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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时，陈执中入朝为相。

过没多久，便有言官弹劾陈执中，说他

不学无术，不是做宰相的材料。仁宗看到奏

疏不以为意，让陈执中执政如故。这个言官

很不解，在面见仁宗时议论起陈执中的是

非，劝他说：“陛下您之所以眷顾陈执中，不

肯让他人取代他，是因为陈执中曾经在先朝

乞求立您为太子吗？这算得什么功劳呢？

先帝只有您和周王两个儿子，而周王又早去

世了，先帝不立您又立谁呢？陈执中有什么

好眷恋的呢？”

仁宗回答说：“不是因为这件事。我听

说陈执中刚当宰相时，他的女婿就找上门

来，请求谋取个官职，陈执中对他说‘官职是

国家的，不是咱们自家房间里的东西，箱子

里的物品，你一个女婿怎么能随便就得到

呢？’断然拒绝了女婿的要求。这是陈执中

不欺于我啊！”

对于君主来说，一个人的才华固然重要，

但正直诚实，不欺不骗的品质是更为关键的。

无独有偶。宋真宗时，鲁宗道任太子的

教官，有一次傍晚下班回家，恰巧来了几位

客人，他便换下官服，领着客人去附近的酒

店喝酒。当晚真宗有急事命宦官召鲁宗道

入宫，宦官在鲁宗道家等了好久，鲁宗道才

得知消息从酒店赶回来，宦官怕皇帝怪罪，

等不及鲁宗道换衣服，便先回宫禀报，临走

好意提醒他说：“如果皇上怪罪你来晚了，该

怎么回答呢？”鲁宗道头都不抬地说：“你只

管实话实说。”宦官警告他说：“你可想好了，

这样说可能会获罪的。”鲁宗道说：“喝酒，人

之常情。欺骗君王，才是做臣子的大罪啊!”

回到宫里，真宗果然着急了，宦官便将实情

做了详细的汇报。一会儿，鲁宗道到了，真

宗问他为什么晚了，他道歉说：“有老朋友从

乡里来，我家贫穷得没有杯盘，所以只好请

他们到酒店去喝。”

不久，宋真宗将鲁宗道升职为参知政事，

相当于副宰相，原因很简单，鲁宗道诚实不欺。

当年，河南邓州人贾黯考中状元，回乡

前去拜见范仲淹，请教为官之道。范仲淹送

给他两个字：“不欺”。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诉

贾黯说：“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生

行之。”贾黯牢记这两字教诲，“终身佩服践

行”，成为历史上一位敢于直谏的名臣。贾黯

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说：“吾得于范文正公

者，平生用之不尽也。”

不欺，是世上最简单的事，但往往也是最

宝贵的。何谓不欺？不欺即是诚实，诚实地

面对他人，诚实地面对自己，不欺人，不自

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古往今来的

成功之道，曾经感慨地说：“是故古之王者不

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

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欺”不仅是古代诸多

文人、士大夫最为推崇的道德操守，也是为政

者最为重要的处世密钥。

做到不欺，并不容易。人作为一种社会

性的动物，会有意无意地给自己戴上一副面

具，将自以为好的、优的、美的、善的那部分，

视为“我”，愿意展示给世人；同时又将自以为

坏的、劣的、丑的、恶的那部分，视为“非我”，

下意识地将它隐藏起来。所以对多数人来

说，做到不欺，不能仅靠天性的自然流露，更

多的时候，还需要主动修行，在修行中修正自

我，改造自我，超越自我，放下自我。

只有看清自我，认识自我，诚实地面对自

我，才能做到“不欺”。

唐宪宗的驸马杜悰有一个很奇特的
绰号叫“秃角犀”，人称其为“秃角犀驸
马”。秃角犀，即没有角的犀牛。犀牛不
产于中国，在中国很罕见，是一种很珍贵
的动物。犀牛的珍贵在于它的角，犀牛角
既可制作精美的工艺品，又是一种名贵的
中药材，犀牛没了角也就不值钱了。

那么杜悰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绰号
呢？这还要从他的身世和驸马身份说起。

杜悰是唐朝著名宰相杜佑的孙子。
杜佑在位时，不仅政绩卓著，而且还为人
们留下了一部200卷的《通典》，是唐朝赫
赫有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杜佑的子孙
很多，孙子一辈中，以诗人杜牧最为著
名。杜悰是他孙子辈中比较平庸的一
个。但他却官运亨通，位居高位，其原因
就是他是唐宪宗的驸马。

