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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伯鲁往事

■往事

蔡元培曾因为一个字而道歉

戊戌变法前后的名士风范

宋伯鲁（1853-1932）字芝栋、芝田，亦署
芝纯，号竹心行一，陕西礼泉县人，1853年
11月24日吉时生。据《宋伯鲁陕西优贡卷》
载，其太高祖商裔，进士，例赠文林郎；父早
卒。父逝后，家贫，但他贫而有志，发愤读
书。先后授业于张四敬夫子、柏子俊夫子等
（特别是柏子俊夫子，他是清代“关学正传”，
宋伯鲁受其影响最大）。宋伯鲁对张载“四
为”精神心悟神往，特别是儒学“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对他影响极深。
加上当时的家贫和社会不公，很小他就立志
要通过仕途来改变个人命运、兼济天下。光
绪十一年，宋伯鲁中举，翌年成进士，官至山
东道监察御史、掌印御史。在戊戌变法中，
宋伯鲁表现出色。

戊戌变法前，按清制，监察御史的官职
并不高，大概从五品。但权很大，上可直接
上疏天子，下可直接弹劾主政官员。变法
前，宋伯鲁有两件事值得叙说。一是 1894
年奉命典试山东。负责考试之余，宋伯鲁对
山东境内黄河泛滥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实
地考察，并向清廷上《条陈治河疏》。指出水
患的根源在“人祸”，即“皆由河工诸员不肯
实心任事”、以及官员“舞弊”。同时上疏的
还有《劾陕西镇安各处匿灾不报片》等。这
些都反映了他关心民众疾苦、揭露官员腐败
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他的为官
之道。另一大事是成立“关学会”。1897年
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的势
态严峻。在京的各省旅京人员纷纷成立组
织，目的是唤起民众保家爱国。陕西在京的
宋伯鲁、李岳瑞等也成立了“关学会”。“关学
会”是“保国会”的基础和助手，为扩大变法
派的实力起到了很大作用，为变法作了组织
准备和舆论准备。

戊戌变法人士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是替康梁上书。宋伯鲁在变法初，对康有

为特别崇拜，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得很近，以
至于有人认为“杨深秀、宋伯鲁与康最密。”
按说，康当时的职位较宋低，还不能与之平
起平坐，康没有对皇帝上书的权利。然而，
从康的文字“命”宋一字可知，宋在当时的变
法中受康指挥。宋在变法中的主要作用就
是上奏章表达康与他的主张。据考证，宋伯
鲁在变法的1898年3月到9月间，共上奏章
达9份之多，这些奏章均与变法的重大事宜
相关。宋、康如此紧密配合，说明宋对维新
派的大力支持以及康对宋的信任。这里着
重谈谈关于废除八股文和设置制度局的奏
章。关于废八股，康记载为“于是发书告宋
芝栋令其即上废八股之折。”以八股取士起
源于明成化年间，考试的八股形式是有严格
规定的，其弊端是生员只能把精力投入到

“经义”中去，而缺少自然科学知识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康有为认为，“今日之患，在
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
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光绪帝认为，“西
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不用之学，
故致此。”于是下诏废了八股取士。客观地
说，八股取士之废除，开创了新的教育形式，
有利于自然科学的传播，有利于生员认知国
情，有利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是划时代的
大事件。在此，康、宋功莫大焉。另外，宋

“上制度局疏”也值得一说。变法自当年 6
月 11日实行以来，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
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于是康有为想设制
度局，从制度上确立改革派参政议政的权
利，御史杨漪川、宋芝栋等在康草拟下各上
一折。杨、宋亦奏请御乾清门，以誓群臣。
这一阶段，宋的主张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去掉
旧派人物，用维新人物取代他们并设立“议
政处”，“与军机处、军务处并重。”用人标准
是“要博古通今，通晓事务，体用兼宏，而不
管仕与不仕”等等。从而从机构、制度上保
障新政的实现。

