张
学良。由于两人姓名一字不差，完全一样，大家都
猜不准张学良将如何处置。只见张学良拿起笔来，
在“张学良”的“良”字边加上一个“犬”字旁，变为

“张学狼”，然后红笔勾示，依例枪决。

岳飞：
对待儿子“受罚重于士，受奖后于士”

岳飞长子岳云从小就被编进了岳家军里。
有一次，小岳云与将士一起骑马进行爬山练习，
不小心马失前蹄摔倒在地。父亲岳飞见了大怒，
并指责岳云说：“这全是平日练习不认真造成的，
如果是在战场上，岂不误了国家大事？”当即下令
将他推出去斩首，众将士急忙求情。念其年幼，
岳飞最后下令将岳云打了100军棍。

岳家军攻下随州，攻破邓州，平定襄汉，岳
云的功劳都是第一，岳飞却从来不为他表功。
后来，朝廷知道了岳云的功劳，要将他连升三
级，岳飞却说：“士卒冒着弓矢雷石立下奇功，才
能升一级。我的儿子岳云突然升这么快，何以
服众?”他屡次上表不受朝廷的赏赐。颖昌大战
中，岳云受伤有百余处，衣甲全都染成了红色，
朝廷要升他为忠州防御使，岳飞推辞不受。朝
廷又命岳云戴御赐器械，岳飞仍然坚决地推辞
掉了。在岳飞如此严格的要求下，岳云逐步成
为南宋著名抗金青年将领。

“脚色”：古人的履历书
古代把履历叫做“脚色”，简称“色”。“履历”

一词始于北魏，其意是指人的资格、职位和经
历。填写履历书或履历表则源于唐宋，其中要详
细叙述祖籍、个人经历、社会关系、年龄和形体相
貌等，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身份，防止假
冒；二是朝廷掌握官员经历，以便升迁任用。

从前人记载看，古人填写履历似乎更重形体
外貌。清钱泳《履园丛话》载：胡希吕视学江苏，
对生员考察甚详，有须（胡子）若填成微须即不准
入场。考生沈廷辉，填微须，担心有须与微须无
严格界限而被逐，便托人将微须改成有须。后听
说被托之人外出，沈廷辉极为焦虑。为保险起
见，将须剃光。谁知唱名时，册上微须已改成有
须，沈廷辉被认为是冒名者，逐出门去。仅仅因
为胡须就与功名失之交臂，实在遗憾之至。

两次横渡黄河
光未然写就激昂抗日长词

1939年春，诗人光未然在山西吕梁游击区
抗日时，被烈马摔脱致左臂受伤，遂被送至延安
治疗。光未然来后不久，在延安任教于鲁迅艺
术学院的冼星海闻讯赶到医院探视。早前，光
未然、冼星海二人就曾合写过《新时代的歌手》
《拓荒歌》《戏剧抗战》等。

早在1938年10月，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
三队东渡黄河，到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
搞宣传，第一次看见滔滔黄河水一泻千里、波
涛骇浪、气势壮观，船工号子声声大吼，非常
震撼，感慨万千。而这回因摔伤返回延安，光
未然再次亲历黄河，愈发震撼无比，激情澎
湃，思绪飞扬。

冼星海1938年11月来到延安，先后任鲁
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员、主任，1940年5月离
开延安。在延安教书授课、开荒种田一年半，
虽时间短，却是他人生中音乐创作上的巅峰时
期——光未然来延安之前，冼星海在鲁艺已相
继创作出《军民进行曲》《九一八大合唱》《生产
运动大合唱》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故友相逢，亲切交谈，共议抗日宣传时商定
再行音乐合作。再度合作，兴味愈浓，光未然浑
然忘却病痛，以超常的艺术创作力将其两次横
渡黄河的深刻观感，口述给同事胡志涛，请其笔
录下来。如此连续5天，夜以继日地奋战，聚精
会神写就了400余行长词，大大地抒发出了民
族自豪感和抗日高涨激情。

1939年3月1日晚上，光未然请冼星海等
人参加，在西北旅社窑洞里开了个小型朗诵
会。25岁的光未然郑重其事地举起《黄河大合
唱》的400余行歌词，借着窑洞里摇曳的灯光，
满怀激情、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在座同志们
的心随着那一串串跌宕起伏的丰富诗句之节奏
而跳动，心潮起伏，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
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整个窑洞一片
安静，可是，一刹那迅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产生共鸣
冼星海谱出雄壮爱国乐章

冼星海在现场听得十分投入与兴奋，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深受感染中，掌声一落他就激动
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当场表示：
“我满有把握，把这一长行词谱个好曲！”

随即，光未然向冼星海概要介绍了这
400余行长词的创作过程，详细说明了它的
大致结构：由体裁形式不同的 8 首歌曲组

成，男声合唱、男声独唱、诗朗诵、女声齐唱、
男声对唱、女声独唱、轮唱、大合唱；每首歌
前冠有“说白”，即歌曲的引子，为歌声的进
入开道铺路，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
启后的衔接作用。

于是，冼星海调动自己日积月累的高度音
乐知识储备，闭门谢客凝神创作起来。从3月
26日开始，冼星海一首首谱曲后，马不停蹄地
送光未然等人审看切磋，并声明：“我这些歌谱
大家尽管提出意见与建议，是完全可以随便改
的。”这表明冼星海既谦逊实在又精益求精，不
怕别人挑剔。其中的《黄河颂》《黄河怨》等曲
谱，就几乎是推翻了重新创作的。

