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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解史

关山远

近期微信朋友圈里颇为流行所谓的“杜月笙
看人”“杜月笙语录”，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甚至还
有《跟杜月笙学做人》一类鸡汤文章——— 这绝对是
一碗“毒鸡汤”。

众所周知，千万不要跟流氓合作；同理，千万
不要把流氓当人生导师——— 杜月笙是个不折不扣
的流氓，即使他一身长衫、满嘴义气。

一

跟一般江湖儿女不一样，流氓心中，没有是
非，只讲利益。

杜月笙是流氓，而且是个超级大流氓。这是
谁也不否认的——— 不管有人怎么说杜月笙够朋
友、“会做人”、仗义疏财、与孟小冬的“爱情”……
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杜月笙是个流氓。

当然，也有人说，流氓又怎么了？刘邦当年不
也是流氓吗？

但杜月笙真不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流氓，他
是一个靠贩卖毒品搭建起其庞大的商业帝国并
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罪恶职业的流氓。

杜月笙出身贫寒，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14
岁时，到上海水果行当学徒，练就了单手削梨且削
掉的梨皮不断之绝技。但他无疑不想仅仅当一个
上海滩的削梨高手，他往恶少年的路上发展，小偷
小摸，嗜赌成性，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因盗窃被
开除，又去另一家水果店。这样下去当然没前途，
他后来拜青帮一个流氓小头子为老头子，得到了
去流氓巨头黄金荣府上当差的机会。他机灵诡诈，
善解人意，迅速得到黄金荣老婆的赏识，由此成为
黄金荣的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
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 公兴俱乐部。

毒品与赌博，成为杜月笙事业支柱，尤其是贩
卖鸦片与毒品生产，让他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他在老家建的杜氏家祠，占地十亩，落成时盛况空
前，几万人组成仪仗队，连蒋介石都送了匾额，上
书“孝思不匮”——— 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祠堂
后来成了杜月笙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杜月笙不仅有钱，更有势，堪称上海地下皇
帝，否则，毒品生意有那么好做吗？英国学者乔纳
森·芬比所著《蒋介石传》一书，详细描写了当年
杜月笙是如何经营毒品生意的：

“到 1927年，正如上海警察史学家弗里克·威
克曼所注意到的那样，没有青帮的允许，几乎没
有什么非法的东西可以经营。而那些藐视它的人
很可能发现他们会遭到枪击、绑架或者被人用水
果刀挑断脚筋。每逢中国的春节，杜(月笙)会邀请
重要的毒品商人参加聚会，并且告诉他们付多少
保护费。而那些未能付钱的人会发现有一副棺材
被送到了他家以示警告，有时候还会有抬棺材的
人。在一次迷雾重重的事件中，杜不喜欢的三个
法国官员，在吃完他为他们而设的以来自宁波的
蘑菇为特色的晚宴后不治身亡。这个歹徒的黑手
到处都能看到，蘑菇宴事件之后不久，一艘载有

有关租界地毒品交易报告的驰往巴黎的船只在印
度洋失火沉没。报告丢失了，而且死者中有一名著
名记者阿尔伯特·伦德莱斯，他曾宣称将把一条
‘爆炸性’的新闻带回家。自然而然，沉没事件应归
因于杜。显然他是那个任何意欲控制上海者都必
须与之打交道的人。”

杜月笙发家后，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
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
斯文，衣领扣子扣得严严实实，这个细节，让今天
一些吹捧杜月笙的人惊喜不已。

但如果穿衣打扮，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质，那
么，这个世界早已如天堂般美好了。

二

当年，上海滩三大流氓巨头，有“黄金荣贪财，
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之说。

不少人认为，杜月笙最终取代黄金荣，成为上
海滩第一流氓，是因为他会做人。

此言错矣！杜月笙从小弟到老大，是因为蒋介
石。乔纳森·芬比在《蒋介石传》中写道：三巨头中，
“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盟友的却是第三个人物，贫
穷的米店老板的孤儿杜月笙，由于非常明显的原
因，人称‘杜大耳朵’……”嘴大瘦削有着一双大耳
朵的杜月笙，因为 1927年 4月 12日协助蒋介石
在上海屠杀中共党员，一跃成为蒋介石的忠实盟
友。《剑桥中华民国史》在提及“四·一二”政变时，
说作为帮凶的上海“青帮歹徒”是“黑手党”。