另一部分就是宋伯鲁与杨深秀“不畏强
御、合词劾之”的许应骙事件。事件的起因

是，1898年，光绪帝下诏“举行经济
特科之外，更举经济常科，试时务
策论及政治法律、财政、外交、物理
各专门之学”，以“开民智救八股愚
民之害”。宋连上两折，痛陈八股
之害，光绪令礼部议定。但是身为
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许
应骙却极力反对。6月 20日，宋、
杨合力劾之，这就是有名的《请将
守旧礼臣立赐降斥疏》。此次，以
光绪帝、宋、杨为代表的维新派与
以刚毅、许应骙、刘悌为代表的保
守派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斗争。最
终，许应骙被斥几乎回家，刘悌被
罢免御史职务。这一斗争，使维新
派与保守派阵线分明。在斗争中，宋的上疏
起了主要作用，梁启超的《杨深秀传》也记录
了此事。

戊戌变法后，1898年 9月 21日，慈禧太
后发动政变，囚光绪、杀六君子，追捕康有为
等。宋伯鲁即被加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
恶劣”的“罪名”，“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得
李岳瑞密报，宋开始了三年的逃亡之路。先
后避入上海、日本等地，易姓改名，隐伏无
常，历尽艰险，终于于 1902年返陕。返陕
时，欢迎的朋友学生有百余人。与宋早有隙
的陕西按察使樊增祥，串通陕西巡抚升允电
奏清廷，指控宋“授业康门甘为鹰犬，其罪在
康有为之下，杨深秀之上”，宋入牢。被囚三
年后，因慈禧七十大寿而特赦戊戌变法所涉
人员，宋伯鲁方获自由。

解龟半生大风雅

自戊戌罢官至故去还有 34年时间，期
间，宋伯鲁先生做了大量工作。

编史志
首先他随伊犁将军长庚到迪化（乌鲁木

齐），被藩司王树楠恳留，主持新疆通志局。
1908年编成《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各
四卷。该书详尽记载了新疆历史变革和地
域疆界、域内府区设置的历史沿革及物产贸
易等，是维护中华民族地域疆土的重要法理
依据，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历史佐证，价值
极高；其次，编《重修泾阳县志》共十六卷两

册。《泾阳县志》中记载了几代皇帝对该地减
免灾情税赋的史实，是研究当地人民生活以
及朝廷税赋变化的重要资料；再者，修《陕西
通志》。

巧与康有为周旋
保护宋元版《碛砂藏》

据《陕西省图书馆纪事》载：“（碛砂藏）
始刻于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刻迄于元
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历时 91年。字体
端庄劲拔，卷端所刻佛像庄严妙丽，刻工精
美……藏量及品位均居全国之首。”《碛砂
藏》是陕图最珍贵的藏品。1923年康有为到
陕讲学访问，引出了一段康圣人盗经事件。
后经宋伯鲁等陕西名流的交涉周旋，这一重
宝才完整地留在陕西。

据笔者考证，事情原委大致是：至戊戌
一劫，康与宋天各一方。1923年，当时的陕
西省省长刘镇华邀康到陕西讲学。康于
1923年 11月到西安，后康应陕西佛教会邀
请到卧龙寺参观讲演。期间始见《碛砂藏》，
见其残缺不全，且生了书虫，康便对主持说：

“将旧的不全的交鄙人带回修补，不知意下
如何？我是说到做到的，尚有疑虑，鄙人愿
签字作证。”主持定慧说不能自定，此事需开
佛教会请众人决议。不久，康有为令人用汽
车将经书运走大半。第二天，陕西佛教会即
对此事作出反应，组成“陕西古物保护会”向
康讨经。定慧和尚亲自去康下榻的宾馆讨
要，康以“经已装箱固封，三日一早非起运不
可”拒还。各界人士鼓噪哗然，甚至告到法

院。未果，无奈贴出《公告》又讨。宋伯
鲁先生得知后，十分焦急。在保全康名
声的前提下，巧与周旋，宋去信云：
更生我兄先生道鉴：

昨日厚扰，谢谢！顷闻外间轰传卧
龙寺换经一事，将起绝大交涉，窃思我
公德高望重，辞受取与之间，丝毫不苟，
弟知之熟矣。卧龙寺残经，榆档流传，
历祀数百，秦人视之有若球图。一旦闻
公辇去，自然不悦，群起而争，势所必
至。吾兄此次来秦，莫不仰叹，以为千
载一时，若因此小节使秦人得议其后，
不特于风德有亏，且使兼座又何以为情
耶？拟请即刻发还，以息浮言，庶化堆
垛为烟云，而日月之更，莫不仰望者
矣。冒昧上言，务希嘉纳，临笺无任悚
惶之至。

