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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履薄冰的“老爷子”

“我现在不归谁管，也没人对我有任
何要求，但是我不敢出错，一点错也不敢
出”

经过中央电视台的几次直播，衢州的南宗祭孔，有
了一定的知名度。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后，每年孔子诞辰日的南宗祭孔典礼，更成
了衢州的一张闪亮名片。

孔祥楷的回归，对衢州来说，确实“起到了任何人
都起不到的作用”。虽然现在已没有官职，但“老爷子”
对衢州各界都相当有影响力，管他叫什么的都有：孔部
长、孔主席、孔老爷子、孔爷……其中叫得最响的，就是
“老爷子”。

任谁在“老爷子”面前都不敢造次，他为人处世也
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最为知名的，是他孔府里的酒桌文
化。无论来者何人，第一瓶酒过后，再喝多少，都要自己
掏钱买，没带钱的则需打欠条。彼此敬酒时，要喊“某大
人请！”或“谢某大人！”而凳子移动、筷子没放齐、跷二
郎腿、打嗝、伸兰花指等，都要罚酒。

即将年满 80岁的“老爷子”显得随心所欲，但却从
来不逾矩。他告诉记者，不仅是祭孔典礼的大小事宜，
平常政府各部门安排他出席的各种活动以及宣传任
务，他虽然仿佛处之泰然，但却始终如履薄冰。“我现在
不归谁管，也没人对我有任何要求，但是我不敢出错，
一点错也不敢出。”

《衢州时报》原副总编辑庄江月记得，老孔曾推心
置腹地同他讲过一句话：“共产党出钱让我光宗耀祖，
我若不好好干，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就对不起共产党。”
孔祥楷是以孔子第 75 代嫡孙的身份，被请回衢州的，
但他从来没把孔氏南宗家庙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
办。“孔夫子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衢州的，他是社会
的、人民的。”

因此，“老爷子”认为，弘扬儒家文化不能只停留在
把家庙修得漂漂亮亮，或者把祭孔典礼办得轰轰烈烈。
他希望孔子思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能浸润到这个城
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校园当中。他去各个学校办
讲座，当顾问，牵头组织小学生讲《论语》故事，中学生
搞《论语》辩论赛，大学生开设《儒家人生哲学与南孔文
化》课程，排练“大宗南渡”“孔洙让爵”等舞台剧。

何谓孔子思想的生命力

“孔子思想的生命力体现在哪儿？我

觉得很简单，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人”

现在的衢州城内，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几乎
所有学校，都有孔子像。在衢州市实验学校，有同学们
一人一句，用毛笔誊写的《论语》墙；全校同学都会唱的
歌，除了国歌、校歌，就是孔祥楷作曲的《大同颂》。在孔
祥楷的母校衢州二中，教学楼的楼名“博文、笃志、思
齐”，都出自《论语》。每逢重要考试前，总有同学会在孔
子像前摆上牛奶、苹果等零食等作为献礼，为自己祈
福。

无论是孔祥楷还是当地官员，都不否认，对外宣传
南孔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凸显衢州的历史文化品位，
提高衢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推动衢州经济社会
的发展。但是没人愿意把它搞得铜臭味十足。

走在衢州街上，很少能见到打着“南孔”招牌做生
意的商铺。近些年因“南孔”而新添的显眼建筑，似乎只
有去年 9 月 28 日开馆的中国儒学馆。中国儒学馆馆长
助理胡建峰介绍说，儒学馆免费开放，馆内进门没有台
阶，就是想要告诉人们：儒家文化向全民敞开，没有门
槛。

在各种场合，孔祥楷都强调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
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孔子思想的生命力体现在哪儿？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人。”所以，他力
主把孔氏南宗家庙中，孔子牌位上写的“大成至圣先师
之神位”的“神”字删掉，改成了“大成至圣先师之位”。
“因为孔子他是人，不是神。”孔祥楷反复对记者说。

暮年回到家乡所做的这 2200 多年努力，对衢州人的
精神风貌，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改变，孔祥楷说他也看不
出来。“我们坚持做这件事，经济的变化很显著，但意识
形态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谁说得清楚？这又不能靠
大数据！”