史载，正是通过这一事件看到了杜月笙的心
狠手辣，黄金荣从此退居幕后、甘当老二，让杜月
笙成了上海青帮第一人——— 要知道，汪寿华是杜
月笙的“好友”，4月 11日晚上，他接到邀请赴杜
府死亡夜宴时，正是出于对杜月笙的信任，拒绝了
同志让他携带保卫人员的建议，单刀赴会。进入杜
宅后，汪寿华即被杜月笙指使手下流氓芮庆荣、高
鑫宝、马祥生和叶焯山等人打昏后装入麻袋，残忍
活埋于沪西枫林桥，年仅 26岁。

杜月笙由此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巨大利益：他
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阶，蒋介石更在所谓的“更具
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
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
输与仓储。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蒋介石还让杜月笙
这个鸦片贩子当上了上海市禁烟局的局长……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
传》一书中写道：

“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
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
‘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
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
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
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
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
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
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
他——— 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万元开办费——— 宋子
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

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
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
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
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蒋介石传》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么一个细节：
因为某次误信宋美龄姐姐宋霭龄提供的内幕信
息，杜月笙投资失败，他找宋霭龄的丈夫、民国财
政部长孔祥熙索要赔偿，后者拒绝了，书上写道：
“‘那天晚上”，一位英国顾问弗里德里克·莱希-罗
斯回忆道，‘一个头等尺寸的棺材被六个参加葬礼
者放在孔博士的家门口。’第二天，中央银行即开
会同意补偿一位遭受兑换损失的‘爱国公民’。”

为了钱，杜月笙可以杀死租界的法国官员、外
国记者，还可死亡威胁蒋介石的小舅子与连襟。他
的这个特权，又哪是曾经的“老头子”黄金荣能够
相比的？

三

应该说，杜月笙是在一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
下崛起的特殊人物：当时蒋介石政府因治理能力
低下而不得不倚重的“黑帮管理”。

在珍珠港事变之前，上海是一个被各方势力
割裂的城市，分为华界、英美主导的公共租界和法
租界，这三块各有自己的行政、司法、治安系统，国
民党政府的势力，只在华界有效，而公共租界与法
租界，也长期处于谁也不搭理谁的状态。这种割裂
状态，为青帮集团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流氓

像游鱼一般穿梭三个板块之间，形成一个庞大
的地下社会，黄金荣杜月笙这类流氓头子的话，
比官方更管用。而官方，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
也乐于利用大流氓去管理小流氓，尤其是给黑
帮提供了生存空间的租界，他们是人数偏少又
没民意基础的殖民者，社会管理能力极其有限，
所以从未想过要清除黑帮，甚至让一些声名显
赫的黑帮头子进入巡捕房，以达到“以华治华”、
“以暴制暴”的目的，因此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平
衡：黑帮帮助租界维护公共秩序，而租界则给黑
帮从事非法勾当的权力，杜月笙的毒品生意，就
是在法租界做大做强的。

正是因为官方能力低下，黑帮才得以在民
间形成有广泛而有效的控制力，这种基于暴力
与不道德的控制力，又被官方看中，双方形成合
作，各取所需，坐地分赃。

那是一个实用至上的年代，哪管什么道德
与正义？

租界需要黑帮管理，而蒋介石需要黑帮给
他提供金钱。《宋美龄传》一书中写道：“委员长
的‘剿共’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
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
蒋介石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
‘剿共’作战，同时又义正词严下令取缔吸毒，乃
是一个政客说一套、做一套最鲜明的例证。”冯
玉祥当年也愤愤不平地说：蒋介石是一个独裁
者，他的用人“无论你怎样贪污，也无论你怎么
坏，只要你拥护他个人就能成。”