弟 宋伯鲁 二十七日
（笔者注：应为阴历）

一月三日晚，宋又到康处，面劝康。后
康开箱送经返卧龙寺，“盗经”一事方才平
息。宋的斗争，有理有节，保全了我省宝藏，
至今为秦人乐道。康离开时，还赠宋书法对
联“斯文在天地，孤愤寄山林”。

除此外，宋伯鲁先生在赈赊灾民、劝和
战场，与西安军民守城等诸事中，多有惠于
西安的父老乡亲。

书画盈清气 诗著耀星灿

清末民初，官员书法家比比皆是。宋一
段时间卖书画以为生计，类似于辞官的郑板
桥。宋伯鲁先生诗书画三者俱精，人称“三
绝”。他在书画上造诣很高，有广泛的声
誉。他视野深远，寻流溯源，讲求“中和之
美”、含蓄之美，不喜伸胳膊伸腿，字画讲究
清和雅正，历来为藏家所珍视。上世纪四十
年代，日本《支那墨迹大成》中就有收录。现
在，字画市场上很少见到宋的真迹。

据我所知，宋的著述很多，已出版的就
有二十多种，《新疆建置志》及《新疆山脉志》
各四卷、《重修泾阳县志》十六卷、《陕西通
志》《焚余草》《西辕锁记》《画人轶闻》《清画
家诗史》等等。

宋伯鲁一生为官为民，磊落刚毅，为我
们示范着什么？每个人都当思之。

□ 王庆

今年是古历戊戌年，逢戊戌变法
正好两个花甲。中国的帝制已是往
事，而变法中陕西非常出色的名士宋
伯鲁已不为人常道。

■人物春秋

我决定利用清明节三天假这一难得的空
闲，骑自行车回一趟老家，好好重温一回儿时的
感觉。

我的老家在孟塬，比县城高出几城墙。从
县城上孟塬，其实就是爬坡。砖瓦厂坡是从县
城上孟塬的第一道坡，坡度 45度左右，又陡又
长，人称“瞪眼坡”，因坡根有个砖瓦厂而出名。
虽然只推了一辆自行车，上坡没走几步就感到
累，爬到一半时，累得肚子似乎被谁扯着肠子一
样疼，不知道当年拉着沉重架子车的乡亲们是
怎么挣扎上去的。那时，面对又陡又长的砖瓦
厂坡，仅凭一家两三个人的力量很难把六七百
斤重的车子拉上去，大家一般是两三家联合起
来，五六个人合力一辆一辆往上拉。听说当年
那些在砖瓦厂上班的塬上人，白天在砖瓦厂干
了一天活，晚上下了班后推着二百斤重的麻袋
爬坡上塬奔走一二十里路回家，第二天照样按
时上班干活，不知道他们哪儿来那么大的精神
和力气。

我的家乡叫丁家村，丁家村有两个自然村，
丁家沟和丁家窑。丁家沟和丁家窑被一条东西
向的大沟隔开，丁家窑在沟北，丁家沟在沟南，
我的家在沟南。在连接沟南沟北的土坝修好

前，那条大沟是家乡人进村前的最后一关。每
当拖着疲惫的身子，筋疲力竭地拽着小山一样
的架子车走到沟前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下
坡时车尾和坡面剧烈摩擦产生的灰尘像两股浓
烟，弥漫了整条坡道，吱吱扭扭的摩擦声响彻沟
壑两岸。上坡时脚蹬地面、肩抵车尾，拼命将身
体里最后仅有的那一丝力量使出来，腰都快断
了，只盼着车子早到坡顶。好容易到了坡顶，人
像抽了筋一样，一下子就软瘫了，坐在地上半天

起不来……
从家里返回县城，从抬腿骑上自行车的那

一刻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捏放车闸控制
车速，根本不用脚蹬。这时候，你最容易理解孟
塬人常说的“两不蹬”的含义：下来是下坡，根本
不用蹬，上去是上坡，根本蹬不动。

下砖瓦厂坡时，本来应该推着车子，这样最
安全，大概是虚荣心作怪，我没有下车，硬着头
皮往下骑。砖瓦厂坡确实陡，我不得不紧紧地
捏住车闸，刹车片和车毂剧烈摩擦着，发出刺耳

