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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想给张謇一个定义，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完全概
括。

张謇第一个标签，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这是毛
主席提过的。

但若说张謇的首要角色是工业家，则远远不够，他的
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
扮演了关键角色。仅以“走向共和”前的几件事为例。是
他将梁启超引荐给翁同龢，开启了维新运动序曲；是他促
成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了东南互保，成为地方自治的首倡
者；是他发起了预备立宪公会，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是
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议和，成为“民
国的助产士”。

在张謇与清末民初一百个风云人物的交往中，有清帝
光绪与摄政王载沣，以及善耆和端方；有清流名臣翁同
龢、张之洞、沈葆桢；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有北洋政权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以及
唐绍仪与熊希龄；有奉直皖系几大首领张作霖、吴佩孚、
孙传芳、徐树铮；有革命先驱黄兴、陈其美、蔡锷、章太
炎；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还有各界翘
楚蔡元培、黄炎培、罗振玉、王国维、竺可桢、丁文江、
梅兰芳、吴昌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的年
龄跨度约半个世纪，立场上泾渭分明、有的甚至互为仇
雠，但都对他基本认同，且都与他在不同时段共同谋办了
历史大事，这种能量与维度，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并不多
见。

张謇第二个标签是“立宪之父”。清末新政时，他是
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他
第一次将西方议会政治引入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他
领导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客观上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到
来；他更是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领袖，一系列新观念引领
政治潮流。

但张謇的政治道路比“立宪”要复杂。他曾是帝党的
骨干，却第一批投向共和；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被保
皇党斥为“张、汤之罪”；他作为立宪派的领袖，却支持
了袁世凯；在袁称帝后，又转而支持蔡锷的护国运动……
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立场，和梁启超不断变化的主义一样，
成了研究者需要不停解释的一个问题。

一

万变不离其宗。张謇万变中所坚守的“宗”，是大一
统与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
治文化格局，以及维持大一统的强力政府；二是保证中央
权力不沦为私属的宪法，即共和宪政。两者缺一不可。

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五十天(1911 年 12 月 22 日)
发布的《共和统一会意见书》，是这一理想的集中表达：
“夫欲维持中国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维持领土为第一要
义”“夫吾人之所谓为共和主义者，非谁某一族一姓之共
和主义，乃合全国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卫，而为一大
共和国。要以言之，即统汉、满、回、蒙、藏之五种人，
而纳之一共和政体之下者也”“设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
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者。”

他始终贯穿着这一原则。
他的共和，是大一统制度下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

各省通电独立，他明确主张，此“独立”是指各省相对于
清廷政权而独立，但绝不是指背弃大中华共同体而各自独
立。“夫独立云者，离北京政府而独立，非各自独立之谓
者。”

他的地方自治，是大一统制度下的自治。东南互保，
只是暂时不听从清廷乱命，中央稳定后，还是要回归的。

他的立宪和议会，也是大一统下的立宪和议会。当议
会变成乱源，他便命令儿子拒绝参加。“……在沪及舟
中，又知议会种种幻象，污浊昏扰甚矣。开会期近，儿其
坚辞，以全我父子之清白。”

在内忧外患最为严峻的关键时刻，张謇为首的立宪派
为维护大一统做出了特殊贡献。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驱除鞑虏”的排满狂潮引发
了满蒙王公的恐惧。日本趁机插手满洲，俄国策动外蒙独
立，内蒙古、西藏、新疆也日趋不稳，大中华分裂迫在眉
睫。张謇大急，提出以共和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
“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为今之计，唯有蒙汉合力，
推诚布公，结合共和政治。强邻觊觎，可以永绝。汉、
蒙、满、回、藏五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也都有被选
为大总统之资格。”

此时，革命党武昌起义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象征
着建立不包括满蒙藏疆的十八省汉族国家。而张謇等立宪
派主导的江浙等地，使用的则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象征
着包括满蒙藏疆在内的二十二省。为“五族共和”上下奔
走的江苏督军程德全与浙江督军汤寿潜等人，都是张謇的
立宪派骨干。张謇与革命党黄兴、陈其美、宋教仁、伍廷
芳等人交情深厚，并在“五族共和”上达成一致。最终，
立宪派与革命党内部力量共同促使孙中山正式提出了“五
族共和”。