却总有蛛丝马迹，能透露出这座城市里人们的变
化。比如，当时在衢州二中读高三的女生姚靖雯，在听
了学校历史老师作作的一场名为《走下神坛的孔子》的讲
座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73年的生命，对于孔子来说，是坎坷，是挑战，是
一次次苦难后的重生。今天，当我们回到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以‘人’的眼光去审视另一个普通生命的时候，
发现孔子真的是一个‘人’，与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责
任，经历着自己的苦难。那时的人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普通人，会跨越千年。而我们知道，那些挣扎是一种思
想的萌动。不是孔子一个人成就了儒学，而是一个时
代，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延续，让儒学辉煌千年。”

假如王昭君有美颜相机……

关山远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加上中秋节，这次
休 8 天！可以预料得到，大家在朋友圈都将
很忙，或周游列国，或饕餮美食；或大秀恩
爱，或明示单身；或在滚滚红尘中拥挤，或
在人迹罕至处发呆……想一想，朋友圈届时
何等盛况，尤其可以预料的是，各种美颜自
拍，将提升整个朋友圈的颜值指数。有促狭
者甚至开玩笑说：对女生来说，国庆长假要
是能拍出几张甚至一张满意的自拍，就是有
意义的假期了。

由此突然想起，关于美女的传播历程。换
句话说，美女想办法让外界知道自己美貌的过
程，简直可以写一部科技小史了。比如，当年西
汉超级美女王昭君如果有部自拍的美颜相机，
再加个皇帝的微信，又何必受宫廷画师毛延寿
的气？那整个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一

在王昭君的时代，已经有镜子了。当然，不
是明朝才传入中国的玻璃镜子，而是铜镜，磨
得锃亮，每次王昭君揽镜自照(注意，不是自
拍)时，会看到一个寂寞的自己，鲜花一样盛
开，却无人关注。

考古发现，埃及在公元前 3000年已有铜
镜，中国则是在一千年后，即公元前 2000年。
王昭君据考证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53年，正是
西汉末年，这个时期的铜镜工艺已经非常发达
了，还出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幻镜”：外形和
普通镜子是一样的，但是当光线照在镜面上的
时候，镜面相对的墙面上，会映出镜背花纹的
影像。当时的铜镜背后往往刻有铭文，诸如“长
相思，毋相忘”一类。遥想当年，春花浪漫、阳光
明媚的日子，王昭君在深宫之内，照着镜子，再
看着墙上投射出来的情意绵绵的文字，怎么不
会幽幽长叹，淌下两行美人泪？

昭君是湖北秭归人，跟屈原是老乡。屈
原比昭君大了近 300岁，他应该也是一个特
别爱照镜子的人。男人爱美到自恋的极致，
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纳克索斯，这个俊美非凡
的少年，生来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直
到一天到林中打猎，在湖边看见了自己的倒
影，并爱上了这个“他”，最后思念成疾，
郁郁而终。

对的，人类最早的“镜子”，是平静的水面。
视觉科学家加伊·伊诺克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
成果认为，大约 8000年前，安纳托利亚（现在
的土耳其）人用磨光的黑曜石，制造出世界上
最早的镜子，但他表示：“平静的水池，盛水的
岩石或泥土容器也许才是最早的镜子。”许多
年前，喜欢孤独行走在水边的屈原，不会随身
携带沉重的铜镜，却会在水边伫步，俯首端详
自己，一个忧郁的文艺范帅哥——— 2017年电
视剧《思美人》中，屈原就是一个超级帅哥。他
应该是很喜欢自己的形象的，他的作品中，往
往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其实，
就是他自己，一个鲜花一样的男人——— 这不是
美化，屈原是楚国人，楚国人，无论男女，都以
瑰丽而夸张的服饰著称于当世。

屈原是一代文豪，也是当年著名的流行
歌曲词曲作者暨歌手，他可以通过能够吟唱
的文字，来向楚国乃至整个战国传递自己的
“人设”——— 一个英俊的才华横溢的而又郁
郁寡欢的理想主义者。那时距离后世的“读
图时代”，还有漫长的两千年，人们还不相
信什么“无图无真相”，更愿意从美好而玄
妙的文字中，来安放自己关于偶像的想象，
就如三国时代曹植的《洛神赋》，这么描写
一个绝代佳人：“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
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
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云髻峨峨，修眉联
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
承权。瓌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
于语言……”给后人多少美好的想象！