的响声。越往下，车子速度越快，耳边的风像是
鼓风机吹过来似的，吹得人耳朵嗡嗡响，吹得
人脸上麻酥酥的，感觉身上的衣服又薄又不严
实，一直钻风，心里居然莫名开始害怕起来，
还好最终是有惊无险。再来一次的勇气，却是
再也没有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在砖瓦厂坡上
“连火车”。“连火车”就是把两个架子车头对
头用绳子绑在一起，一辆“火车”就做成了。

“火车”行驶的方向全靠坐在两辆架子车连接
处的“司机”手拽脚蹬控制。之所以喜欢在砖
瓦厂坡“连火车”，是因为砖瓦厂坡陡，“火
车”下去时速度快，刺激爽快。有一次，村子
里的一个娃娃头儿好几天没来上学，一问，原
来是“连火车”时受了重伤，正躺在家里疗养
呢。为了让我们引以为戒，老师特意组织我们
这些顽皮的男生去受伤同学家里接受反面教
育。我们去时，那位身上缠满了绷带的娃娃头
儿正悠闲地躺在床上休息，他的旁边堆满了小
人书，看来他的那帮小兄弟们想得还挺周到
的。那时的我，没有从反面教育中汲取什么教
训，反倒羡慕起娃娃头儿那种不用上学还有小
人书看的滋润日子。

现在想来，那时想法也的确幼稚。
毕竟上坡下坡，都得有些章法，不能随心乱

来。否则，难受的，终究是自己。 □ 秦永毅

人们对“鸿”应该不陌生，
与“毛”组合，便有“轻于鸿毛，
重于泰山”的名句；与另一个

“茅”组合，而成一种神奇的药
酒，兴起的风波还未平息。
对“鹄”字呢，肯定要陌生
得多。这字可读“gu”，指箭靶，
也通“鹤”，一般读“hu”，便是

“鸿鹄”。
通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哉”，我们得知，鸿鹄肯定是一
种鸟。燕雀不善飞，鸿鹄则是
振翅高翔。那这“鸿鹄”究竟是
什么鸟呢？鸿鹄实为两种鸟。
鸿是大雁，如今还称鸿雁；鹄则
是天鹅。鸿鹄是古人对大雁、
天鹅之类飞行极为高远鸟类的
通称。

人类文明，都有共同的鸟
神崇拜。在伊朗神话中，叫西
木尔格；在印度神话中，叫迦楼
罗（传入西藏叫“琼”，汉译大鹏
金翅鸟）；在汉族神话中，则是凤
凰。凤凰共有五类，分别是赤者
凤、黄者鹓雏（yuān chú）、青
者鸾、紫者鸑鷟（yuè zhuó）、
白者鸿鹄。

庄子当属汉文学中写鸟的
鼻祖。在《逍遥游》里，他写了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
“鹏”。在《惠子相梁》中，他又
写到了鹓雏（yuān chú）：“夫
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
（lǐ）泉不饮。”

赤凤应该是红色的凤凰
（古人以雄为凤，雌为凰），与西
方神话中浴火重生的火烈鸟相
近。青鸾，理应是青鸟。李商
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
鸟殷勤为探看。”李白也有诗：“虎鼓瑟
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而鸑鷟，
可能是太生僻，几乎没受到文学作品
的青睐。

五凤之中，备受文学作品青睐的，
除去赤凤和青鸾，便是鸿鹄了。“鸿鹄
之志”这个成语，可能首出《吕氏春秋·
士容》篇：“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
谕乎人心者，诚也。”农民出身的反秦
首领陈胜还在躬耕田亩时，就能说出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可见这句话
早已流行闾巷，家喻户晓。

历朝文学作品中，几乎都不缺“鸿
鹄”的身影。唐·卢肇《鸜鹆舞赋》：“况
乃意绰步蹲，然后知鸿鹄之志，不与俗
态而同尘。”宋·陆游《庵中杂书》诗：
“辍耕垄上鸿鹄志，长啸山中鸾凤音。”

“鸿鹄”固然得志，殊不知，被误读
后，又成经典。我们都知道，古汉语的
发音，与今天大为不同。粤语被视为
唐宋的官话，与时下的普通话相比，已

像另一种语言。汉语用的是一
种表意文字，在时间的流逝中，
字基本不会变，音却一直在变。

在古时发音中，鸿与黄的
发音、鹄与鹤的发音，很容易混
淆。故而鸿鹄常被误读成黄
鹄、黄鹤等。

在古典文学中，黄鹤与黄
鹤楼，早已成为经典意象。崔
颢题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
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
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
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
人愁。”

