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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

“峨冠博带”是什么样的装束
许晖

语词精奥

建党纪念日是如何确立的

鲁迅先生1929年在燕京大学的演讲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说道：“希望革命

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

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

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

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

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

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

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

无味，不想执笔了。”

鲁迅先生称“峨冠博带”乃是“汉官威

仪”，这是不准确的，这一装束早在汉代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甚至还可以追溯得更远。

墨子在《公孟》篇中曾经描述过四位国

君的装束：“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

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

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

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

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

四位国君的装束各不相同，但国家都治

理得很好，因此墨子总结说：“此四君者，其

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牂”是母羊，晋文公

的装束是穿着粗布衣服和母羊皮的皮衣，用

皮革系着佩剑；楚庄王的装束是戴着颜色鲜

丽的冠，冠上有系冠的彩色丝带，穿着深红

色宽大的衣服；越地的风俗是不蓄发，文身，

因此勾践的装束就是“剪发文身”。

那么，齐桓公的“高冠博带”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装束呢？

先说“高冠”。“高冠”即“峨冠”，又可以

叫“峨冕”。古代中国的冠服制度把头上所戴

的帽子统称为“头衣”或“元服”，计有五种：

大夫以上包括天子所戴的“冕”，一般贵族、

官吏所戴的“冠”和“弁”，庶人所戴的“巾”和

厮役所戴的“帻”。冕、冠、弁又统称为“冠”。

据说冠冕乃黄帝所制，《后

汉书·舆服志》载：“见鸟兽有冠

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

为首饰。”冠是“礼之始也”，因

此冠服制度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礼仪制度，是

等级制的象征，以此表示贵贱有等、衣服有别。

冠上还要根据等级加上各种玉和彩带，有

一个形容男人脸面洁白的成语“面如冠玉”就

是由此而来。汉代时皇帝专用的冠称“冕冠”，

上面有块前低后高的木板，两端各垂下十二块

五彩玉，还有各种装饰品。皇帝之下的最高官

员戴巍峨的通天冠，再低一级的官员戴长冠，

然后是进贤冠和武官专用的武冠、法冠等，具

体的形制都有详细的规定，此不赘述。

由上述可知，冠上既有种种饰物，则冠必为

“高冠”。法官所戴的“獬豸冠”乃是模仿獬豸这种

传说中的神羊所制，不仅高，甚至还有两角，十

分怪异。此外还有鸡冠、鹖冠，其高可以想见。

再说“博带”。古代官员的服饰一定要用

带束起来，带分革带、大带两种，革带就是皮

制的带子，大带是素丝制的带子。革带在内，

佩玉、官印、荷包等都系在革带上；大带在外，

长长地垂下来，又叫“绅”。“缙绅”一词的“缙”

通“搢”，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缙，插也，

插笏于绅。”笏是朝见时大臣所执的狭长手

板，按等级分别用玉、象牙或竹制成，用来记

事，免得临时忘了向皇帝禀报的细节。“缙绅”

