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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有一个叫杨畏的高官，
此官极会随风转舵，在官场上，他就
像变色龙一样，随着形势的变化，不
断地变换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为此，
他获得了一个“杨三变”的绰号。

杨畏，据史书记载：“幼孤好学，
事母孝，不事科举。党友交劝之，乃
擢进士第，调成纪主簿，不之官，刻志
经术。”意思是说，他对科举仕途都不
感兴趣，一心只想做学问。这样的
人，应该是位道德高尚的有识之人
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杨畏不是不想
做官，更不是道德高尚之人，他是在
等待机会，待价而沽。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
法时，杨畏认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到
了。于是，他拜倒在王安石的门下，极
力吹捧王安石，积极为王安石的变法唱
赞歌，受到王安石的赏识，官职不断高
升。后王安石的变法遭受挫折，以司马
光为首的保守派势力渐渐占了上风。
此时的杨畏，立即调转风头，开始赞美
起司马光来，说司马光道德高尚，连深
山里的少数民族听说他被重新起用，都
相互庆贺。谁知，司马光执政仅一年就
去世了。杨畏又立即转变态度，由极力
赞美司马光，变成讥讽、嘲笑之。

司马光去世之后，杨畏依附了保
守派大臣文彦博、吕大防、刘挚。刘

挚推荐了他，使他得以高升。后来刘
挚和吕大防发生了矛盾，杨畏权衡利
弊，竟然帮助吕大防打击对他有提携
之恩的刘挚，使刘挚丢了相位。

当宋哲宗亲政之后，形势又发生了
变化。宋哲宗倾向于变革，变法派势力
重新抬头。早已背叛了变法的杨畏，又
重新为变法唱起赞歌来，赢得了宋哲宗
的信任，得到重用。他那投机狡诈的个
性始终不变，当时的宰相章惇一开始也
很信任他，并把他从礼部侍郎提升为吏
部侍郎。但当他看到中书侍郎李清臣
和知枢密院安焘与章惇不合时，他认为
从中渔利的机会又来了。便在暗中挑
拨，教唆李和安反对章惇。后来，事情
败露，杨畏的两面派本相暴露无遗，最
终被削职赶出了朝廷。

杨畏为逐私利，政治态度可随时
改变，反复无常。为达个人目的，他不
惜攻击和出卖任何人，是典型的无德
无义、变化无常的小人，为世人所不
齿。所以，他那“杨三变”的绰号在当
时就广为流传，还被写入多部史书之
中，真可谓遗臭万年了。

“杨三变”的随风转舵术
张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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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
毛泽东：
要求同志们带着规矩“进京赶考”

1949年3月5日，34名中央委员、19

名候补中央委员齐聚西柏坡，出席了新中

国成立前夕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

个务必”。他强调：在胜利面前，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

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作

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

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

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夕

定下的规矩。这些规矩虽然没有写进会

议决议，但成为党内的重要行为准则。

临进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中直

机关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叫来，对大家

说：“我们要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

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

罐，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

战士，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决不能像

李自成进北京。”

有天下午，警卫员李二亭陪毛泽东在

村边散步。毛泽东说：“二亭啊，想没想过，

我们进了北平城，你想干点什么？”李二亭

说：“进了北平，我得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

也高兴高兴，然后再看看皇帝住过的金銮

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有星期日，我

要把北平城逛一遍，也不白活这一生！”

毛泽东说：“二亭啊，我们进驻北平

城，决不会像李自成‘只住十八天’，我们

住下来就永远不走了。北平城迟早会让

你逛个遍的，不要那么着急。至于给你的

家人写信，倒是件好事，但也不用立即。”

只隔了一天，李二亭和他的警卫班就

收到了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进京

守则”，内容是：一、把党的艰苦朴素的优

良作风、光荣传统带进城市；二、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不准进人民家，不

准随便进入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四、

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不知者不应

求知，自己知道的不得外传；五、出门不准

携带武器，不准携带机密文件；六、进城三

个月不准通信、会客、访友，不准外出游览

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

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手

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一

共定了八条，也叫“进京八项注意”。

张学良：不爱听少帅二字
有一次，张学良的卫队长姜化南让

傅德请张学良接电话，傅德找到张学良

之后，说：“少帅，姜队长请您接电话。”

当时张没有吱声，也没有作出任何指

示。后来，姜化南知道这事，就对傅德

说：“张司令最不爱听少帅这两个字，以

后要记着点。”

