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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珪，自幼就文采出众，宋仁宗
时，考中进士，后来做了翰林学士。
宋神宗时，做了尚书左仆射，相当于
宰相。王珪能文善诗，其文章瑰丽多
彩，自成一家，很受人推崇。他在做
翰林学士时，朝廷的重要文诰、典策
均出自他的手笔。
王珪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有一

年中秋，宋仁宗召他到宫中饮酒、赏
月、赋诗。宋仁宗和他一起谈诗论文，
并将自己写的诗给他看。王珪极尽逢
迎之能事，“叹仰圣学高妙”，起身拜
贺，令仁宗非常高兴，一直谈论到深
夜。仁宗还让身边的宫嫔拿出她们的
领巾、裙带或团扇、手帕等物向王珪求
诗，并拿出自己的御笔供王珪使用。
王珪不假思索，提笔就写，并能根据宫
嫔的不同特点题诗，构思遣句，皆有新
意。得诗的宫嫔个个高兴，把所得之
诗呈仁宗过目。仁宗大为赞叹，并对
宫嫔说，你们要给他润笔费。于是宫
嫔们又纷纷取下自己的首饰，放到王
珪的袖中。此事一时传为佳话，王珪
也因此更受皇帝喜欢。
王珪博学多识，在文学上的才华

确实令人敬佩。但王珪为官一心只
想升官，处处顺从皇上，时时揣摩皇
上心意，曲意迎合，因此，他在政绩上
毫无建树，平庸之极。王珪虽身为宰
相，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大责任，但
他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唯皇帝旨意
是从。他上殿奏事，没有自己的主张
和看法，只是说去“取圣旨”，皇帝表
态之后，他也不问正确与否，只是恭
恭敬敬回答说：“领圣旨。”退朝之后，
见到部下，便说“已得圣旨”。“取圣
旨”“领圣旨”“已得圣旨”几乎成了他
办事的固定程序。
时间久了，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

“三旨相公”的绰号。相公，是古时对
宰相的称呼，人们平时就对王硅只知
奉承谄媚、不关心国事的做法多有指
责，所以，“三旨相公”绰号一出来便
很快传开了，成了他毫无作为和没有
建树的标志。

又到北方供暖季，今天的人们取暖已经无虞。

那么在技术落后的古代，人们怎样取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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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冬天如何取暖
刘永加

拾遗
徐向前：生活简朴爱吃野菜

徐向前元帅在居住上不喜奢华，

住房陈设简单朴素，几十年的老设备、

老家具一直保留着。多年来，服务部

门多次说要给他修缮房屋、增添家具，

都被他拒绝。他的卧室、会客室的墙

壁上从来没贴过壁纸，由于多年未能

粉刷，已经变了颜色。会客室里的沙

发，还是60年代的老古董，横木已经断

裂，沙发套也打了好几块补丁，修修补

补很多次，一直还用着，直到1985年才

因实在无法继续使用而换了新的。此

外，他的住处没有摆过任何古董、字画，

只在卧室的窗边，挂着一幅由他亲自题

写的条幅，上面写着：少车多步，少肉多

菜，少欲多施。

徐向前元帅平日里的饮食，主要

以粗粮为主，如玉米、红薯等。除此之

外，他还喜欢吃野菜，像柳树叶、榆钱

儿、榆叶、萝卜缨、马齿菜等，都是他平

日最喜欢吃的。他还为此在院子的空

地上，栽种了很多马齿菜。就连其儿

媳第一次到家中吃饭，也是一桌野菜

宴，回家后她对妈妈说：说不清吃的是

啥，就记得吃了“一堆草”。不少人感

到奇怪，说徐帅为什么喜欢吃野菜

呢？他笑着回答道：“野菜和树叶有它

特别的味道，又有益健康。今天物质

生活提高了，待遇优厚了，吃点野菜，

就自然会想到战争年代，不会忘记党

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闻一多：讲课喜创新
1938年，闻一多开始在西南联大

授课。当时，他一口气开设了12门课

程，包括《诗经》《楚辞》《尔雅》《唐诗》

等，其中《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们

的欢迎。闻一多讲课非常生动，偶尔

会在课堂上穿插一些自己熟识的朋友

的趣闻逸事，所以他的课总是非常叫

座。当时，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

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同学

也来听，为了听他一堂课，有的学生甚至

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

闻一多讲课最喜欢创新，同时“图

文并茂”。比如他在讲伏羲、女娲的故

事时，会事先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这

两个人物的各种画像。因为这是一件

很费工夫的事情，闻一多为此会熬上好

几个通宵。

当画作画好后，闻一多会事先用

摁钉儿将画钉在黑板上。然后走进教

室，按惯例，先是点着一支烟，然后还

会风趣地与同学们互动，问他们“抽

不抽”，中午吃得什么饭？随后自顾

自地吟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

为真——名——士！”