就是将这块手板插在“绅”里，后来才引申为

官宦的代称。

齐桓公的“高冠博带”守的是周代制度，

再往后则只有儒者才使用“博带”，即“褒衣博

带”，指宽大的衣服和宽大的带子。据《汉书·

隽不疑传》载：“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

环玦，褒衣博带。”“櫑具剑”指木柄上镶有蓓

蕾形玉饰的长剑。隽不疑是儒者出身，因此才

“褒衣博带”。

大约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一装束才从儒

服渐渐流行开来。著名的《颜氏家训·涉务》中

载：“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

出则车舆，入则扶侍。”从此之后，

“峨冠博带”就成为士大夫的标准

装束，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讽刺的

南社“重见汉官威仪”的梦想。

李达：主动降低居住标准
开国上将李达特别注意培养子女艰苦朴

素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极为节俭，几任炊事

员为此“抱怨”：“你们吃饭真简单，在你们家练

不出手。”在住房方面，李达从来都是降低居住

标准，在1955年初进京任职期间，就让出了一

套二进院，全家挤在南长街附近胡同的一家小

院里生活，即使到了1973年房屋年久失修，已

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达依然坚持住在原

地，几次拒绝管理部门提出的按照标准重新给

予分配住房的建议、规划。

1983年，房管部门决定全面维修已成为危

房的李达的卧室，动工之前，派人来商量修房的

方案。此刻，李达因身体不适，正躺在卧室休

息。听说房管部门来人研究修房方案，他拄着

拐杖来到办公室，高声说：“我的意见是——因

陋就简！因陋就简！”这两个“因陋就简”，为这

次修房定下了基调，结果上级批下来的有限的

修缮经费，还节余了不少。

老舍：戏曲味的答催稿信
《青年界》总编辑赵景深写信向老舍催稿，

在信笺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并用红笔圈

起来，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老赵被围，速发救

兵！”老舍接到信一看，就在他的信上画了一杆

枪，直刺红圈，也在旁边写了一行字：“元帅休

慌，末将来也！”在寄稿的同时，附了一封带有

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

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

程。呔！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

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

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

荀彧：“坐处三日香”
汉朝的王公贵族很有品位和讲究。洗完的衣

服要用香炉熏一遍，穿在身上有“暗香盈袖”的感

觉。“花妒谢家妓，兰偷荀令香。”汉末的荀令君荀彧

人品正直高洁，姿容也美。这位重臣极为注重仪

容，风度翩翩，据称他身上的香气百步之内可闻；所

坐之处，香气三日而不散。“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

日香”，为此还留了个“荀令留香”的典故。

宋朝有个叫梅询的人，为了达到荀令留香

的效果，每当出门之前，总要把家里的大香炉点

上，把里里外外的衣服放在上面熏几个小时，穿

起来后就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直到室内，才敞开

衣袖，让香气四散出去。

宋朝：严禁宰杀耕牛
在封建社会，牛耕一直是主流的耕作方式，

牛一直是农民的主要帮手。古代中国重农主义

盛行不衰，历代帝王为了证明他们对耕牛的保

护和推崇，不仅禁止农民宰牛，而且禁止屠户和

饭馆出售牛肉。

以宋朝为例，从北宋初年到南宋灭亡，三百年

间出了十几个皇帝，光是禁止屠牛的圣旨就颁布

了二百多道，几乎称得上一年一道圣旨。再看法

律，从北宋前期根据唐朝法律制定的法典《宋刑

统》，到南宋中叶修编的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再到

现存《宋会要辑稿》刑法部分，都载有非常严厉的禁

令。宰杀耕牛、私宰病牛、误伤官府之牛、偷盗邻家

之牛，种种罪行均有判例。杀牛之人的惩罚条目

相当清晰，轻则罚金，重则徒刑，最重者死刑。

■ 开创在7月1日进行党员教育的先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长期处于革
命战争年代，风雨飘摇，历经艰辛。在那腥风
血雨的年代，我党一直没有条件进行有计划、
成规模的纪念建党活动。1937年1月党中央
进驻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才开始了纪念建
党活动。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7年7月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周
恩来作了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
告。报告概述了我党自建立以来经历的曲折
发展过程，比较了中共与欧美社会主义工人
运动的不同传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
遭到重大挫折的历史教训，分析了我党重新
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并号召我党要自觉地
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欧美社会主
义工人运动的传统，却承袭了中国农民革命
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接受了欧战后俄国
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中国无
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已锻
炼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不愧为世
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之一员。报告分析中国共
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共是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
的联系的党。

报告还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
历史教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最基本的弱点
是“不认识争取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
得了领导权”“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
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革命
斗争的爆发，伴着发生了‘左’倾幼稚行动，缺
少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农民运动
与土地革命在中国党领导机关中接触甚为落
后”；在军队工作中“放弃树立党的基础，退避
自己建立军队的企图”“缺乏武装工农的信心
和决心”。号召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
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报告开创了在7月1日进行党员教育的先
河，但是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具体时间。

■ 第一次明确党的诞生纪念日

1929年，董必武和何叔衡同在莫斯科学
习，何叔衡给董必武写信询问党的一大召开
情况。董必武于同年12月31日复信何叔衡，
提供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及
会上讨论的问题等有关情况，但是时隔8年，
董必武只记得一大是1921年 7月在上海召
开，具体日期已记不得了。

1936年，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苏联莫
斯科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
向人们讲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过程，提
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文中说：“一九二
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
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
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
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
海来开会的。”他只是说一大在“七月底”开
幕，也没有提到具体日期。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式形成后，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力，统
一全党的思想，凝聚力量投入到团结抗战中

去，1938年春，中共中央准备举行纪念建党十七
周年活动，需要确定具体日期。当时，在延安的
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
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
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
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演讲，即《论持久战》。
他在演讲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
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领导人第
一次提出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 第一次开展纪念党的生日活动

1938年6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
发布《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
纲》；6月14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
和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
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商定7月1日至7日，
开展抗战一周年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
念周活动；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共
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
发布在7月1日纪念党的生日的文件；6月25
日，《新中华报》发表《从“七一”到“七七”纪念
周，抗大是怎样筹备的？》的文章，第一次将党的
成立纪念日精炼地概括为“七一”。

