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纱帽也叫纱帽， 它的前身
是古代男子裹头发用的幞头。

东晋成帝时， 都城建康宫中
做事的人， 都戴一种用黑纱做的
帽子，人称乌纱帽。到了南朝宋明
帝时，乌纱帽传到了民间，成为百
姓常戴的一种便帽。

隋唐时，皇帝、官员和百姓都
戴乌纱帽。但为了区别官位高低，
乌纱帽上都配有不同的装饰玉
块：一品有 9 块，二品有 8 块，三
品有 7 块，四品有 6 块，五品有 5
块，六品以下没有装饰玉块。

北宋时， 宋太祖赵匡胤为防
止大臣在朝廷上交头接耳，下令在乌纱帽的
两边各加一个长翅，又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
的花纹，来表示官位的高低。 明朝皇帝朱元
璋规定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必须戴乌纱
帽，穿圆领衫，束腰带。 另外，取得功名但还
没有授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
从此，乌纱帽便成为官帽。

现在人们仍习惯地将乌纱帽作为官位
的代称，丢掉乌纱帽就意味着被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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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四年（1570 年 ），一道人事
任命震惊朝野。 当年两广叛乱，平叛大
军连吃败仗。 内阁首辅高拱决定，将江
西按察使殷正茂升任广西巡抚， 统军
十万，远征两广。 文官出身的殷正茂极
具军事才能，但他是个大贪官，当地方

官吃农民赋税， 到军队后就克扣士兵
军饷。 因此，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这项任
命。 高拱不为所动。

亲信建议派人去盯着殷正茂。 高
拱说，不用派人，他端出了那道著名的
算术题：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
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
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
或许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
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
也解决不了问题。

果然，殷正茂上任后，几个月就平
息了叛乱。 当然，军饷他也没少贪。 后
来，殷正茂出将入相，后以八十高龄病
逝于家乡。

高拱的算术题与大贪官殷正茂

“善终”的结局，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甚
至有人认为，只要有本事，贪不贪污无
所谓。 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在万历年间， 后金崛起于辽东，
此后数十年，挥师入关定鼎中原。 拥有
百万大军的明朝， 之所以不堪一击，一
条重要原因是士兵军饷被克扣。明代晚
期， 军队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殷正茂，
哗变讨薪在明军中不胜枚举。最反讽的
是清朝绿营军， 大部分由投降明军组
成，因为解决了军饷，立刻改头换面。他
们一路南下，杀得南明军队丢盔弃甲。

后人评价，明实亡于万历。 在万历
年间位极人臣的殷正茂，无疑是这句话
的生动注解。

龙在宇

一道算术题左右明朝国运
1927 年 3 月， 正在南京

创办“晓庄师范”的教育家陶
行知选了一个黄昏，相约金陵大学
校友邵仲香同往游览燕子矶。

在前行的途中，人力车夫对陶
行知说：今天走财运了。 因为他早
上拉一位姑娘到燕子矶后，姑娘不
但付了车费，而且把口袋里的钱全
都掏出来给了他，然后就默默地登
上山去。 这位车夫本想再拉这姑娘
回城的，可是他在公园门口等了一下午，也没
见到姑娘出来。

陶行知也觉得很奇怪，第二天却听到学生
们都在说昨天有个女人从燕子矶上跳江了。
陶行知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他猜想，应该就
是昨天把钱都给了人力车夫的那位姑娘。

沉思良久后，陶行知叫工匠做了一块二
尺半长、一尺多宽的木牌，正面写上“死不
得”三个醒目大字，下面再题两行小字：“死
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与其为个人事投
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四万万三
千万同胞努力而生！ ”

在木牌背面，陶行知又写了“想一想”三
个大字，下面也题写两行小字：“人生为一大
事来，当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
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第二天一早，陶行
知来到燕子矶，把木牌牢牢地插在矶头最高
处的石缝中。

自从木牌竖立后， 燕子矶一带的居民常
常看到有些面容悲戚、拭泪上山的单身男女，
在木牌前徘徊很久以后， 最终打消了轻生的
念头，慢慢地走下山来。 这块“救命牌”，几十
年来究竟挽救了多少轻生者，已经无法统计。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扬
烁 通讯员 罗一飞 ）12 月 22
日上午，“立意潇湘 纵怀世
界———刘应雄中外风情画展”
在湖南国画馆开展。 来自湖南
省市相关领导及艺术家、收藏
家近 300 人出席了开幕式并
参观了展览。 展会由湖南省湖
湘文化交流协会主办，湖南国
画馆承办的，本次展览免费向
市民开放， 将持续至 12 月 26

日。
本次画展展出了刘应雄

30 多年来采风写生创作的 100
余幅作品。 十多年前，刘应雄
以“潇湘八景”为创作主题，立
志寻找“真山真水”。 他立足于
潇湘八景实地写生，还原八景
的地质风貌特质，寻求用不同
的笔墨技法、构图形式进行表
现，创作并建立了新“潇湘八
景”艺术样式，充分表现山水