等这一系列动作做完后，闻一多已

经进入讲课的状态，他一边讲解，一边指

着画上的图像，用他的学生汪曾祺的话

说就是，“老师讲课时，不仅声情并茂，条

理严密，而且高低抑扬，引人入胜”。伏

羲、女娲本来是比较枯燥的课题，但闻一

多却凭借着自己在课堂上的不断创新，

硬是将这课讲得有声有色，让听课的学

生得到美的享受，这种美既有思想的美，

逻辑的美，同时又有才华的美。

苏轼：幽默应对米芾
米芾为人癫狂，热衷奇装异服，喜戴

高檐帽，帽檐太高，坐不进轿子，就令拆

去轿顶，露帽出行，晁以道说他的怪模

样就像乘囚车游街的鬼章俘虏，他却得

意非常。米芾有时也会正色“辩颠”。

一日苏轼请客，米芾等十多位名士出

席，半酣之际，米芾突然起身，对苏轼

说：“世人都说我颠，请您评定。”苏轼幽

默地借出孔夫子的名言回答他：“吾从

众。”引得合座大笑。

溯源：成语“誉满杏林”由来
三国时，名医董奉医术高明，乐善好

施。他隐居庐山时，为百姓治病，不收钱

财，只要求病人痊愈后，在他住的地方种上

杏树。重病者栽5株，轻病者栽1株。几

年间，就栽种了10万多株杏树。正因如

此，后人遂以“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自造暖气房

古代人们就做起了暖气房的梦
想。早在秦始皇时期，那时的人们
就探索着冬天把室内做成暖房，他
们的做法是，设计出了壁炉，并且出
现了火墙的设置。这一点在后来的
考古研究中有所发现，咸阳宫遗址
地就发现了三座壁炉。另外在秦兴
乐宫遗址中发现了火墙的设计，用
两块筒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里，
与壁炉相通，并且将出烟孔放在室
外，避免炭烟中毒。显然那时已经
出现了暖气房的雏形。
汉武帝时，他建立了一座温室

殿，殿内设有各种防寒保暖的特殊
设施。据《西京杂记》记载：“温室殿
以花椒和泥涂壁，壁面披挂锦绣，以
香桂为主，设火齐云母屏风，有鸿羽
帐，地上铺着西域毛毯。”如此一来，
未央宫的这个温室殿不仅供汉武帝
居住，而且也成了公卿朝臣冬季议
政的重要场所。
明清定都北京后，御寒是一大问

题，建设紫禁城时，建造师们想方设
法保证皇帝和后妃们取暖。根据火
炕原理，建造师在紫禁城宫殿下面铺
设地下火道，或在炕床下砌火道，然
后在殿外廊下灶口处烧炭，由此产生
的热气通过火道传到室内地面，从而
实现地暖功效。另外，他们还把宫殿
墙壁砌成空心的“夹墙”，墙下面挖有
火道，让火炉的火苗和热气，顺着整
个夹墙流动，达到提升屋内温度的目
的。这样整个宫殿就很暖和了。
紫禁城中还有一种取暖方式，即

烤烧饼式的烧烤法。据《宫女谈往
录》中记载，慈禧太后身边的宫女曾
回忆当时的做法：“宫殿建筑都是悬
空的，像现在的楼房有地下室一样。
冬天用铁制的辘轳车，烧好了的炭，
推进地下室取暖，人在屋子里像在暖
炕上一样。”这样的暖房，类似于今天
的地采暖。

赠送取暖用品

古时的燃料和供暖用品格外珍
贵，因此就成了人们之间来往互相赠
送的礼物。
据唐《开元遗事》载，“西凉国进

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
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
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迫人
而不可近也。”显然，这里记载的西凉
国向大唐进贡的“瑞炭”，无论是外形
还是耐燃程度，应该就是今天的焦
炭。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是在那
时候，焦炭却是十分珍贵的燃料，不
然不会成为向朝廷进贡的礼物。
宋朝还有一种特殊的保暖用具，

