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都市报公众服务热线：96258�（新闻 报料 发行 投诉 广告 服务 互动） 本报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 52号 邮编：410008

曾国荃（1824－1890），是中国近
代史上的一个“另类”。他是曾国藩的
胞弟，字沅甫。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
湘军中人呼“九帅”。然而，就是这样一
个人物，时至今日，他的历史面貌、历
史功绩以及历史影响都不大清晰，影
响也远不如其他湘军将帅。 如果说天
才的军事将领老九其前半生纯是一介
武将， 那么他的后半生则蜕变成一个
地方行政长官。

首先，赈灾三晋，士民称颂。老九
初临山西，就碰上了史上有名的“丁戊
奇荒”。 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要
钱！向上要，他不间断向朝廷打报告；
向外要， 不断地向他当年的战友们伸
手。

但是这些钱粮相对于偌大的山西
又只算是杯水车薪。老九再三思虑，他
又想起了当年湘军出征时的做法，奏
请朝廷批准重开捐纳，说白了就是“卖
官”。山西通过卖官鬻爵得到的捐银高
达千万余两， 算是对山西赈灾起了支
柱性的作用。 灾情过后他免除灾民的
徭役，每年为山西百姓节省钱钜万。过
后，山西百姓对老九感恩不已，为他建
立生祠，把他视作“生佛”。

其次，洁己爱民，整饬吏治。老九认
为要处理好吏治废驰、官贪吏暴、灾民
饿死、刁民闹事这些麻烦事，必须先找到
造成麻烦的根源。他到任不久，就敏锐地
发现山西吏治废驰，判断出灾荒其实很大
一部分其实是人祸。

当时凤台县饥民众多， 动用仓谷，
设厂放赈。为做到“实惠及民”，曾国荃
饬导属吏，督率绅耆，认真办理，“不假
胥吏之手”。针对山西吏治败坏、官员贪
污克扣赈灾银粮等现象，曾国荃在赈灾
的同时对贪官予以严惩。老九的个性也
在这期间真实地呈现出来了。如果说过
去战争中出于需要，对于某些不能洁己
爱民的部属， 有时不得已只能忍耐，无
法惩恶扬善的话，那么，此时的老九则
完全没有那些顾虑了。

再者，保富安贫，培养元气。因为
灾荒过于严重， 超乎人们的想象与预
期，以至于长时间无法缓解。一些地方
官便在富人身上打起了主意， 有的甚
至强行要求富人捐款捐物， 有仇富情
绪蔓延之势。老九知道后，立即进行纠
正，强调“保富方可安贫”。中国历史上
极少有人如此重视、强调保富，更别说
保富就是保元气了。在灾荒面前，富人
往往极容易成为灾民仇恨、 打劫的对
象。仇富情结如星星之火一样，迅速被
放大，“和尚没老婆，大家没老婆”嘛！

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的《申报》
对他离晋的场景作了生动的报道：长
生禄位、万民衣伞，攀辕卧辙，香案十
里……以《申报》当年的影响力和公
信力，如果不是亲见，断不可能红口白
牙地瞎编。

呜呼！时人称老九“功在吴楚恩在
晋”，诚为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文/刘绪义

曾老九，
功在吴楚恩在晋

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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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刘昊宇今年22岁
了，可我至今还是叫她“宝
宝”。她很喜欢、也很习惯
我这么叫她。 我常与同事
谈到女儿，很轻松地说，不
知道怎么一下子就长大
了。可是仔细回想，她一路
走来，其实付出了很多，有
太多的不容易。

因为酷爱打乒乓球，
女儿小学毕业就没有读书
了，11岁就被选入河北省
体工大队乒乓球女队，成
为专业运动员， 大多数时
间都在训练。 我和妻子常
为她的学习担忧。那时，我
只能要求她平时多看些自
己喜欢的书， 并交给她一
项硬性的任务：写周记。每
到周末， 她都要到公用电
话亭打电话给我， 逐字逐
句读她的周记。每次听完，
我总是表扬她， 肯定她的
进步。就这样，我听她读周
记整整6年。

她与中国诸多省级运
动员一样， 运动成绩上不
去，也就只能离开运动队。
当时，她选择是自主择业，
回到长沙。 昔日的小学同
学大都是即将毕业的高中
生， 可她却是一个没有读

过初中、高中的社会人。苦
闷焦急迫使她困惑不已，
甚至后悔自己走过来的
路， 但自尊心促使她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迎头赶
上。 当时长郡中学得知她
有乒乓球特长， 邀请她直
接进入高二年级学习。我
和妻子为了她能有更多的
时间学习， 减少上学路途
的奔波劳累， 就在长郡中
学附近租了一套50平方米
的简易房子住下。 一年多
的学习， 她从来没有在晚
上1点前睡下，拼命补回初
高中课程。最后，她赶上了
自己的同龄人， 考上西北
工业大学。走进大学，她兴
奋不已， 多次对我说：“爸
爸， 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没
有错！”我告诉她：“只要一
直努力，就不会后悔。”

大学四年， 她每学期
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还
获得了全国大学生乒乓球
锦标赛单打的第三名。去
年，她准备考研，我当然全
力支持， 并建议她考北京
大学。一天，她打来电话，
说想和我商量一下自己的
想法。 她怕我没等她说完
就提出反对意见， 事先让

我听完再表态： 今天与老
师谈论了考研的事， 虽然
大学四年学的是经济管
理， 但北大行政管理竞争
大，她没有一定的把握，所
以想报考北京体育大学，
因为自己热爱体育， 也有
很好的体育基础。 我能感
觉到这是她深思熟虑的选
择， 她在考虑自己想从事
的事业， 考虑着自己的未
来。 这应该是她第一次长
时间谈她的想法。 我很高
兴也尊重她的选择。 通过
努力，她终于如愿以偿，进
入了北京体育大学。 不久
前还被选为学校教育学院
研究生会办公室主任。她
想借这样的机会， 多锻炼
一下自己， 积累一些工作
经验。