遗憾的是，同样是绝代佳人的王昭君，并
不是李清照一样的文字高手，她的美貌传播途
径，被一个叫毛延寿的人，给垄断了。

二

毛延寿其实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如果
历史上真有其人的话。

他是一个画师，跟今天不一样的是，在古
代很长一段时间，画师或画家的地位，远远比
不上书法家。画师毛延寿的工作，就是给汉朝
皇帝的后宫美女们画像，然后皇帝根据他的
画，来挑选哪个美女侍寝(丑的当然没机会
了)。确实是万恶的封建社会，在广大光棍找不
着对象的时候，皇帝的后宫却美女如云，人数
实在太多了，她们往往几年甚至十几年在皇帝
面前露个脸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把命运托付给
一个画师。

这还是一个不靠谱的画师，毛延寿，被贪
婪淹没了一个写真派艺术家求真务实的初心。

《后汉书》上写道：“前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
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
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
肯，遂不得召。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
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压后宫……帝悔之，而
业已定。帝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案其
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

这说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毛延寿垄
断了后宫美女们让皇帝一睹芳颜的渠道。给
钱，我就画得美一点，不给钱，我不但不照实
画，还会画得丑一些，就像现在的身份证照片
一样。美女们都争相贿赂毛延寿，但有一个人
拒绝了，这个人叫王嫱，就是王昭君。

毛延寿俨然已是潜规则制定人，哪容一个
反抗者？笔不留情。严重脱离群众的皇帝，自然
不晓得后宫还有一个超级美女。等到王昭君自
愿和亲，嫁到漠北匈奴时，皇帝才看到她，直到
今天我们都能想象他那一瞥之下的惊艳，听到
他才出唇齿又硬生生咽下的惊叹，以及随之涌
上心头的惊讶(我怎么不知道你)、惊慌(明天
你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娘)、惊心(居然有人骗
朕)、惊怒(欺君之罪，罪不可赦)。结果大家都
知道了，毛延寿被“弃市”，即刑场问斩，而且还
连累了其他画师，后来他的家也被抄了，涉嫌
职务侵占罪，很多很多钱，那时不用钞票，否则
点钞机也要烧坏的。

王昭君与毛延寿的故事，确实影响深远，
清代刘献廷在《昭君词》诗中写道：“曾闻汉主
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
嫁单于君不知。”指出真正原因不在毛延寿，批
评汉皇不深入基层。在宫斗剧《金枝欲孽》中，
尔淳姐妹三人，买通画师把她们的敌人玉莹画
得很丑，那幅画也交给了皇上，皇上因此一直
不召见她，直到亲眼看到她。

不过后人多有质疑这个故事的真伪，在不
同的史料中，是不同的版本，有些版本，毛延寿
本人压根没有出现，是王昭君自愿出塞，“此处
人太多，我去寻找诗和远方”。还有的版本，如

《汉书》，是匈奴单于求亲，汉皇定人和亲，结果
定了王昭君。更有一个版本说：王昭君追求自
由，毛延寿同情她，故意把她画得丑，让她得不
到皇帝的宠幸，熬过一段时间，作为过气宫女
给淘汰出宫，哪想到，偏偏单于这时来了，偏偏
命运女神的指头，指向了王昭君……

当然，人们对于八卦的追求是非常热爱
的，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昭君出塞》，王昭君与
毛延寿之间还有一段暧昧的关系。用现在的看
法，也不奇怪，画家爱上模特的，多了去了，比
如莫奈的妻子卡米耶，就是他的模特。有首歌
叫《画师》，唱的也是画师爱上皇帝后宫美女的
哀怨：“宫廷之上，她如桃花，如桃花映晚

霞……相思如画，我提笔画上了她。她未说话，
纸上眼泪已经开了花。心乱如麻，那结局我怎
么画。故事未长大，就风化，如手中沙，落
下……”