不容否认的是，杜月笙确实在抗战时期做
过相当大的贡献，为国家为民族立过功劳，面对
日本人的诱惑，他也显现了中国人的气节，这也
是今天一些人誉美杜氏之要点。

是的，我们不能因为杜月笙是一个鸦片贩
子而否认了他积极抗战的事实，但是，我们更不
能因为他为抗战做过贡献，而有意忽略了他是
一个罪恶的鸦片贩子(即使在抗战期间也仍然
是鸦片贩子)的事实。

四

网上流传的所谓“杜月笙名言”、“杜月笙语
录”，颇多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今人杜撰，比如有
一则叫“杜月笙看人”：1，一群人中最安静的
人，往往最有实力。2，胆小的男孩一般能成大
事。3，打仗前思后想才是帅才。4，流泪的男人
一定有爱心。5，爱骂人的人，内心都很恐惧。6，
不吸烟不饮酒的人，都很自私。一般不可托终
生。7，重情之人，难有爱情之幸福。当你说岀爱
字，你就处于被动。

用句流行话来说，“也是醉了”，杜月笙从一个
流氓，转眼化身为诗人、心理专家和爱情大师了。

根据史料可供考证的确实出自杜月笙之嘴
的话，一是“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
面。”还有“夜壶”说，其实真实版本，并非流传甚
广的这一段：“我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想用就
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实际上，他的原话

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都跟我称
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
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用过之
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杜月笙不会专门
针对蒋介石而说这种话的，即使他知道，他确实
就是蒋介石的夜壶。杜氏在蒋面前的失宠，是在
抗战结束之后，上海租界已被收回，黑帮作用开
始降低，杜月笙已不复以前的价值。后来，“太子”
蒋经国到上海“打虎”，以投机倒把罪逮捕了杜月
笙的儿子杜维屏，判了六个月徒刑。杜月笙此时
已经明白：他的特权已经失去了。

其实，还有一句杜月笙的真正名言，却被今
人有意无意地淡忘了，那就是：“花一文钱要收
到十分钱的效果。”

这句话，才是杜月笙的本色流露。
杜月笙很有钱，他花了不少钱来投资人脉，

笼络各色人等，从黑帮人物到各路军阀，从政治
要人到文人墨客，他还做了一些慈善事业，平时
也没什么架子，甚至别人请他再展示一下当年
在水果铺当店员时的削梨绝技，他也不介意露
一手，今天因此有些人赞叹不已：看看看，这么
了不起的成功人士，还这么和气这么放得下面
子这么会做人……
只要有钱，就是成功吗？
要知道，杜月笙的钱，是浸透着血的不义之

财；杜月笙娴熟削梨之手，又沾染了多少血？

五

有段时间，流行伪书，不良书商假借一个子
虚乌有的外国人名字，找写手拼凑一堆莫名其
妙的文字，就能大卖。

如今，有人杜撰杜月笙的所谓“名言”“语录”，
破绽百出，却也能在网上引发追捧，频频转发，不
少人一饮而尽这有毒的假鸡汤，还频频点赞，或若
有所悟，或深受启发，以为学到了人生真谛。

从瘪三到大亨，杜月笙确实是个很有能力
的人，智商情商都高，但这样的人，真的能够成
为人生导师吗？所谓“跟杜月笙学做人”，是不是
完全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学做人”，究竟是为
了什么？

这无疑是一种深切的悲哀，一个应该被唾
骂的毒贩，却成了某些人的偶像，就如李宗吾先
生当年用来反讽批判的“厚黑学”，却成了某些
人用来混社会的教科书。

其实，学做人，先贤有诸多名言，远的如孟
子所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近如曾国藩提倡
的“拙诚”。

今天，太多人渴望成功，这是一件好事；太
多人聪明，这也是一件不坏的事。但如何理解
“成功”与“聪明”，则是对一个社会道德的综合
考验。

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有“浩然之气”，更不
能要求每个人尤其是那些聪明人“拙诚”。