唐宪宗很看重学士，他看到宰相权德
舆的女婿是个翰林学士，风度文雅，很羡
慕，也想为自己的女儿岐阳公主选一个这
样的丈夫。于是他就下令，让宰相及众
大臣从卿士之家中为他挑选一位做驸
马。而当时卿士之家的子弟多不愿做驸
马，他们认为公主多缺少修养，难以相
处，而且一旦身为驸马，又要受诸多约
束，失去很多自由，所以，都找借口拒绝，
唯独杜悰愿意。于是，他便成了唐宪宗
的乘龙快婿，做了皇帝的驸马，自然也就

飞黄腾达起来。官职节节高升，很快成为
宰相，还被封为邠国公。

杜悰虽为高官，却并无建树，既不关心
国家，也不爱护百姓，只知享乐腐化。他为
淮南节度使时，遇大旱，饥民没有粮食吃，
便到漕运的沟渠中去掏取漏掉的米粒充
饥。山坡和池边凡能吃的植物、野果都被
采摘一空。对此，他不仅不引咎自责，反而
引以为荣，竟上表皇帝称之为吉祥。他在
地方为官时，从不理狱讼，罪犯不论罪行轻
重，一律关起来，任其死亡。杜悰在政治上
不作为，但在生活上却很讲究，很会养尊处
优。有一次他过三峡，江中风浪很大，他感
到口渴，呼唤左右上茶，左右为风浪所惊，
没有听到，他便自己倒了一杯喝。事后，他
竟说这是他平生最不称意的一件事。

后来人们评论他说：“处高位而妨贤，
享厚禄以丰己，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就像
一只没了角的犀牛，虽为名相之后，却无名
相之德，将其先祖所树立的政风、家风丧失
殆尽，有愧于先祖，是一个被人所蔑视的
“秃角犀驸马”。后来，“秃角犀”便成了徒
有其名而无真实才能的人的代名词。

2021年9月30日开始在全国上映的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长津

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寒严酷环境下奋勇杀敌的故事。

在影片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第27军全歼美军王牌部队“北极熊团”。

毫无作为的“秃角犀驸马”杜悰
张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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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27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历史悠久的部

队之一，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是由抗日
战争时期胶东地区几支武装发展起来的。

1937年12月，由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领导
的文登县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队伍和1935“一一·
四”暴动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组成了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1938年春，又有
“胶东抗日游击队第3支队”等一批抗日武装成
立。9月，第3军和第3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
民抗日游击第5支队”。12月，该支队改编为山东
纵队第5支队，辖6个团7000余人。第5支队驰骋
纵横胶东地区，抗击日寇，铲除汉奸，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后，胶东军区部队在对敌人大反攻中得到了发展，
先后组建第5师、第6师和警备第4旅。

1945年10月，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奉命进军
东北后，留下的第5师第13团和第14团第1营重
新组建第5师（辖第13、14、15团）。1946年6月，
警4旅改称第6师，9月，组建警备第3旅。

1947年 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
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5、第6师及警备第3旅
改编为第25、26、27师，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9
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参谋长聂
凤智，政治部主任刘浩天），共 3.1 万人。第 9
纵队编成后，即率第25、26师赴鲁中参加莱芜
战役，以极小代价歼国民党军第 73 师、第 46
军近万人。4月，该纵队第 26师（附第74团）
参加泰（安）蒙（阳）战役，在白马关、九女关地
区打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由阻击转为主
攻，与兄弟纵队一起全歼敌整编第74师。1947
年 7月，参加南麻、临朐战役。9、10月，参加第
二次胶东保卫战。11、12 月，参加胶（县）高
（密）追击战和莱阳保卫战。