平生狂傲的李白登上黄鹤
楼一看，只是叹息：“眼前有景
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为
了跟崔颢比一比，他终究还是
写了首《凤凰台》：“凤凰台上凤
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
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
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
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在黄鹤楼上，李白也没少
恣肆诗情。送孟浩然而有：“故
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
州。”与人饮酒听黄鹤楼上传出
笛声而有：“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醉酒之后更是口吐
狂言：“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
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
楼，君亦为吾倒却鹉鹦洲。”

不独李白，古今凡是诗人词客，登
上黄鹤楼，似乎都难抑才思，必然一吐
为快。苦吟诗人贾岛有问：“青山万古
长如旧，黄鹤何年去不归？”岳飞有感：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毛泽东
登上黄鹤楼也很激动：“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
高。”试想，如果没有这种误读，古典诗
词该会受到多大的
损失。

现在，又有人
把“鸿鹄（hu）”读成
了“鸿鹄（hao）”，可
能要开启鸿鹄得志
的另一个时代了。
不管怎么说，黄鹤
至 少 算 个 鸟 ，“ 鸿
浩”还是个鸟吗？

□ 曾瑞

鸿
鹄
究
竟
是
个
什
么
鸟

1912年 2月 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
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3月，蔡元培就
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
长。因为国家刚从专制政体，转向共和政体，作
为民国教育事业的执掌者，蔡元培急需人才充
实力量。

此时，一位正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胡玉缙写
了《孔学商榷》一文。蔡元培读了很感兴趣，看到

了胡玉缙的才华，决定邀请其到教育部任职。

一字使用不当，引发抗议

蔡元培指示下属官员起草一封信，内容是
请胡玉缙来教育部任典礼官。胡玉缙当时在学
术界还是无名小卒，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举
荐他，本应感激不尽。

教育部致胡玉缙的信全文为：“奉总长谕：
‘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
政厅谨传，等因。”出乎意料的是，胡玉缙接到邀
请信后，给蔡元培写了一封抗议信。胡玉缙对
其中“谕”字不爽，原因有两点：1、“谕”字是“亡
清陋习”，是专制王朝用的词汇，现在都民国了，
应该摒弃不用。2、“谕”字是政府里面上级对下
级发号施令的文体，我胡玉缙是前清的官员，跟
现在的教育部没有隶属关系，你就不能对我发
号施令，“未知从何谕起”。

蔡元培的道歉

蔡元培的道歉信分为两部分，附件部分是
具体负责起草稿子的承政厅的道歉。一开始便
承认错误，“宜屏而弗用”，赞同胡玉缙“立论颇
正”。

随后，进行了简单的解释：主要是新政府刚

刚成立，公文规范尚未规定，教育部也没有别创
一格，所以沿用了“谕”字。而且，这里用“谕”字
没有专制的意味，希望胡玉缙不要介意。最后
来了一句“本部初立，正在用人之际，若因用谕、
令字样而使贤者裹足，殊违总长延揽之初心。”

正文部分是蔡元培的道歉信，因为下属工
作失误，自己出来承担责任。信的内容大意是
先解释了一下邀请的缘由，之前读了先生《孔学
商榷》文章，很是钦佩。正好现在典礼院需要用
人，所以邀请先生来（这是因为此前的“谕”中，
并未交代邀请缘由，这里算是补上了）。

然后，解释了一下，说因为公务繁忙没有细
看，导致承政厅沿用了前清的“谕”。“字句小疵，
想通人比不芥蒂”，字句上的小毛病，希望您大
人有大量。最后，回归正题，再次邀请胡玉缙，

“民国初立，教育界除旧布新之事，所欲请教者
甚多，尚祈惠然肯来，相与尽力于未来之事业，
敬为全国同胞固以请”。

蔡元培诚恳的道歉信，阐明缘由，承认错
误，再次邀请。其延揽人才的急切心情跃然纸
上，看到这样的回信，谁不会动容？后来，胡
玉缙欣然答应到教育部任职，负责筹备国立历
史博物馆，担任筹备处主任。蔡元培出任北京
大学校长，胡玉缙亦
赴北京大学任教。

□ 梁子

■视点

因“招贤榜”沿用旧式公文，百年前的北大校长——

家在塬上

■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