而在清廷这边，张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凯维系多民族大
一统，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提出
“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如今史学界对梁启超、杨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创
造的“中华民族”概念已有定论。但深究史料当可发现，
从革命党到袁世凯到清廷，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一手托
南北”，对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实际转变发挥了更为重
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看到如今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当念及“张謇们”当时的良苦用心与惨淡
经营。

二

张謇与袁世凯有五年紧密合作。
1911 年 6 月，他绕道彰德与斥退在家的袁世凯共商

大计劝其出山； 1912 年帮袁世凯协调南北运作临时大总
统； 1913 年为袁世凯将梁启超请回国共组“进步党”以
对抗国民党； 1915 年底在袁世凯称帝之前辞职回家。

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张謇对袁世凯绝非政治依附。他青年时即认识袁世凯，深
知其权术心性，并因此断交二十年。与许多士大夫一样，
张謇当时心中迫切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尽快维护大一统
的中央权威，哪怕这个权威是脆弱的。如同他在《共和统
一会意见书》中所写，“设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

全之大共和国家”。更如同他在去世三年前写的《啬翁自
订年谱》序言中所说，民主发端于法国和美国，因民主政
治在“灭害平争”方面优于君主政治，所以自己笃行民主
十四年。但后来发现，单纯的民主制度虽然将一二人之专
分散为千万人之专，但争战还是一样的。因为国家权力像
鹿散于野而无主，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恶斗。要熄争止战，
只有建立唯一且强大的政治中心，才能恢复统一和秩序。
“一国之权犹鹿也，失而散于野则无主，众人皆得而有
之，而逐之，而争以剧。一人捷足而得之，则鹿有主，众
无所逐，而争以定。”

他与革命党不同。究其出身来源，张謇的状元并非由
道德文章一蹴而就，而是从军务起家，辗转游幕，办理实
务。他一生对“实务”有着非同常人的执着，对政治人物
的判断也将“治平能力”列为首位。

1912 年 1 月 3 日，孙中山回国之后的第 12 天，张謇
就急迫与孙中山见面长谈。谈话内容大致涉及了新政权的
军队和财政等实际问题。而孙中山对此类问题则回答说
“予不名一文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尽管张謇之
后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一直称颂不已，但他当时却评价孙
“不知崖畔”。他认为孙中山不太懂中国实际，“于中国
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
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和孙中山相比，袁世凯的北洋势
力，也许能以最小的动乱成本维持大一统。况且，袁世凯
在天津的新政，亦证明了其治国能力。

张謇选择了袁世凯。以东南士绅领袖身份为袁接任临
时大总统而在南北和谈代表之间进行幕后斡旋。与孙中山
谈话 7 天之后(1 月 10 日)，他将南北斡旋成功的结果通
报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在
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第二天(1912 年 2 月 13 日)，他立
即辞去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投入北京政
权。

投入北京政权不到一个月，张謇创建了民国建立以后
第一个采用党的名称的政治团体——— “统一党”，其纲领
是“团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完成责任内阁”。
身为立宪派领袖，亲自组织的第一个政党，不叫立宪党，
而叫做“统一党”。

当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国民党“武力讨袁”时，他力戒
南北分裂，主张法律解决，谴责国民党好战派“不凭法
律，不凭议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观点影响了革命
党人汪精卫与黄兴，使黄兴秉持“法律解决”徘徊了较长
时间之后才最终反袁。

当袁世凯取消国会后，同为“名人内阁”的熊希龄与
梁启超愤而辞职。作为国会的创制者，在没有国会的一年
多里，他却留了下来，冀望着袁不要迈出最后那一步。但
他彻底失望了。张謇为了大一统能容忍“终身大总统”，
却不能容忍复辟帝制。因为，他的底线不只有统一，还有
共和。

谁搞分裂，张謇反对谁；谁反共和，张謇亦反对谁。
他的一切变与不变，都围绕着“统一”与“共和”这个双
向合一的主题。

当袁世凯维护大一统，张謇选择支持袁；当袁世凯走
向帝制反对共和，张謇选择与袁分道扬镳，袁再度请求他
帮助“转圜南北”，他断然拒绝。但护国战争亦不是张謇
心中所望，他没有参与梁启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动。他认
为，打倒一个大强人，会放纵出无数小军阀，造成更大的
分裂。他当时做的是劝冯国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维持
共和国体，继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换取全国“统一”与
“秩序”。