1948年春，第9纵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3
月，该纵以“挖心战术”巧取胶济路中段敌重要据
点周村，歼国民党军整编第32师1.2万余人。4
月，参加潍县战役，在城北担任主攻，其第79团
首先打开突破口，对攻克号称“固若金汤”的潍
县、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45师等部起了重要作
用，被华东野战军授予“潍县团”称号。9月16
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第9纵队担任东
集团主攻，迅速攻占敌重要外围据点茂岭山、砚
池山、燕翅山和马家庄等据点。其第73团在城
东南突破城垣，首先攻入市区，被中央军委授予
“济南第一团”称号。是年11月至1949年1月，
参加淮海战役，担任在碾庄圩围歼黄百韬兵团，
徐州以南阻援和围歼杜聿明集团作战任务。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
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称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
浩天，副军长兼参谋长贺敏学，政治部主任仲曦
东），隶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所属各师依次
改称为第 79、第 80、第 81师。全军共 3.5 万余
人。4月20日，参加渡江战役，担负鲁港至荻港
段主要突击任务。当夜21时许，迅速抢占敌人
滩头阵地，随之以日克一城的气概沿繁昌、南陵、
宣城一线追击江南逃敌。4月28日凌晨，与兄弟
部队会师吴兴，共同将国民党军5个多军围歼于
郎溪、广德山区。5月，参加上海战役，沿嘉兴、嘉
善、松江攻进，先后攻占高家湾机场、梵王渡车
站、虹桥、徐家汇车站、龙华机场，控制苏州河以
南地区。6月，担任上海市警备任务。可以说第
27军是一支战功赫赫、敢打硬拼的队伍。

二
1950年10月，第27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27军，由浙江平湖地区北上山东泰安地区整训。
11月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结束。

狂妄的“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
争的总攻势，从东西两路呈钳形向鸭绿江全线推
进，直逼朝鲜政府临时所在地——江界。

面对战局的突然变化，中央军委急调第9兵
团入朝，担负东线长津湖地区的作战任务。作为
第9兵团先头部队的第27军于11月初入朝参战。

第9兵团进行的是渡海登陆作战训练，是为
解放台湾做准备的。官兵们不熟悉朝鲜半岛的
山地雪原气候，他们心里想的是多拿枪弹手榴
弹，而不是棉衣棉裤棉手套。当他们冒着零下40
摄氏度的严寒隐蔽进入朝鲜东部的长津湖地区
的时候，才真正领悟了大自然的严峻和冷酷。

长津湖地区崇山林立，平均海拔约1300米，
山上林木繁盛，山间道路狭窄，偶有几处村落也
是人烟寥落。一般从10月下旬开始进入冬季，
至11月下旬日平均气温可下降到零下27摄氏
度。1950年11月下旬，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积
雪达40厘米厚，气温骤降到零下30摄氏度，个别
地区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为达成战役的突然
性，志愿军9兵团10余万人昼伏夜行，翻山越岭，
隐蔽接敌。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官兵忍受着酷寒、
饥饿和疲劳，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中
连续行军，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千难万险，悄无声
息地开进长津湖预设战场。

第27军第80师和81师负责围歼驻在新兴
里的美军步兵第7师31团。该团是美军的精锐
陆军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31团成功攻入
俄国西伯利亚，被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授予
“北极熊团”称号，并亲自授予“北极熊旗”。这支
部队是美军战斗力颇为强悍的部队，以敢打硬
仗、恶战闻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阿留
申群岛战役、马绍尔群岛战役、冲绳岛战役等，与
深沟固守的日军进行激战，反复争夺每一寸土
地。在这些战役里，“北极熊团”保持着全胜的纪
录，未尝败绩，由此获得“国外军团”的美誉，成为
美军一支王牌军，也是美军第7步兵师的主力
团。“北极熊旗”是31团荣誉的象征，比生命还珍
贵。该团的指挥官为美军麦克莱恩上校，拥有丰富
的战斗经验。“北极熊团”不仅兵精将强，而且装备
一流。它由３个步兵营、１个坦克连编成；主要武
器装备除步枪、卡宾枪、轻重机枪外，还有大量60、
90火箭筒，57反坦克炮，60迫击炮和22辆坦克。此
外，还有配属的各种火炮46门、坦克37辆。同时，
“北极熊团”每天作战都能得到航空兵２至８架次
的航空火力支援。而志愿军１个团既没有坦克又
没有飞机，只有少量的小口径火炮和60火箭筒。
两军装备天壤之别。

三
为查明当前敌情，保障师指挥部和后勤部的

安全，并力求在前进中相机歼敌一部，80师命令
239团2营4连作为一支“特种部队”，在向敌人发
起总攻前向敌后穿插、渗透。

4连连长李昌言，1928 年生于山东荣成。
1944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0年11月，李昌言跟随部队进入朝鲜
作战。接受穿插任务后，11月27日下午4时，4
连呈后三角队形前进，连政治指导员庄元东率领
第1排，连长李昌言率领第2排同时进发，副连长