三

1826年的一天，法国人约瑟夫·尼埃普斯
在房子顶楼的工作室里，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
永久保存的照片，当时工艺极其复杂：在白蜡
板上敷上一层薄沥青，然后利用阳光和原始镜
头，拍摄下窗外的景色，曝光时间长达 8小时，
再经过熏衣草油的冲洗，才获得了人类拍摄的
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被后人命名为《窗外》，
那拍摄水平，就像今天一个醉汉拿起手机，颤
抖着摁了那么一张。

但这张不起眼的照片，正式宣告了画师特
权的终结。在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大清
朝的乾隆皇帝，在白玉瓶上看到香香公主的画
像，发誓要得到她，带出一段悲剧故事。而大清
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 1922年选妃时，已经能
够在一堆照片中细细挑选了。当时，虽然清帝
已经逊位，但选送照片的人络绎不绝，不掏点
钱贿赂一下，还真塞不进照片。挑来挑去，还剩
四张照片，溥仪挑中了一个，满族镶黄旗额尔
德特·端恭之女文绣，他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个
圈。

画像与照片，前者的写实程度，自然远远
不如后者——— 毕竟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 PS
技术。不过，溥仪并没法自由选择，王公们更中
意婉容，家里有钱，又是贵族出身。无奈，溥仪
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个圈。最终结果是：婉
容为后，文绣为妃。事实上，婉容比文绣漂亮，
但溥仪为什么首选不是婉容呢？只能说，那个
年代的照相技术，还是比较弱。

其实在溥仪之前，著名的慈禧太后，就已
经是一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了，当然，不是她
自己拍，而是摆造型让别人拍。摄影术在晚清
的动荡中传入中国，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留下
了清晰逼真的写照，直到今天，故宫里还收藏
着大量慈禧太后的照片，衣饰华丽，气场逼人。
慈禧最喜爱的一张照片，对镜簪花，曾冲洗出
一百多张，拿来送给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据
考证，拍摄这张照片时，慈禧已经 68岁了，保
养得很不错。这是今天大妈跳广场舞的年龄，
慈禧却做少女状，各种造型，留下自己的影像。
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自拍杆，更没有美颜相
机，否则，慈禧完全可以把 68岁的自己，拍成
38、28、18。

尽管慈禧太后是一个自私而又愚昧的女
人，但她无疑是爱美的，何况她掌握着巨大的
权力，她想在自己走向衰老时留下美而威严的
形象，这跟中外历史上的大佬如出一辙：他们
令人描绘自己的形象，或石头，或青铜，或画
布，希望在自己的肉身湮没之后，却能在时光
冲洗之下，形象依然不朽。因此有人说：一部艺
术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自画像
的历史。

只是这自画像，随着技术进步，成本大大
降低，已经由严肃的仪式，变成了今天的全民
狂欢。看看朋友圈里，那随时可以上传、多得几
乎要从手机里溢出来的自拍，再想想当年，一
个人，或一家人，或一群人，盛装登场，正襟危
坐，摄影师就像一个木偶戏导演，安排半天，然
后举着镁光灯，啪地闪花所有的人眼；再想想
更远的时候，王昭君要端端正正坐在毛延寿面
前，保持一个姿势，几天，甚至更长时间，还不
能确保，他画的她，是真实的她。

四

相机干掉了画笔，而手机又干掉了相
机，智能手机又干掉了一般的手机。终极大
杀器是：整容术，干掉了化妆品，而美颜相
机，又干掉了整容术——— 何必冒着风险去整
容呢？用美颜相机自拍一张，搞定。这是一个
“晒”的时代。

是的，“晒”的时代，背后是互联网生存：技
术的进步，让一个人能够在虚拟空间内生存，

并且能够在虚拟空间内获得比现实空间更强
烈的存在感、成就感与快乐——— 就让我的美，
美颜相机制造的美，存在于朋友圈。是的，就存
在于朋友圈，又如何？

电影《黑客帝国》，有一个虚拟网络空间，
在今天正在变成现实：基于地理位置的信息、
社交和分享等等功能，已经让人们在虚拟空间
里有一个确定的存在。和现实空间不同，虚拟
空间的存在会一直在，并且不断更新你的个人
记录。虚拟空间的你，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自己。今天的人们为什么那般离不开手机？是
因为离不开另一个虚拟世界的自己。几千年
前，庄子梦蝶，他困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蝴
蝶。今天，很多人也难以分辨：现实中的自己，