也是在《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他写道，虽然一人
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为公心，一定会失去。人皆
有私欲，确保权力为公不为私属，只能依靠宪法。而民国
宪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独有众之所欲，得
而又私，而不善公诸人，则得亦必终失……世固不能皆舜
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

可惜，在张謇的时代，拥有统一能力的人，没有共和
之灵魂；拥有共和灵魂的人，又没有统一之能力。这是他
依违不定、彷徨其间、无力回天的时代悲剧。他生早了二
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历史人物来实现。

三

1916 年之后，张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转
向了扎实的地方建设。

张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第

一个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县级单位，创办了第一所师范学
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
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
气象站，第一个测候所。他建设医院、养老院、剧院，扶
植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他甚至制定了
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的政
纲。他搞了大半生政治，无非是想在全中国土地上作这样
宏大的开发。既然时非所与，那只能建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作示范了。

这些眼花缭乱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
这是他的第三个标签。无论在他权力鼎盛事务繁忙时，还
是在他退出政坛能量微薄时，都不遗余力办教育。但他办
教育的方法，又与别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严修创办了南开，
办的都是大学。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应从娃
娃抓起，应覆盖全社会而不留任何盲点，应从幼儿园、小
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俭，却倾
其所有，连续十几年，一口气办了近四百所各种门类的基
础学校，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早在
1903 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时，要求“学校形式不请观大
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
询都城者，请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张謇。他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
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
当先把大学整顿。”可张謇却认为，老师可以从师范里
来。小学为先，师范为本，办基础职业教育，才是数十年
后彻底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之法。他和黄炎培一起创办了
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还去改造妓女和囚犯，还去教盲哑
人。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对国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还是
平民化的问题，对扶贫攻坚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讨价值。

他的朋友们办的那些大学里，出来了一批批中国现代
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们也自然成了一脉脉学派领袖，名
满海内外，桃李遍天下。而张謇学校里出来的，是一批批
优秀基层教师，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一批批医生与
农技师，一批批学会基本技能的残疾人和被改造过的囚犯
妓女。这些人没有能力来光大他的名声，支撑他的学派，
而是化成了中国现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种子，化成中国国
民素质脱胎换骨过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没有一个近
代名人说自己是张謇的学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当在多年后
验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一百
多年来，却始终保持着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这些有文化
的普通人，持续孕育出几代新中国的各界骨干。张謇创办
和支持过的那些学校，他生前绝没料到，多年后都发展成
为海内闻名的大学。他 1902 年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
附设农科，变成了扬州大学；他 1905 年支持创办的复旦
公学，变成了复旦大学；他 1915 年参与创办的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变成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
上海财经大学；他 1917 年支持复校的同济医工学堂，变
成了同济大学。他曾经资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学，变成了
上海交通大学；他参与发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学校，变成了
暨南大学。还有一批他创办的更为专业化的技术学校，也
变成了各行业的最高学府。如他 1910 年创办的中国陶业
学堂，变成了景德镇陶瓷大学；他 1911 年创办的吴淞商
船学校，变成了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他 1912
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变成了东华大学；他 1912
年创办的吴淞水产学校，变成了上海海洋大学；他 1915
年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变成了河海大学。

再回到人们最熟悉的那个老标签“民族工业家”。和
其他搞航运、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轻
工业，兼以开垦盐荒治理淮河。一度想发展航运，但并没
有成功。大生纱厂只有 1912 年到 1921 年的十年好光景，
1925 年就被债权人接管了。然而，是张謇，而不是那些
更成功的巨商们，被现代企业家们追溯为精神领袖。因为他
主动挑到肩上的社会责任，远远超出了“实业家”和“商人”
的身份。他从来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想建设一个
理想社会。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是，企业家不仅要做
大，更要做实；不仅要爱国，还要爱社会；不仅要办慈善
办公益，还要育平民担责任。这是士大夫的根本价值观所
决定。而企业家精神加传统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近代商道
的内核。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讲了。

四

张謇逝于 1926 年 8 月，是因为发烧。发烧了他还要
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师们一起去视察江堤。结果越烧越
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临终时没有言语，没有计
划，没有留下遗嘱。

他的最后几首诗，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这一
天是农历六月十八，本来应该有较圆的月亮。他夜深不
眠，守候许久，却没等到。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掠电偏难掩，摇风闪未宁。