回想女儿的成长，我
有自己的心得： 从不吝啬
对她每一步、 每一个细小
成功的肯定、支持和鼓励。
其实， 我和大多数父母一
样望子成龙， 但更重要的
是她能快乐地成长， 做自
己喜欢的事， 过自己想要
的生活，幸福美满。这就是
我们这个家最大的幸福。

■文/刘忠宏

女儿的幸福
就是这个家最大的幸福

杂谈

左家塘高档小区内一室一厅招租，
新装修设施全。 13975137281（唐）

住房招租

身份证鉴别设备首家升级， 能兼
容识别芯片损坏的真证和假证克
隆， 信息自动录入或添加到业务
界面。 来访登记门卫管理系统。 A
类点钞机。 杭州仁思电子有限公司

准确鉴别杜绝假证

咨询：0731-82863068 13755012298 蔡先生

川朋投资Cp
大额财团资金直投，免担保，免
手续费，有无抵押均可。 房产、
水电站、农林业、旅游、矿山、交
通、酒店、学校、医院、能源等。 在
（扩）建工程，新建项目，个人企业
区域不限。 详询：028-68999988
成都市三洞桥路 19 号国贸广场 9 楼

成功千万里
融资零距离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域
不限，手续简单、审批快、利
率低、放款迅速。
028-68000928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

媒体宣传推介
软 文 刊 发 QQ：602058576

84464801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搬家 回收

诚聘男女公关 可兼职
15675858982

招生 招聘

考驾照 15-20天拿证。 可
权 威 验 证 13787798386轻松

男女公关 月薪丰厚
13817235286 张姐、欧总诚聘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诚信、专
业、快捷！（房地产、矿山、电站、农
牧林、制造加工等各类在建工程）
区域不限，企业个人均可，轻松解
决资金困难。电话：028-68807555

发亿投资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企业、 个人项目投资
贷款，能源、水电、交
通、房产、农业养殖、
学校、旅游、酒店、在
建项目等投资合作。
投资贷款：手续简单、
利率低、放款快。
大额资金 区域不限
028-68991177

富信行投资贷款

购红酒送海南游 0731-82253000
招省级代理3件起批

澳洲红酒

全 省 招 商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理 财 投 资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各
类项目投资（矿产、房地产、电站、
农牧业、制造加工、交通、学校、新
建项目、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松
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工商代办 82284857

国传酒招商
中国酱香型白酒基地茅台镇，少有
的国酒品牌，低门槛，高回报招商，
你想赚多少钱，国传酒就能实现你
赚多少，招商热线：13096729951

●项目投资、房产开发、在建项
目、BT 项目、 工程资金周转及
保证金贷款。
●各类矿产、电站、酒店、高速、
大中小企业投资贷款咨询。
电话：4000708088
地址：重庆江北区未来国际 42楼

商佳●全国直投 小额贷款前期无费用 18711168326
无抵押担保当天放款

移动、低费率、封顶
电话：4008602819POS机办理

追债咨
询18229931310

公告声明
普通扑克麻将最新手法硬功夫无破
绽感应分析仪桌上无任何东西报牌
快准上门安装手机远程控制麻将程
序机（四方开骰）隐形透视眼镜变牌器药水
密码扑克麻将。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低价牌具 13507456730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飞针麻将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合
作
出
场

以一敌三， 胜券在握（吃、
摸、碰、杠、胡）掌控全局，准
确率百分之百， 无需控色，
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本产品
超越了以往的任何麻将产品，做
到了真正的傻瓜式操作。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牌具精品。

13467668666

【化学原料】普通扑克麻将， 一摸即变，
不多不少不重复。 玩斗牛，金花，三公，
牌九，字牌，庄闲绝杀。 不偷不换，任何
人均可学会。 麻将机无需安装程序，一
人打三家，售高科技进口隐形眼镜、一对一
隐形分析仪、变牌仪、药水、色子（不会不收费）长沙
火车站凯旋大
厦A座 1405房

澳门牌王老
字
号

刘

低 价 上 门 安 装 麻 将 机 程 序
多款扑克分析仪桌面上不需放镜头
密码麻将、扑克等 长沙晚报正对面

牌具 13467671788牌技

售最新扑克分析仪 ,四方色程序一体
机 ,无色博士伦看透扑克麻将 ,授牌技！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B栋 7楼 7703 房

中兴牌具 13677369990

联谊 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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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本市身份证，保密不押，当天
放款。 电话：89719587、
18975131518 五一大道中天广场

金本投资

凭本市身份证，保密不押，当天
放款。 电话：84765722、
13307313979 五一大道中天广场

泰泽投资

转让 租售

信用卡理财 包 36%年利
T：15874089891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40元/行起（公告除外）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业务 QQ：602058576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适应宾馆、饭店、蒸饭、炒菜、烧水等
T：15873228368网址： www.rqomgl.com

食堂多功能节能灶

湘府路青园社区附近。 15111100620
400m2SPA养生馆转让

稳重男 54 岁丧偶有一小女，经
济条件优无伴生活孤苦寻有孝
心的女士为伴 13760231073 亲谈

医 疗

殷文波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
学院三方协议书遗失， 编号：
S10181086，声明作废。

临街旺铺一、二楼转租
位于解放西路口一楼 1350 平方、二
楼 260 平方整体转租， 价格面议。
15388901156、13973184171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
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 半身不
遂、手、身发抖、口流涎、
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
质增生、坐骨神经、股骨
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 增生、肥
大、尿频、阳痿、男女拉
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
（银杏路 6号）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