曾国藩：试制“防弹衣”
近读《曾国藩日记》，看到一段曾国藩

试制防弹衣的记载：“国藩初办水师时，尝

博求御炮子之法。以渔网数层，悬空张

挂，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以絮被渍湿

张挂，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以生牛皮

悬于船旁，以藤牌陈于船艄，不能御也；又

作数层厚牌，以竹鳞排于外为一层，牛皮

为一层，水絮（按：即渍水的棉絮）为一层，

合而成牌，亦不能御也”“鸟枪子如梧子大

者，或有法御之，抬枪子，劈山炮子，凡大

如黄豆以上者，竟无拒御之法”。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领导的

湘军，特别是水师，在河道中无遮蔽，船

与人的防御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看

以上所引日记，可以知道曾国藩也很注

重试验，只是受科学和新材料所限，试来

试去，竟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防弹材料。

曾国藩试验失败后，束手无策，在日

记中写道：“近时杨军门载福等，深知炮

子之无可御，遂摒弃渔网、水絮、牛皮等

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

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此可谓无

法之法，悉听天命了。

天津市内冰场：（上右）南大思源堂前冰场；（上中）南中室内
冰场；（上左）南大秀山堂前滑冰休息处；（下右）南大冰场；（下
中）中日中学露天滑冰场；（下左）日本室内滑冰场
（摘自《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月7日第8版）

天津冰上运动会
各组运动员
（摘自《大公报》

天津版 1934 年 1月
21日第6版）

天津公共体育场
1934 年 2 月冰上运
动会女子成人组个人
总分第一名孙玉鸣
（摘自《天津商报

画刊》1934 年第 10
卷第34期）

近代天津的冰上体育运动
赵静涵

近代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市民生活文化十分发达，具有和北京（北平）不同

的社会风貌，形成一对相互呼应的姊妹城市形态。20世纪30年代，冰上体育运动在天津不

断普及，在市民休闲运动领域和赛场竞技体育领域相得益彰，并在1935年走进了北平举办

的第一届华北冰上运动会。

1930年前后，天津“缺乏适当之冰
场设备”，虽然市民体育较为发达，但
“各国最流行之滑冰运动如冰棍球赛
等，迄今尚无所闻”。全市为数不多的
几处冰场各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南开
中学和中日中学滑冰场虽然场地宽
大、价格实惠，惟“上无席棚，倘遇下雪
或大风，即不能练习也”；南开大学滑
冰场“四周不宽大，亦无席棚”；英国球
场滑冰场规模宏大，当时平津两地的
冰棍球队在天津比赛，就是在英国球
场举行，“虽遇风雪滑冰者无碍”，还提
供饮食，故而“会费颇贵”，滑冰一次需
要大洋一元，单人季票十五元，堪称天
价。因此天津市民除学生之外“喜溜
冰者甚少”“老幼男女合计，约不满三
十人”，这个数目或许过于保守，但冰
上运动在市民中不普及却是事实。

学生是推进冰上体育运动普及的
主力军——南开大学“本校师长同学
对滑冰兴味十分浓厚”，1930年南开大
学秀山堂前荷花池冬季结冰形成天然
冰场，学校为此安置电灯，“红男绿女
游戏其间，南大空气为之一新”，举办
起化妆溜冰大会，还吸引了清华大学
的男女球队参与；南开中学也为滑冰
场搭建了席棚，体育主任章辑五在揭
幕式上讲话，号召大家爱护设施，并在
滑冰时注意“男女同学方面，务彼此以
手足相待，幸勿歧视”；1932年年底，南
开大学“滑冰委员会”组织了冰上运动
会，比赛项目既有竞技性强的不同距
离竞速、接力赛，又有趣味性强的持蛋
竞走，男子组还有八百米、一千五百米
的长距离滑冰和难度较大的跳高、曲
棍球等，北平的“汇文”“冲寒”两支冰
球队也来到现场，和该校“白熊”“青
白”两队进行了友谊比赛；不久，中日
中学也举行了冰上运动会。

1933年冬，华北体联会执行委员
会决定次年在北平举行的华北运动会
中，增加冰上运动表演会。大赛将近，
而天津“市内向无正式冰场之设备”，现
有的校园冰场多为天然冰场，“偏于一
隅”，而租界中的冰场“俱为商业化之组
织”，致使“一般市民莫不望洋兴叹”，冰
上运动的群众基础还甚为薄弱。市政
府鉴于“体育场本身为导进市民体育之
机关，溜冰为冬季最适宜之活动，既能
增进身体健康，复可提高市民兴趣”，决
定年内“修筑一大规模之溜冰场”，各种
设施一应俱全：长二百五十英尺、宽约
百五十英尺、高度三十五英尺（合长约
76米、宽约46米、高约11米）的一座大
型溜冰场，场之中部为冰球场，四周为
跑道及练习场地，更衣室及饮茶室设于
场之前端，四边建走廊。

民间承办这一项目的是“爱好冰
上运动青年”魏士杰等人，他们将冰场
地点选在了孙家花园荷花池，场地对
市民“取开放态度”。这一计划需款浩
繁，由于经费支绌，场方将所需一千元
成本缩减为六百元，市政府又仅“发给
五分之三”，场方只能决定“仍按旧
例”，以出售入场券弥补资金不足。

公共冰场尚未竣工，“预购卖票者
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冰场的民间主办
方也成立了“南湖溜冰会”征求会员，

个人会员价格每季2元，可见一旦有了
条件较好、价格相对亲民的场所，天津
市民是愿意走上冰场的。12月31日，
公共体育场溜冰场千呼万唤始出来，
市长王韬亲临致辞，并“为提倡冬季冰
上运动起见”，冰场免费一日。