王祥麟率领第3排为连二梯队，随2排后跟进。
28日凌晨2时多，连长李昌言率部越过一个山嘴
时，发现前面有一处灯火通明的独立房屋，周围
有数名美军哨兵及几辆汽车。他判断这里应该
是敌人的指挥部，于是他集中所有机枪手，占领
有利位置，实施火力压制与掩护，指挥两个班分
别从左、右两侧迂回包抄，以勇猛迅速的动作突
然向美军发起攻击。原来这里是美军第31团团
部和警卫连的所在地，此时的美军还都在睡梦
中，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后，惊慌失措，纷纷抱
头鼠窜。4连战士以一当十，猛冲猛打，将美军打
得晕头转向，七零八落。美军大部被歼，团长麦
克莱恩等指挥官被当场击毙。当战士们冲进那
座刚刚还灯火通明的房屋时，才真正判明原来他
们端掉的是一个团部。趁美军混乱之际，李昌言
指挥部队将美军榴弹炮阵地一锅打掉。28日5
时许，4连完成任务撤出战斗。

4连以伤54名、亡13名的代价，毙伤美军300
余人，俘9人，缴获电台3部，榴弹炮12门，团旗1
面。端掉团部，无疑是一次斩首行动。战后，4连
被第27军授予“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称号，李昌
言荣立二等功。

四
11月30日23时，大雪纷飞，寒风呼啸，气温骤

降。在27军副军长詹大南的指挥下，80师和81师
集中5个团的兵力，再加上全军所有炮兵，从东西
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向新兴里之敌发起猛烈攻击。
“北极熊团”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新任

团长费思中校将所有的坦克集中起来，将阵地围
成一个圈，士兵躲在坦克的后面，依靠强大的火
力，形成一个钢铁堡垒，空中战斗机猛烈轰炸，并
给包围圈内的美军投送弹药和食物，这让志愿军
每一步前进都非常艰难。

志愿军战士们手提手榴弹冲进美军坦克防
御圈内，与美国兵血肉相搏。80师240团向内峙
洞据点的美军展开猛烈攻击，全团官兵消灭敌人
的指挥部，随后又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反扑。志愿
军虽然在兵力上是美军的七八倍之多，但是在火
力上严重不足。27军的很多官兵在弹药打光后，
没办法只能端着刺刀往上冲，遭到美军机枪疯狂
扫射，冲上美军阵地的志愿军官兵凭借惨烈的肉
搏战击垮了美军。敌第31团待援无望，便在40
余架飞机掩护下，以10余辆坦克为先导，沿公路
向南突围。80师和81师在伤亡惨重、有些团队
只剩几十个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冒着美
军飞机轰炸奋勇追击。在27军的有力打击下，
美步兵第31团级战斗队（第31团直属队一部和
第3营、第32团第1营和师属第57炮兵营）被全
歼，共计歼敌3191人，俘虏该团官兵384人，击毁
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坦克11辆、汽车184
辆、火炮137门，各种枪2345支(挺)。

不可一世的“北极熊团”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这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全
歼的唯一一个美国陆军团级单位的建制部队。捷
报传来，彭德怀大喜：“嘉奖第9兵团，嘉奖第27
军。”12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部并
宋时轮：“庆祝第9兵团两次歼敌大胜利。”

在打扫战场时，239团3营通信班长张积庆
捡到“北极熊旗”。此旗为蓝绸子做成，长177厘
米、宽130米；中央有金黄丝线绣的一只双翅展
开的雄鹰，一爪抓着橄榄枝，一爪抓一束箭，尖利
的鹰嘴叼着绶带，上绣着拉丁文“为了祖国”；鹰
的中央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北极熊，鹰下方的缎带
上写着部队番号“第31步兵团”。张积庆不认识
外文，以为就是一块花里胡哨的布，就当包袱皮
用了。后来炊事班长看到这块布的质量很好，就
要去准备当蒸馒头的笼布用。恰巧被翻译刘光
锐认出这面旗子，就作为战利品上交到团部。
1953年志愿军政治部在朝鲜举办展览时征集到
此旗。1959年移交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目
前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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