但是，跟不能认贼作父一样，也不能，以邪
为师。

跟杜月笙学做人？别搞笑了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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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慷慨悲歌化春泥
王文化

4月的雄安，如一张崭新的白纸，铺开伟大的
希望。由此往前，漫长岁月，这片土地上也曾寄存
过不少心愿，见证过许多努力。此刻，回望冀中平
原腹地的历史云烟，更激励中华儿女建设一个雄
且安的中国。

一

雄县县城西边不远，有个叫一片楼的地方，包
括杨西楼、红西楼等，都是村名，前些年还是田野
农舍，现在有了楼，但许久以前，这一带确实曾有
一片楼，一片非常壮观的楼。

据《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公孙瓒打了几次
败仗后，退到易京固守。建了十环(十道圆形壕
沟)，环内筑土堆，土堆上盖房；中间土堆高十丈，
他自己住，还存粮三百万斛(一斛为十斗)。当时的
易京就在现在一片楼一带，裴松之转引王粲《英雄
记》中交代，公孙瓒的部将都在这里盖了房，有上
千座楼。

至于那片房产，《三国志》说“绍为地道，突坏
其楼”。《三国演义》说“被袁绍穿地直入瓒所居之
楼下，放起火来。”打地道直入楼之下应是在土堆
之中，如何能放火烧楼。还是《英雄记》说得详细，
是挖地道到楼下，支上柱子开挖，边挖边支，估摸
着把楼座的一半挖空了，放火把柱子烧掉，造成楼
房倒塌。那是在公元 199年，从那以后，这就沉寂
了，后来只留下一片叫楼的村庄。

袁绍时任冀州牧，冀州城在衡水湖边上，现在
属衡水市冀州区，距衡水中学不远，走大广高速到
雄县两个来小时车程。古城还有土墙残存，2013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孙瓒的楼群
早已了无痕迹，元代有个叫陈孚的诗人路过雄县，
写了一首《过雄州》，其中写道“百楼不复见，草白
寒雉鸣。鸣角角，黍纂纂，昔谁城此公孙瓒。”昔日
百楼旧地，只有野鸡声鸣角角，黍子成片丛生。房
子没了，公孙瓒的名字留了下来，还不只留在典
籍、影视和游戏中。雄县有昝岗镇、西昝村，容城县
有昝村等，当地人说，这个昝就是从公孙瓒的瓒字
衍化而来的。

昝岗镇在雄县县城的东北，是雄县除县城外
的第二大镇。从上世纪 80年代起，这个镇就从京
津引来技术和人才，发展乡镇企业。多年前曾走访

过这镇里的一个企业，是一位从天津来的技术人
员带头兴建的。前些时间再到雄县，遇到这个镇里
的人，他还记得上世纪 80年代那家企业盖起了一
座楼，他说，那是当地最早的楼。

二

雄安一带的地道故事，袁绍只是开了个小头。
人们已在雄县以及周边的永清、霸州等地发现了
分布上千平方公里的古地道，令人不解的是，这样
浩大的工程正史上没有记载。

雄县的古地道是 1964年发现的，1982年文
物部门进行开掘，鉴定认为是宋代作战用地道，通
到霸州。与北京新机场相邻的永清县清末就有发
现古地道的记载，1988年进行系统探查，也认定
为宋代作战用地道，与霸州的古地道相通。这意味
着，一千年以前，今雄安新区境内有一条地下通
道，蜿蜒近百公里到现在北京新机场附近。

几年前到古地道探访，地道距地面 3 米以上，
地道中既有掩体、闸门等军用设施，也有灯台、土
炕、气孔等生活设施。举烛前行，曲曲折折，有时可
直立行走，有时需弯腰前进。青砖砌成的拱门、洞
壁上的灯台保存完好。可探的古地道不长，为保护
许多发现点都回填了，究竟有多长，还是个谜。