有了场地和群众，天津市体育协
进会齐守愚、谢希云等人决定于1月下
旬召开天津冰上运动会，为北平的华
北冰上运动表演会预热。报名开始五
日后“尚无多人参加”，筹备委员会便
延长了报名期限，调整了赛制和评判
标准，确定比赛项目有：

男子成人组：
竞赛项目——500 米、1500 米、

5000米、10000米、冰球、500米退行四
人接力；表演项目——花样滑冰、跳低
栏、跳远；

女子成人组：
竞赛项目——200米、500米、1500

米、200 米退行四人接力；表演项目
——花样滑冰；

男、女子童子组（身高四英尺约
1.22米以下）：

竞赛项目——200米、500米、拾番
薯（四人接力）。

原定各组均有化妆表演项目，因

人数过少而取消。
运动员报名者，有冰球5队、男子

成人组44人、男子童子组8人、女子成
人组6人、女子童子组2人。其中，冰
球参赛者都是各学校的球队，是冰上
运动的中坚力量。

奖品有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
河北省教育厅、财政厅、体协会、利生
工厂、春合工厂和市长王韬等机构、团
体、个人捐助的银盾和锦标等。

冰上运动会于1934年1月20日下
午开幕，1点半开始在中日中学举行竞
赛项目；21日上午比赛冰球，原定在体
育场分组比赛，后为“予各队练习机
会”，改为循环赛，在中日中学、南开中
学、南开大学举行；21日下午为表演项
目，在公共体育场举行。

比赛上出现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场
面——竞赛开始时，因“日前暴风扬
尘”，冰面条件不好，“是日仍有余风为
虐”。运动会工作人员和观众都冻僵
了，但“参加之男女健儿，除服装上表
现严寒外，驰逐冰上，活跃不减，似不
知冷气之袭人也”，比赛就在这样的严
寒中热烈展开。

男子组长距离竞赛中，运动员朱
士烈和富国桢激烈争夺。朱士烈“腿

长步阔，捷足先达”，取得 1500 米和
5000米两项冠军，万米比赛中又是一
马当先，而富国桢“紧随于后”，绕场三
十一圈，直到最后两圈终于反超，获得
男子万米冠军。

女子组运动员报名较少，其中朱
鹂抱病参赛，“勇气可嘉，不幸竟被跌
颇剧”，只能用休息椅改为临时病床，
将她抬出。

冰球赛场上是南开“兄弟之争”，
先是南开大学白熊队对战南开中学金
钢队，再是南中寒霜队对战南大麤
队。南大白熊队先让“缺欠练习、联络
纡缓”的学弟金钢队吃了鸭蛋，而下一
场的南中寒霜队“得寸进尺，屡向兄辈
逞强”，又让麤队老大哥一分未得。

表演赛最具观赏性的是花样滑
冰，运动员除表演画圆周、数字、括号
外，还有自由表演，“骑式者、蟹行者、
画外刃小圈者、转花纹者不一而足、技
艺新妙、式样无穷”……

比赛全部结束后，“尚未及五时，
场中溜众已遍布冰上，或驰逐飞舞，或
提携试刀，欢愉情绪，充溢冰场，大会
闭幕，兴状未减”，市民的运动积极性
已被这次运动会调动起来。

经体育协进会统计，这样一次规
模空前的冰上运动会收入报名费22
元、预支体协补助费100元、收票8元，
支出156.47元，实只亏26.47元，虽出
现了临时修改赛程的情况，但并未严
重超出预算，这给了运动会主办方很
大的信心。

2月初，公共体育场“鉴于津市冰
上运动会报名之冰球队有五队之多，
而比赛之机会太少，英雄致无用武之
地”，又在2月接连举行了冰球比赛、溜
冰比赛、业余冰上运动会，让1934年严
冬的冰场上迭起热潮。虽然原定1月
底在北平召开的华北运动会冰上表演
推迟了一年，但天津市民对冰上运动
的热情，已经高涨起来了，冰上运动会
的举行成为常态。

在1935年的华北运动会冰上表演
大会上，河北队获得团体冠军和冰球
冠军，曾于天津冰上运动会中取得总
分第一的运动员朱士烈和成绩优异的
富国桢，分别代表东北、河北参赛，贡
献了精彩的表现。

华北冰上运动会也推动着天津冰
上运动的发展。1935年年初，汇文中
学也开放了溜冰场，并且“为提倡儿童
冰上运动起见”，还允许会员、非会员
凭票携带幼童一名免费参加。因参加
者十分踊跃，次年“场基较去年推广一
倍”“更衣室、饮食部、洗盥室等，均甚
完善”，运动条件改进，吸引了更多市
民前来活动。到1936年，据《大公报》
报道称，“年来以冰上运动之普及，冰
场应时而兴，除各校多有设备外，其公
立及私有者，亦均起而准备”，各大天
然、人工冰场一到冬季，市民“无不趋
之若鹜，且几有人满之患”。区域性体
育盛会对天津市民的体育活动继续发
生着积极影响，而大众体育也为竞技
体育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两
者的相互促进，在20世纪30年代天津
的冰上运动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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