虚拟中的自己，到底哪个是真实的自己？
这是一个加速的时代，几千年的人类文明

史，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
机时代……漫长的岁月，慢悠悠的时间，突然
开始发足狂奔，这变化，这速度，即使让身在其
中的人，也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对于人们而
言，最大的变化，是网络化改变了人类交往的
形式。即使一对情侣在一起，他俩很多时间，也
是在看各自的手机，在各自朋友圈里点赞与收
获点赞。在现实中，他与她，这么近，却又这么
远。在虚拟中，他与他们，她与他们，这么远，却
又这么近。

许多人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已经迫不及
待或身不由己。人们一边嘲笑有违女权平等的
“女为悦己者容”，另一方面却沉溺于女色消
费。人们强调个性张扬，却在朋友圈里，不断上
传高度相似的美照，甚至连自拍姿势都高度相
似……

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更多能够认识
的人——— 在王昭君的年代，无法想象。她在深
宫中，只能通过毛延寿的渠道，获得机会去认
识皇帝，而即使高居权力顶峰的皇帝，要认识
一个新人，也并不容易，匈奴单于千里迢迢甚
至不远万里，才能来到长安与他见面，而近在
咫尺的王昭君，首次见面，就是永别。是的，如
果皇帝能够便捷地认识王昭君，他又何必一怒
之下杀掉毛延寿？

现在回溯 1946年，世界上首台计算机的
诞生，那个时候，人类又怎么可能想象得到，短
短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会发生如此巨变。或
许，真正的巨变还在未来。英国电视剧《黑镜》
中，女主人公因丈夫去世悲痛欲绝，发现了一
款可以根据人生前社交网络记录模拟成人的
软件。她再现了其丈夫的声音，和他写电邮谈
心，最后将其下载在以其丈夫模样定制的仿生
人里，和他做所有夫妻该做的事。而英国人工
智能专家大卫·利维写了一本书叫《与机器人
的爱与性》，他预测：若干年后，人类与机器人
结婚将正常化。

真的会有人跟机器人恋爱、结婚、过日子
的那一天吗？是不是因为，人越来越孤独？

五

假如，王昭君的时代，有美颜相机，她摆几
个造型，咔嚓自拍几张，发在朋友圈里。皇帝看
到了，点个赞，说：就你了，约不？貌似一个喜剧
故事。

但这个喜剧故事，无论如何都让人高兴不
起来，恰恰还会因为其庸俗而令人作呕欲吐。
人们喜欢王昭君的故事，是喜欢那些幽怨、孤
独、惆怅、遗憾，此情悠悠，此恨绵绵，古典的速
度，让人快不起来的时间，岁月静静流淌，铜镜
慢慢模糊，而美在无声沉淀。

“ 这是一个加速的时代，这速度，即使让身在其中的人，也瞠目
结舌，不知所措。人们喜欢王昭君的故事，是喜欢那些幽怨、孤独、
惆怅、遗憾，此情悠悠，此恨绵绵，古典的速度，让人快不起来的时
间，岁月静静流淌，铜镜慢慢模糊，而美在无声沉淀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捉错园
秦殿杰

((551100))
““遥遥无无音音信信母母担担心心””**，，
““遥遥””是是白白字字太太失失真真；；
不不见见踪踪影影和和信信息息，，
正正写写是是““杳杳无无音音信信””。。

**此此乃乃成成语语，，““杳杳无无音音信信””的的““杳杳””不不能能错错
成成““遥遥””。。““杳杳””yyaaoo 远远得得看看不不见见踪踪影影。。““遥遥””字字
不不可可代代替替““杳杳””。。

((551111))
““出出神神入入画画吸吸引引人人””**，，
““画画””是是错错字字义义不不真真；；
技技艺艺达达到到高高境境界界，，
正正写写是是““出出神神入入化化””。。