这一带在抗日战争时也以地道战著称，但古
地道与抗战地道不同。抗战地道大都是土洞，古地
道全部用砖石砌成。正因为此，抗战地道距今不过
几十年，还能找到当年活跃在地道中的人。而当时
总计万里以上的冀中抗战地道，能原样存世的不
过数百米，且还需努力保护。古地道虽历经千年，
却依然大面积留存，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修建、使用
这些地道的是谁。

当地人认为是杨六郎。北宋时雄安是宋辽对
峙前沿，宋将杨延昭(杨六郎)抗辽故事在当地相
传已久。河北民歌《小放牛》中有句“杨六郎把守三
关口”，杨六郎是山西人，不少人认为三关是山西
宁武关、偏头关和雁门关。不过从《宋史》记载看，
杨延昭主要任职和战绩在保定，曾任保州缘边都
巡检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等，是雄安一带驻军首
长，所以这三关是瓦桥关、益津关和淤口关。瓦桥
关原址在雄县县城里面，也叫雄关，1946年拆毁。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曾来实地考察
古地道，分析认为是北宋防御辽国的永备军事工
事，应该是政府投资的国防项目，杨延昭长期在此

任军职，说是他主持修建或者参与修建也不无道
理。但这只是推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宋辽对
峙的百余年里，在雄安一带发生过许多勇武与谋
略的故事，浸过汗水和血水，响过哭声和笑声。

《宋史》中记载，杨延昭守遂城时，城小防备设
施不足，辽兵强攻不已，军民心生恐惧。他把青壮
年都集合起来发放兵器，登城墙守卫。正逢天寒地
冻，抽水浇在城墙上，冻成冰墙，又硬又滑，辽人无
奈只好退兵。

李允则守雄州时，打破边城元宵节不燃灯的
惯例，张灯结彩、彻夜狂欢，引得辽幽州统军想混
进来看热闹。李允则带人在城外等，看到有穿紫色
衣服的契丹人来，就跟着来人进酒店，也不说话，
召来女奴陪着一顿大喝，还把来人骑的骡子拴在
走廊边，让他想跑就跑。几天后，这位统军被自己
的朝廷杀了。从情节脉络看，双方都有卧底。幽州
统军是辽国南部军事要人，与《天龙八部》中萧峰
当过的南院大王或有一比。小说的书根是萧远山
被误为辽国奸细遭截杀，宋辽边境确实谍影重重，
多位历史学者研究过双方在雄县的间谍活动，有
不少无间道故事。曾有人建议拍部古装谍战剧，以
提高知名度。

三

雄安一带昔称临易、易京，因为临近易水，“风
萧萧兮易水寒”的易水，“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
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在这片土地上，慷
慨悲歌的壮烈史不绝书。

有个场景读过之后便难忘记，狱中，一个囚犯
被打得血肉模糊，腿上棒疮溃烂，狱方拒不提供医
药，这人打碎茶碗，以瓷片当刀，自己割去腐肉，清

除断筋，狱卒被吓得体如筛糠，他却意气自如。
这是《明史》里的记载，他叫杨继盛，容城人。

杨继盛是农民的儿子，在放牛和耕田的间隙
顽强求学，晚上读书没灯就借月光和雪光。32岁
考中进士，凭才干很快升入兵部任司局级干部，
却因坚持原则得罪权臣，被贬到甘肃临洮当了连
科级干部都不是的典史，后严嵩市恩将杨继盛连
连提任，官复原职。常有人从这升降中领悟，应该
怎样经营人生，如《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被
分配到乡镇司法所就知道了娶省领导女儿的重
要性。但杨继盛却从中看到了权臣的危害，誓死
一搏。写下数千字的《请诛贼臣书》，上书历数严
嵩的“十罪五奸”，被史家称为“明史上第一大奏
牍”。之后，出现了那个让人难忘的场景。

据明清留下的地方志和文集显示，杨继盛
走上刑场时留下两首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
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另一首
“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
魂补”。这两诗颇有意味，第一首像是写给历史
的，第二首却像是写给现实的，留给历史的是浩
气和丹心，想让皇帝知道的是圣明和忠魂，这不
矛盾，他属于历史也属于那个时代。《明史》中取
前首的前两句和后首的后两句合为一首，有些
不伦不类了。其后七年，严嵩被查。又五年，杨继
盛案昭雪，谥号“忠愍”，建旌忠祠。