7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十七周年提灯大会。据《新中华报》报道，这
天为工人日，上午10时，在延安市工会举行工
人大会，成立延安市各业工会总俱乐部。报告
开会意义后，进行政治测验、墙报、唱歌等项比
赛。下午2时，工人宣传队整装出发，在钟楼至
北城门一带宣传。当天，轰动全城的是提灯大
会。太阳还高悬在西山顶上，各机关、学校、部
队、团体就开始向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会合，延安
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拥到这里来了。主席台的
前面，高高挂着“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
周年纪念大会”的横幅。

晚上7时，大会宣布开幕。首先由鲁迅小学
学生于龙江指挥全体人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然后由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致词。会
场响起雷鸣般的热烈掌声，“拥护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西边
的晚霞完全消失在夜色中后，灯火照耀了大地，
从延安城墙上望去，仿佛一片星海。各种雄壮
的歌声混响在城市的上空，提灯大会正式开
始。提灯队由南门入城，有飞机灯、炸弹灯、高射
炮灯、坦克车灯、战舰灯、五星灯、宝塔灯等各种
造型的灯。最引人注目的是抗大第五大队第五
中队的“五星·斧头·镰刀”灯，灯上一面写着
“71—77”，另一面写着“1921—1938”。第二大队
第一中队的火炬，第四大队的化装游行，延安警
卫部队14位勇士各执一架飞机，举在半空中组
成飞机队，也是格外的抢眼。提灯队像火龙般
地爬上山，又蜿蜒而下，经过南街、西街，转入北
大街、东街而汇流到府衙门剧场，街道两侧观众
云集，歌声、口号声响彻夜空。提灯游行持续一
个多小时，到当夜9点15分才结束。

当日，八路军后方各留守兵团军政首长会
议、陕西公学学生会分别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发来贺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

此后一周内，每天都有庆祝活动。2日为学
生日，由陕北公学负责组织发动各校学生到街
头、农村开展宣传活动；3日为武装日，由保安司
令部、抗大组织打靶、扔手榴弹等军事比赛，还组
织了男女排球、篮球以及男子足球等比赛；4日
为妇女日，举行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5
日为青年日，由青救会负责组织活动；6日为商

人日，由市商会牵头开展活动；7日为抗战建国日，
这天延安全城悬挂半旗志哀，上午10时，延安各界
人士集中在南门外的大操场，举行纪念抗战一周
年及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 首次刊发建党纪念特辑

194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二十周年华诞。6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
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明确提出：
“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
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
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
出特刊或特辑。”指示还明确了宣传要点，要求
“各地方纪念文章应侧重说明与当地具体任务有
关联的问题”。这是以中共中央指示的方式明确
规定7月1日为庆祝建党的日子。

7月1日，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放假
一天，召开纪念会、报告会，热烈庆祝建党二十周
年。边区政府在政府花园举行中共二十周年庆
祝大会，林伯渠主席作报告。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编辑刊发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
念特辑”，发表了一篇社论和朱德、林伯渠、吴玉
章写的三篇纪念文章。

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指出：“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完全新
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二十年的历史，对于中
国革命还有一个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就是它已
经在全国人民面前成了一个最雄辩的见证，这个
见证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与一切丧失自信、希图依靠他人
和依靠机会者流的论断相反，是能够独立奋斗
的，是绝对不可战胜的，是具有无限前途的。”社
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他的
成败就是中华民族的成败，它和中华民族是血肉
不可分的，因此谁要爱护中华民族，希望中华民
族的发展，他就必须爱护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

朱德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中回
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历的三次革命战争，
他深情地说：“二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过程，证明
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英明地掌
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只有中国共产党，
能在一切历史时期中，永远为当时最革命的政治
目标而坚决地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当时中华民族
和人民的主要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定出和
坚持当时最革命的战略方针。”这篇文章表明朱
德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事业充满了信心。

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与政权》一文中说：“中
国共产党高举起布尔塞维克的旗帜，跨过了光辉英
勇的斗争道路，在短短的一段历史途程上刻画了永
古不朽的痕迹”“还是第一次，在没有取得社会主义
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军
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的政权。这是中国革
命的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值得自豪的地方。”

吴玉章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从他个人40多
年的经历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入手，阐
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说：“中国有了人类最
进步的革命理论——马列主义；中国有了最强有
力的、群众的、最进步的革命政党——共产党。”
《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第一次刊

发建党纪念特辑，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评价中共
地位，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之后，
“七一”庆祝活动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并逐
渐走向常态化。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13人，通

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从此中国出

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然而，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一次破坏，包括一大档

案在内的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致使关于党的一大的很多问题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历史之谜。那么，7月1日是如何被确

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呢？这还要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说起。

“七一”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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