冼星海的创作始终处于高度集中与亢奋的
状态。他手握拳头一边唱一边写，废寝忘食，不
知不觉把书桌上堆成了稿纸的一座小山，写出
了60余页手稿。创作达到忘我的境界时，冼星
海竟然情不自禁地把他心爱的烟斗都敲断了。
他将毛笔杆插在烟斗上，长长的烟斗就这样伴
随着他继续创作。

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可是鲁艺
这群向往革命成功的知识分子思想非常乐观，
有些从前喝惯了咖啡的在延安喝不到时，就心
生一计，巧妙变通地将黄豆磨成粉拌上少许红
糖，摇身一变成为美滋美味的“土咖啡”。冼星
海喜欢甜食，创作前因延安买不到糖果，妻子钱
韵玲便托光未然想方设法买来两斤白糖。随
后，在冼星海盘腿坐在炕桌前激情创作《黄河大
合唱》的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是一撮撮抓放进嘴
里融化的白糖、超长烟杆吐出的腾腾烟雾和自
制“土咖啡”飘出的香味。

据抗敌演剧三队队员邬析零（光未然任该
队中共支部书记）后来回忆，冼星海的谱曲过程
并不简单。1939年3月12日，他受邀到冼星海
家，至少用了4个小时，向冼星海认真介绍了抗
敌演剧三队的渡河实况、壶口壮景和吕梁山根
据地的战斗情况。冼星海要他不厌其详地描
绘。他边哼边解释，冼星海受到触动突然有所
感悟，立刻调过头去，拿起铅笔刷刷地在纸上记
下一行行音乐符号。3月底的一天夜里，他又
到冼星海家。只见冼星海正坐在小矮凳上，膝
盖上放着一叠谱纸，凑着菜油灯微弱的亮光，埋
头专心谱写《黄河颂》。冼星海见他来了，兴奋
地站起来说：“你来得正好，8个歌子，我已经写
好了7个。就是这首《黄河颂》太难写了。我谱
出了3个，但1个也不满意。”直至这月31日，邬
析零才从冼星海手中拿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
清稿。

就这样，夜以继日连续的笔耕，几易其
稿，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谱曲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这本清稿是用白粉连纸抄写的，手工装订
成册，小于16开本，册边整齐如刀切。里面通
本一字不涂不改，每个字都很规范工整地写进
规定的位置上。字迹清晰秀丽，笔锋精致老到。

反响强烈
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4月中旬，抗敌演剧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
堂首次试演，大获成功。5月11日，在“鲁艺”
建院一周年纪念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
人公演《黄河大合唱》，其中数首极为感人，演出
一结束，观看节目的毛泽东不由得站起来感动
地连说“好”。当晚，心潮澎湃夜不能寐的冼星
海激动地在日记本上记下以下一段难忘的话：
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
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歌曲。当我们演完时，
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
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的。
7月8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欢迎他从重庆

归来的晚会上听后也十分振奋，亲笔给冼星海
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从此，每逢群众集会，延河边常有这首著名

的大合唱激越响彻云霄。1940年春，来自重庆
的《塞上风云》30余人摄影队途经延安观听了
500人壮观合唱后惊叹不已，鼓掌欢呼，一拥围
住冼星海说：“伟大！感动！”冼星海随后总结回
顾这首大合唱时，深有感触禁不住撰文称：像这
样的大型演出“是突破全国音乐界纪录的”。
《黄河大合唱》一经问世，就如此反响强

烈，广受赞誉与欢迎，皆因它深刻生动地反映
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唱出了中华民族众志
成城英勇战斗而取得解放斗争胜利的吼声。
它被评价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1945年，在莫斯科治病过程中，冼星海用

生命的最后时光对大合唱简谱手稿重新修改润
色，增补了《序曲》，写成大合唱的五线谱版。而
在祖国，曾是鲁艺教师的李焕之肩负起为它编
写不同配曲的任务。1970年，改编自《黄河大
合唱》的《黄河》钢琴协奏曲问世，于是，熟悉的
旋律在全世界快速广泛地流传了开来。
1975年，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他妻

子写信一封，希望举办纪念活动。最终辗转经
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很快批复相关
部门。10月25日，《黄河大合唱》在北京民族文
化宫上演。持续演了5天之后，在观众强烈要求
下，11月5日、6日在首都体育馆又加演了两
场。场场观众都泪如泉涌，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周恩来曾深情点评说：“我们多少同志正是

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
行斗争的。”郭沫若也赞赏说：“它和黄河之水天
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起来，这是人民的声音，
使得好些人民的叛徒们听见了发生了战栗。”
2015年9月3日，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时，《黄河大合唱》嘹亮唱
响，响彻云霄，唱出中华民族奋勇不屈、势不可
挡、走向复兴的豪迈气概与胜利信念。

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即张光年）在抗日烽火中联

袂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国近代合唱音乐与大型

音乐作品的典范之作。它以其雄浑铿锵的气势，展示

了一幅中国人民屈辱、哀号、抗争、怒吼、复仇和搏斗

的画面。每当唱起，这高亢之声就会以独特的魅力激

励全民族奋进并顿生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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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