被称为“汤婆子”。使用时从口子里
灌进去热水，临睡前放在被子里，就
可以暖足了。这种取暖神器，也成了
礼物。据记载，当时苏轼就曾给一位
叫杨君素的老人寄去一只暖脚铜缶，
即汤婆子，并写信告诉他使用方法：
“某去乡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
尽，惟公龟鹤不老，松柏益茂，此大庆
也。无以表意，辄送暖脚铜缶一枚。
每夜热汤注满，密塞其口，仍以布单
裹之，可以达旦不冷也。道气想不假
此，聊致区区之意而已。”

发明取暖设备

由于总是千方百计解决冬季供
暖问题，使得有些古人成了发明家。
相传，在春秋时期，最早的暖炕

出现在宋国，据说发明人是一叫柳的
宦官，他这是为了巴结宋元公想到的
办法。寒冬十二月，宋元公因为要为
先王守丧，按照规矩不得“衣狐裘，坐
熊席”。这给柳宦官提供了机会，他
就在宋元公的席位上作起了文章。
每次，宋元公来之前，柳宦官都要用
炭火将其席位考暖，宋元公来时再把
炭火去掉。结果宋元公一坐很暖和

很舒适，自然将柳宦官重用了。
到了辽金之际，由于他们地处苦

寒，逼得他们把火炕技术发展到了极
致，“人们以土做炕床，一面联墙，一边
有火门，炕内中空如盆。天冷时，开火
门点火借以取暖；天热时，闭火门用以
纳凉”。金人睡觉、饮食娱乐均在炕上
进行，就连“金主聚诸将共食”，接见异
国使臣大设国宴，也是在炕上。
南宋文人朱弁曾自荐为宋朝使节

赴金，在北方被扣留多年，就亲眼所见
金国的火炕之温暖，他写诗感叹连貂
皮衣服都无法抵御的北方严寒问题，
就这样被暖洋洋的火炕解决了。
复旦大学文博教授高蒙河曾在

《科学画报》载文介绍了清代文人李
渔发明暖椅的事情。
据载，李渔是古代文人中少见的善

于工技的人物。他在自己的作品《闲情
偶记》里，就专门讲到了他设计制作越冬
暖椅的经历：他冬天著书，身体畏寒，砚
台里的墨汁也会因天寒被冻住。他原本
想多放几个盆炭，让满室都暖和起来。
可这样一来，炭尘就多了，弄不好，书房
就会灰尘四起。如果只用大小二炉，手
和脚是不凉了，可四肢还是冷得够呛，他
浑身上下简直是又过冬天、又过夏天。
所以，他就想方设法设计制作了暖椅，椅
子下面设计了一个抽屉，抽屉里面放置
炭炉，这样一来全身就都不冷了。
正像李渔说的那样，砚台里结冻的

墨汁，怎么办？于是，古人又发明了暖
砚。在北京故宫藏品中，就有一种元代
长方形的铜暖砚。铜盒像一个砚托，内
外两层，外层盒壁四周镂孔。内层像个
抽屉，可以拉进拉出，内置炭火，足以保
持温度，墨汁也就不至冰冻了。

发放取暖费用

在古代，冬季朝廷也会给皇室成
员和大臣发放取暖费，即俗称的“烤火
费”，那时，基本都是以实物发放的。
在唐代，钩盾署给京城官员发放

的薪炭数量是：“凡京官应给炭，五品

以上日二斤。蕃客在馆，第一等人日
三斤，以下各有差。其和市木橦一十
六万根，每岁纳寺；如用不足，以苑内
蒿根柴兼之。”也就是说，唐朝廷给官
员发放的烤火费是炭。
据文史学者倪方六研究：在宋

代，每年从阴历十月到次年正月发
炭，宰相、枢密使每人发200秤，其余
官员从 100秤、30秤、20秤、10秤不
等。主要用来做饭、烧水的薪柴，则
是常年按月发放。到了明代，则有了
变化，这种月俸补贴，改为“柴薪银”，
折成现金发放，成为名副其实的烤火
费了。而到了清乾隆时，又发放实物
了，每日发放标准是：皇太后120斤，
皇后110斤，皇贵妃90斤，贵妃75斤，
公主30斤，皇子20斤，皇孙10斤。
晚清时，由于朝廷对于官员发放取

暖费，地方官依此发明了“冰敬”“炭
敬”，这是指地方官员对京官，即本部门
上级官吏，以夏季降温和冬季取暖名义
上贡的银子，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行贿
手段。但是朝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使京官增加了一项取暖费的收入。