**此此系系成成语语，，神神：：神神妙妙、、神神奇奇；；化化：：境境界界，，
高高超超的的境境界界。。形形容容技技艺艺达达到到了了绝绝妙妙的的境境界界。。

（待续）

马志强

““恨恨不不抗抗日日死死，，留留作作今今日日羞羞。。国国破破尚尚如如此此，，
我我何何惜惜此此头头。。””11993344年年 1111 月月 2244 日日，，生生死死离离别别
之之际际的的吉吉鸿鸿昌昌，，用用树树枝枝作作笔笔，，以以大大地地为为纸纸，，写写下下
了了这这首首著著名名的的就就义义诗诗。。殉殉难难前前的的那那天天早早上上，，吉吉
鸿鸿昌昌将将军军显显得得异异常常镇镇静静安安详详。。为为了了国国家家、、为为了了
民民族族，，他他早早已已将将生生死死置置之之度度外外，，但但他他心心里里依依然然
惦惦念念着着妻妻子子和和儿儿女女，，他他向向敌敌人人要要来来笔笔墨墨和和纸纸，，
在在膝膝盖盖上上给给妻妻子子写写下下一一封封遗遗书书。。

第一封:为时代而牺牲

““红红霞霞吾吾妻妻鉴鉴：：夫夫今今死死矣矣！！是是为为时时代代而而牺牺
牲牲。。人人终终有有死死，，我我死死您您也也不不必必过过悲悲伤伤，，小小儿儿还还是是
在在天天津津托托喻喻先先生生照照料料上上学学，，以以成成有有用用之之才才也也。。””

解解说说：：寥寥数字，义薄云天。表现出了一个
共产党人为国为家为民、不惧牺牲的大无畏革
命精神。为时代而牺牲，他的爱是为了天下苍
生，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无言的大爱。

郑郑吉吉安安：：这这是是外外祖祖父父就就义义当当天天上上午午写写给给外外
婆婆的的遗遗书书。。外外祖祖父父从从来来就就是是把把自自身身放放在在整整个个国国

家家、、整整个个时时代代、、民民族族大大义义中中去去考考虑虑的的，，他他把把自自身身
的的安安危危置置之之度度外外，，对对死死生生看看得得很很淡淡，，总总是是在在舍舍
小小家家为为大大家家。。就就义义当当天天上上午午，，他他一一共共写写了了三三封封
短短信信。。对对他他一一手手创创办办的的学学校校，，也也留留下下了了遗遗嘱嘱。。

第二封：教育乃振兴中华之根本

““欣欣农农、、仰仰心心、、慈慈博博、、遐遐福福诸诸先先生生鉴鉴：：昌昌为为时时
代代而而死死矣矣。。吾吾先先父父所所办办学学校校校校款款，，欣欣农农、、遐遐福福均均
悉悉，，并并先先父父在在日日已已交交地地方方正正绅绅办办理理，，属属吕吕潭潭地地
方方学学校校教教育育地地方方贫贫穷穷子子弟弟而而设设款款项项，，皆皆由由先先父父
捐捐助助，，非非先先父父兄兄私私产产也也。。””

解解说说：：就就义义前前所所虑虑，，仍仍是是学学校校的的发发展展前前景景、、
家家乡乡的的教教育育事事业业。。念念念念不不忘忘为为故故乡乡““贫贫穷穷子子弟弟””
捐捐资资创创办办的的学学校校，，希希望望亲亲属属尽尽力力支支持持下下去去。。这这
切切切切实实实实地地表表现现了了一一个个共共产产党党人人博博大大无无比比的的
高高尚尚情情怀怀，，读读起起来来催催人人泪泪下下，，感感人人至至深深。。

郑郑吉吉安安：：从从军军后后，，他他一一方方面面感感到到一一个个人人缺缺
少少文文化化便便愚愚昧昧无无知知，，从从业业十十分分困困难难；；一一方方面面认认
识识到到在在列列强强侵侵略略下下的的中中华华民民族族，，危危若若累累卵卵，，发发
展展教教育育，，实实为为振振兴兴中中华华当当务务之之急急。。因因此此民民国国十十
年年((11992211))他他升升任任营营长长后后，，便便向向在在家家的的父父亲亲提提出出

办办学学的的建建议议，，并并得得到到大大力力支支持持。。利利用用镇镇北北部部的的
龙龙王王庙庙兴兴办办起起了了““吕吕北北初初级级小小学学””，，民民国国 1177 年年
更更名名为为““私私立立中中山山学学校校””。。民民国国 2200 年年他他又又购购置置
校校田田，，捐捐献献固固定定基基金金，，详详定定学学校校管管理理条条例例，，条条例例
中中特特别别规规定定：：““董董事事会会的的吉吉姓姓人人不不准准管管理理经经
济济。。””欣欣农农、、仰仰心心、、慈慈博博、、遐遐福福等等人人皆皆为为学学校校董董
事事，，负负责责学学校校日日常常事事务务。。