如今北京和保定市区都有纪念杨继盛的祠
堂，在他的家乡容城北河照村也有，这个现今有
300多户人家的村子，还住着他的后人，说是十
五代了，种田仍是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也加工毛
绒玩具。村委会楼上有“秉忠臣铭训 思一心为
民”十个大字，楼前则立着“革命烈士永垂千古”
的纪念碑，是纪念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 24位村
民。

狼牙山五壮士当时牺牲了 3人，其中两人
是容城人，胡德林、胡福才。

四

抗日战争时期，雄安一带属冀中军区十分
区。

冀中军区四面环敌，战事频繁，许多抗战文
艺作品都出自冀中：《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

《敌后武工队》《地道战》《小兵张嘎》《平原枪声》
等等，感人的文艺作品背后是血与火熔铸的不

屈和抗争。
十分区艰苦、复杂、残酷的程度，在冀中军

区里也是有名的，因为这里距被日军重兵据守
的北平、天津、保定都太近了。

雄县米家务镇位于昝岗镇的东北，是当时
的十分区党政机关所在地。1985年这里建了烈
士陵园，两位开国将军来为陵园揭幕，他们是
原十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刘秉彦、旷伏兆。2015
年到陵园拜谒时，意外看到了这两位将军的墓
地。原来他们当年有个约定。

刘秉彦是雄安附近蠡县人，抗战前是北京
大学学生。旷伏兆来自江西永新，是老红军。他
们有个战友叫任子木，任参谋长。一次战斗中
任子木负伤，牺牲在刘秉彦和旷伏兆身边。二
人把任子木安葬后约定：死后埋在平津保三角
地带，和牺牲战友一起，为人民“站岗”。1996年
旷伏兆逝世，如约将骨灰安葬在米家务。两年
后，刘秉彦的骨灰也在离旷伏兆墓几米远的地
方安葬。

他们陪伴着的还有米家务地道战中遇难
的同胞。1945年 5月，日伪军出动三千多人扫
荡。当时米家务也有地道，刘秉彦、旷伏兆指挥
开展地道战，击毙日伪军 60多人，这战果来之
不易，真实的地道战远比电影上的冷酷和惨
烈。据亲历者李贺臣回忆，日军进村后首先就
熟练地破坏地道，先用门板和柴火秸堵上射击
孔，再在汉奸引导下把地道分段挖掘，挖开大
口子用门板插上，一段一段抓人、杀人。我军在
地道里开机枪，震下的土落在枪栓上，就拉不
开栓了，等周围部队和民兵赶来后才击退了敌
人。

这场战斗共有 71 名军民遇害，作家秦兆
阳当年也在十分区战斗生活过，他和刘秉彦、
旷伏兆一起参加了米家务烈士陵园揭幕式，当
场作画《傲雪梅花图》，题诗：“若非一条寒彻骨，
怎得梅花遍地开。”

这个烈士陵园纪念碑碑文中写道：我们叫
不出烈士的全部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为了
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子孙后代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段暗无天日
的旧时代的终结。先烈的光辉事迹，激励我们
走向富饶。江山自有烈士业，应领风骚百万年。

前人无数斑斓化作春泥，期待后人在这片
古老又崭新的土地上开放更美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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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无数斑斓化作春泥，

期待后人在这片古老又崭新

的土地上开放更美丽的花朵

“ 如今，有人杜撰杜月笙的

所谓“名言”“语录”，破绽百出，

却也能在网上引发追捧，频频

转发，不少人一饮而尽这有毒

的假鸡汤，还频频点赞，或若有

所悟，或深受启发，以为学到了

人生真谛

从瘪三到大亨，杜月笙确

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智商情

商都高，但这样的人，真的能

够成为人生导师吗？所谓“跟

杜月笙学做人”，是不是完全

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学做

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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