有人愁太白，无始满空青。岁已非吴越，占家莫狃轻。

聚若真成汉，沉忧独庶民。在天犹没浪，照地若为春。

帝坐虚共主，农祥愿丈人。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没有皓月一轮，只有
星斗漫天。如同 1926 年的中国，几十个割据的军阀，百
十个争斗的政党，实质的统一仍遥遥无期。此时，北伐军
刚刚誓师出征(7 月 9 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
尘。”新的历史因缘，将在这烟尘中诞生。

关于对张謇的历史评价，胡适的“序言”流传最广。
胡适比张謇小三十余岁，从没见过张謇，但却是张謇参与
筹办的“中国公学”所培养出来的。是他撒播的诸多因缘
中的又一个。胡适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
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
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
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
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
志愿而死。”

张謇的政治道路，是失败的、中断的。但他顽强地创造
了无数条覆盖于荆棘下的小路，经过百年大潮洗刷之后，这
些小路显露出来，密密麻麻连成了一条新的路网，到今天还
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时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来，不过凭借着一颗
纯正的初心。家国天下的初心，无论如何变迁，始终不会错。

因此，张謇是谁？胡适的序，不是结束，只是开始。
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一样没有结束，只是开始。

张謇是谁

王军

坚守，在一个人心里到底有多重。生活中，我常被一个人用生
命的诺言对坚守的忠诚所打动，也对生活中夫妻间一辈子不离不
弃所感怀。

有时想，人对一种承诺、一个誓言，在心里的坚守到底能把持
多大程度，守住多久底线，履行多重诺言，付出多大代价。

有的人遇上挫折就放弃，碰到困难就退让，见了逆境就回避；
有的人见了利益就毁约，接过金钱就弯腰，使个媚眼就着迷。放弃
尊贵，背离信义，奴颜婢膝，心无良知，既谈不上人格的坚守，也无
道义可言。在这些人的心里，人无信、言无果，当面许了诺，转脸不
认账，毫无坚守之义，更无践诺可言。如同大晴天空中的一个响
雷，不见雨点，让人干望着，哀叹着，无奈着。

其实，承诺的誓言，是一个人的信义，也是一份肩扛的责任。

有的人能把一件小事做得很好，相守一辈子；有的人连半句话藏
不住心里，交代的事转头就没了信儿；有的人话大如天、诺言如
铁，最终言后空空、摸不着影；有的人一辈子恪守一个诺言，让爱
生辉，让情变暖，让事忘淡。

生活中，坚守是一种人格，称的是一个忠诚，量的是一份信
念，守的是一种精神。对于“坚守”二字，俗话说：“水可干而不可夺
湿，火可灭而不可夺热，金可柔而不可夺重，石可破而不可夺坚。”

它是一个高尚的人用朴素的关怀，释放出平民般的情感；也是一
个具有大义的人用传统的美德，谱写一种民族般的精神。在道义
的立场上，为誓言刻字，为诺言树牌，用侠肠柔情挺拔一份信任，
用刚毅顽强守候一份责任。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小国常以割地求和，放弃对城池的坚守，
不去抵抗外来入侵。后来，唐代诗人周昙读下这段历史，发现赵国
后君无能的表现，惊愤地写下了“割地求和国必危，安知坚守绝来
思”的绝美诗句。

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常常见一些人挺不过心里那道坎，精神
缺失，底气不足，意志不坚，遇事坚持不到最后，有的是缺乏勇气，
身上没那份韧劲和毅力；有的是受不了那份苦、那份罪，生活安
逸，贪图享受，最终选择了放弃。我见过一对年轻人在婚礼上那句
百年好合的承诺，可有的结婚不到三天，相互背弃了爱的信义，撕
了婚姻殿堂里的诺言，分道扬镳；在日常工作中，我也见过一位自
称党性很强的同志在会上再三强调党的纪律，可会后不到半个小
时就把会中的话语毫无组织地泄得干干净净，在外传得沸沸扬
扬。

人有了坚守，生活才有光彩；人有了追求，坚守才有真情动人
的故事。守住一个诺言，不是在平静的水面上，拦下一道水线。往
往在遇上凶猛的巨浪中生命遭到吞噬的危险时刻，经得住考验，
守住底线；或是在艰难的环境里，又恰恰逢上恶劣的天气，有着铁
一般的刚毅与坚强，持着那种不灭的信念与意志，坚守人生中那
块心灵之地、操守之地、道义之地、生命之地，这种坚守来自本能
的良知、生活的正义、职责的忠诚、初心的信念。