新新中中国国成成立立以后，这所学校先后为“吕潭
完小”和“吕潭中学”，1978年，为了纪念学校
创始人吉鸿昌将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改名
为“吉鸿昌学校”，并聘请吉鸿昌将军的女儿、
天津市政协原常委吉瑞芝为名誉校长。

第三封：孝廉传家远

““国国昌昌、、永永昌昌、、加加昌昌等等见见字字兄兄已已死死矣矣。。唯唯兄兄
所所恨恨者者，，先先父父去去世世嘱嘱托托继继母母奉奉养养之之责责，，吾吾弟弟宜宜
竭竭力力孝孝敬敬不不负负父父兄兄之之托托也也。。兄兄鸿鸿昌昌手手启启，，1111 月月
2244 日日 1111 时时冲冲。。””

解解说说：：吉吉鸿鸿昌昌是是一一位位有有名名的的孝孝子子，，心心中中的的
遗遗憾憾，，就就是是再再也也难难以以完完成成父父亲亲遗遗命命，，再再也也不不能能
亲亲自自奉奉养养自自己己的的母母亲亲了了。。

郑郑吉吉安安：：11992200 年年 55 月月，，吉吉鸿鸿昌昌回回家家探探望望重重
病病的的父父亲亲，，父父亲亲对对他他语语重重心心长长地地讲讲：：恒恒立立((吉吉鸿鸿
昌昌小小名名))啊啊，，你你正正直直勇勇敢敢，，素素有有报报国国大大志志，，我我很很放放
心心。。当当了了官官，，一一定定要要清清白白廉廉正正，，多多为为天天下下穷穷人人着着
想想，，做做官官即即不不许许发发财财。。父父亲亲病病逝逝后后，，吉吉鸿鸿昌昌就就把把
““做做官官即即不不许许发发财财””77 个个字字写写在在细细瓷瓷碗碗上上，，烧烧制制
好好后后发发给给部部队队官官兵兵。。告告诉诉大大家家，，你你们们每每天天吃吃饭饭
喝喝茶茶都都要要用用碗碗，，只只要要一一端端起起碗碗，，你你们们就就能能看看到到
这这些些字字，，就就会会检检查查我我，，检检查查自自己己，，做做了了官官是是不不是是
发发财财了了。。谁谁做做不不到到这这一一点点，，我我就就砸砸了了谁谁的的饭饭碗碗。。

其其实实，，将将军军英英勇勇就就义义之之后后，，在在他他贴贴身身小小褂褂
的的口口袋袋里里，，夫夫人人胡胡红红霞霞发发现现了了一一根根小小铅铅笔笔头头和和
一一张张小小小小的的香香烟烟纸纸，，上上面面写写着着几几行行字字，，一一行行写写
着着‘‘不不要要告告诉诉我我太太太太知知道道’’;;另另一一行行是是‘‘不不要要厚厚
殓殓’’。。三三封封遗遗嘱嘱和和一一张张小小小小的的纸纸片片，，辉辉映映着着吉吉鸿鸿
昌昌将将军军爱爱家家爱爱国国、、孝孝廉廉、、节节俭俭、、济济困困、、热热心心教教育育
这这一一永永垂垂不不朽朽的的家家风风传传承承和和时时代代风风范范。。

““修修身身、、齐齐家家、、治治国国、、平平天天下下””。。古古往往今今来来，，这这
种种高高尚尚情情怀怀极极大大地地鼓鼓舞舞士士气气、、凝凝聚聚力力量量、、振振奋奋
精精神神。。吉吉鸿鸿昌昌将将军军就就义义前前的的三三封封信信，，虽虽然然很很短短，，
但但无无论论何何时时读读起起，，那那种种穿穿越越时时空空的的家家国国情情怀怀，，
都都有有着着千千钧钧的的重重量量。。

吉鸿昌将军就义前的三封信钩钩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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