文化和湖湘文化精神，为中国
水墨山水的发展做出了自己
独特的贡献。

据了解，刘应雄为湖南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中国
画学会理事， 擅长毛笔作画，
尤爱山川河流， 其作品曾在
《美术》《美术报》 等全国重要
报刊发表。 2010 年，刘应雄获
得“湖湘画坛十大年度人物”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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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有世界
———刘应雄中外风情画展在长沙举办

趣谈

尽管岁月不饶人， 仍给饱经风霜的
他留下了丝丝白发， 额头上刻下了道道
皱纹，但他总是那样执着，全身心扑在教
育事业上……他就是隆回县七江镇鸟树
下中学教师赵云辉。

38 年教龄，18 年党龄，36 年班主任
经历，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他就几乎
不分昼夜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甚至“重
伤也不下火线”。

本期开学不久， 赵云辉的视力直线
下降。白天看书越来越模糊，自认为年纪
大了，视力下降很正常，在县城连续配了
三副眼镜， 但总是戴了一段时间就感觉
不舒服。

他后来到长沙爱尔眼科医院检查，
诊断为重度白内障， 左眼裸体视力 0.1、
右眼 0.2，需马上动手术。 但赵云辉首先
想到的是学生很快就要期中考试了，授
课内容还没教完， 一旦动手术会耽误学
生学习。 学校领导、老师及家长劝他，先
把教学工作放一放，身体最重要。 他想虽
可以请假，但学校严重缺编，请了 10 多
个代课老师，假如要他们代课的话，摸不
清学生情况，教材不熟悉，可能会影响到
学生。 所以，他一直坚持到期中考试前，

才请五天假去做左眼手术， 医生叮嘱至
少要休息半个月。 而他仅休息了一天就
返回了学校，医生都说：“你不要命了，动
完手术不能乱走动，刚换了人工晶体可能
会移位，这是一次性的，不能做第二次手
术的。 ”但他依然不顾。 对赵云辉来说，讲
台更重要。

万幸的是，刚拆纱布检查视力恢复
到 1.2，但由于没得到休息，一个月后再
去医院做右眼手术时，左眼视力只有 0.8
了。做完右眼手术的第二天，邵阳市师德

师风巡回宣讲在隆回影剧院举行， 他右
眼带着纱布风风火火奔向影剧院听模范
故事，向他们学习先进经验。

学校的三位教师代表看到他走进了
会场， 说：“我们听宣讲报告不如学习赵
老师爱岗敬业的精神。 ”赵云辉听完报告
就去医院办出院手续， 两天后又走上了
讲台。

丝丝银发凝聚着多少汗水和心血，
道道皱纹蕴含着多少辛勤与奉献。 赵云
辉撰写的论文、 参加的教学比武和辅导
学生的作品曾获国家省市县奖励数十
次。 他的学生、同事、和家长们，提起他就
肃然起敬。

□ 刘遵炳

很多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出
现师徒相爱的情节， 但最终都不被认
可。 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花千骨不能
喜欢自己的师父？真爱到底有什么错？”
“杨过和小龙女为什么不能被祝福？ ”
大家有所不知：在古代，爱上老师就是
错。

在尊师重道的古代， 讲究一日为
师，终身为父。 敢和老师乱搞的学生和
勾引学生的老师，必然会身败名裂。 师
生恋，不仅在古代的正史里没有（不许
记），野史里没有（不许编），就连戏曲小
说里都没有 （不许传）， 这就是一个禁
区。

在《神雕侠侣》中，郭靖知道杨过喜

欢上师父小龙女后，痛骂杨过是大逆不
道的小畜生。 见其死不悔改，郭大侠气
得直接举起手掌想劈死他。

在《绛雪玄霜》里，罗玄在中毒的情
况下神志不清，和女徒弟聂小凤发生了
一夜情。罗玄睡了女徒弟后大骂人家勾
引他，坚决不负责。聂小凤怀孕后，罗玄
竟然把她囚禁在石室中，不许见人。 因
为他担心师生恋曝光，会让自己身败名
裂。

温庭筠和鱼玄机应该是历史上唯
一一对差点儿搞成师生恋的。温庭筠是
唐代的诗词大家，和李商隐齐名，他的
《花间词》征服了无数少女芳心。鱼玄机
（出家前叫鱼幼薇）是一个女神童，7�岁

就会写诗，10�岁的时候诗名远播。温庭
筠很好奇，跑来见鱼玄机。 结果发现这
么漂亮又可爱的小才女，居然靠妈妈给
妓女们洗衣服为生。 温庭筠父爱爆发，
不仅教鱼玄机作诗，而且还资助娘俩生
活。 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鱼玄机的人
生。

温庭筠比鱼玄机大了 32� 岁，差不
多可以做她爷爷了。 但是，鱼玄机就是
爱他爱得要死。 师徒俩用诗词传情：鱼
玄机写《早秋》，温庭筠用《早秋山居》相
和；温庭筠写《晚坐寄友人》，鱼玄机用
《冬夜寄温飞卿》应答……最终，温庭筠
果断地把鱼玄机推给名门公子李亿做
妾，化解了自己的名誉危机。

古代师生恋是禁区
□ 苏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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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伤也不下火线
———记隆回县七江镇鸟树下中学教师赵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