坚守是生命对爱的释放。学会坚守，爱会在心间让那段回忆、
那段故事、那段情感、那段信念，酿出蜜来……

李牧鸣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绘本俨然成了儿童读物的标配，和我儿时
的小人书异曲同工，但又似乎另辟蹊径。可是，依着惯性，就像小学
毕业后被老爸“处理”掉了几乎所有的小人书一样，我家两孩子上
学后，几乎不再给机会接触绘本，初衷很单纯甚至功利——— 儿童需
要更多识字与更多思考。其实老爸的扔书，耿耿于怀若干年后，还
是以高价回购的方式弥补了童年的断档。做文化采编几年后，深感
这种轮回也许该适时“颠覆”一下了。图书图书，本来就是水乳交融
相得益彰。近一两年，淘汰童书时开始珍惜起图画类，这些“凝固的
音乐”，也许随时可以融化为艺术的浸润。

2018 年 10 月 19 日，俄罗斯艺术大师伊戈尔·欧尼科夫先生
抵达金秋时节的北京，开展为期一周的中国之旅，我受邀参与互动
交流，分享他的两部全新绘本作品。亦希望对俄罗斯“重金属音乐”

一般凝重的艺术加以重温。

伊戈尔·欧尼科夫 1953 年出生于莫斯科，是俄罗斯著名艺术
家，2018 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得主。是一位被誉为“创作才华没
有边际”的艺术家。他曾为普希金、布罗茨基等俄罗斯诗歌大师和文
学巨匠的经典作品绘制过插图。他的插图对于那些穿越了久远年代
的文学经典，好像古老的阿拉丁神灯被重新擦亮，瞬间获得了新的
生命，闪耀出了炽热的光芒。也有人说，经典作品一经过他的手，就
像打上了具有他个人风格的“原创的标签”，哪怕是原本平淡无奇的
故事，他也能用别出心裁的插图给读者重新带来惊奇和狂喜。

在绘本《狐狸和兔子》的扉页，他写了一小段文字：“为什么像
熊、公牛那样强壮和高大的动物，以及像狗那样勇敢的动物，居然
会害怕一只狐狸？反过来，为什么狐狸会害怕一只小小的公鸡？我
试图在这本书里，向你解释这些‘为什么’。”

这几句话似乎告诉了我们，他的故事是带有寓言式的反思和
讽喻风格的。故事内容在此不赘述。但这本图画书的寓意，似乎还
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就像经典小说《格列佛游记》，故事是为孩子写
的，寓意却是给成年人看的。这本图画书也像欧尼科夫给这个世界
挂起的一面镜子，要让全人类看看自己真实的面目，然后抛弃一切
怯懦、幻想与虚妄，勇敢地去面对现实、接近真实，用自己的行动去
改变现实、拥抱真理。

童话大师安徒生有句名言：“上帝笔下最精彩的童话故事，就
是每个人的真实生活。”

现实主义是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永恒特点，生活永远是一个难解
的秘密，而非一盒甜美的巧克力。这样一本图画书，同样让我们感受
到了，那流淌在俄罗斯文学血脉中的，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与关
切，那许多“被屈辱和被损害的人们”，默默无闻的崇高的品质。

采访北岛时曾说到，很多给孩子的书其实是从 8 岁到无穷大
都适合的，现在感觉有艺术张力的图画书亦然。成年人对图画的无
视，失之交臂的不光是艺术，可能也有隽永的思想。在这个阅读时
间普遍受到挤压的时代，读图或许是一种很好的加餐。

读图时代

坚守

“ 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

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

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

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

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

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

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

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南京江南贡院门前的张謇铜像。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资料片)

捉错园
秦殿杰

((660088))
““营营业业员员迎接不暇””，，
““迎迎接接””二二字字是是个个错错；；
接接待待应应付付不不过过来来，，

正写是“应接不暇”。**

**应应接接不不暇暇：：原原指指美美景景
繁繁多多看看不不过过来来，，后后形形容容来来人人
或或事事情情太太多多，，接接待待应应付付不不过过
来来。。如如图图书书馆馆挤挤满满了了人人，，有有
还还书书的的，，有有借借书书的的，，工工作作人人
员员应应接接不不暇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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