开始安装暖气

到了清末，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
北京城的一些新式建筑，用上了更先进
的取暖技术——暖气。据《当代北京民
用能源史话》记载，清光绪十二年
（1886），当时位于东交民巷的俄国道胜
银行采用低压蒸汽锅炉供暖，用一台小
锅炉分别为整栋办公楼供暖，这是北京
历史上第一家采用锅炉的供暖单位。
在此期间，东交民巷各使馆、北

洋政府旧议院、机关和清华学堂、北
京饭店、京师大学堂、协和医院、京师
图书馆等也引进和建立了锅炉房，安
装暖气设备。到了1919年，美国人建
立协和医院时，建有地下锅炉房，安
装了5台分别为5吨的锅炉，用于蒸汽
发电、取暖以及炊事洗衣等。
当然，那时的暖气并不普及，除了

外国人居住的建筑，还有部分大学的宿
舍里也有暖气。位于西郊的清华大学，
因为周围人烟稀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
绝大多数住校，因此清华的住宿条件相
对较好：一般是二至四个人一个房间，
有活动室和会客室，有电话，有工友，用
单独的卫生间，有洗澡间，有暖气，那个
时候叫水汀，暖气的热度烧得很高，比
北京饭店还热，冬天非常舒服。
现在暖气在北方的城市已经普及，

人们在冬天享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不
能不感谢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在北宋，欧阳修不仅以能诗善文名

驰朝野，更以气量恢弘享誉一时。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

主考官身份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这

一年的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阅卷时，有一个考生的答卷吸引了欧阳

修的注意，他在文章中用到一个典故：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

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思是

说尧帝时有一个司法官叫皋陶，皋陶要

判一个人死罪，连续上报了三次，尧说

宽恕他吧，说了三次。此时作为一代文

宗的欧阳修已经五十岁，诗、词、文、哲

学、经学没有不精通的，唯独这个典故，

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是哪里的。

这个考生就是后来的大文豪苏

轼，事后当苏轼按惯例去谢师时，欧阳

修当面问他说：“你文章里说皋陶和尧

帝的‘三杀’‘三不杀’这个典故从哪

儿来的？”

苏轼淡然一笑，回复说：“想当然

尔！”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是我编的。

你说气人不？换一般的老师听到

这样的回答都得气疯了，肯定会勃然大

怒，这不是在戏耍老师吗！可欧阳修的

反应却是“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

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后来他在给老朋友梅尧臣的信中甚至

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

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

喜！”读苏轼的文章，不禁冒汗啊，太痛

快了！太痛快了！我这个老头子要给

这个年轻人放出一条路来！

那一年，苏轼还仅仅是一个21岁初

出茅庐的后辈。欧阳修贵为文坛泰斗，

没有嫉妒与打压，而是扶持与让路。正

是这份格局，让北宋文坛呈现出百花齐

放的生动景象。

对于自己的同道中人如此，即使

对那些政治上的对手甚至敌人，欧阳

修也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公报私仇，

落井下石。

有一年欧阳修被贬地方作青州知

州，刚上任就有人在他耳边打起了小报

告：“县令蒋之仪搜刮百姓，无恶不作，

应该将他法办，为民除害。”随后又跟了

句：“他哥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还能

好到哪儿去？”

这句话击中了欧阳修的痛处，因为

他的被贬正是蒋之仪哥哥蒋之奇所

赐。说起来这个蒋之奇还是欧阳修的

学生，和苏轼是同年进士，在欧阳修的

举荐下当上了监察御史，可他是个投机

分子，眼见朝中新党要得势，他竟然向

宋神宗诬告欧阳修和儿媳通奸，事后虽

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却搞得欧阳修声名

狼藉，被贬出京。

对于欧阳修来说，说蒋之奇是自己

的仇人也不为过。如今听到这样的反

映，欧阳修下令调查。许多人都怀着看

热闹的心态静观事态的发展，既然蒋之

奇的弟弟落在了欧阳修的手里，估计蒋

家倒霉的日子到了。可谁也没料到，通

过调查，发现蒋之仪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欧阳修公私分明，秉公断事，不仅没有打

击报复，反而力排众议，全力保他，还亲

自找他谈话，让他安心工作。蒋之奇后

来听说此事，不禁惭愧落泪。

清人陈淡野在《相理衡真》中说：

“人亦一器也，莫不各有其量。”欧阳修

被尊为文坛领袖，为后世所仰望，一是

才量大，二则是气量大。他的气度成就

了他的格局，而格局则是一个人见识与

智慧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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