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本版编辑：刘诗萌 版式：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视 野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
明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丰
富的政治制度，其中有许多对官员
的管理制度，包含了要求官员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的内容。

任职时须报告有回避的亲属

古代任官实行避亲制度，规定
有嫡系亲属关系及母家、妻家近亲
关系者，不能在一个官衙中任
职，或不能在一个地区的不同
官衙中任主要官职；中央高级
官员的亲属不得在京都及附
近任府县官，职卑者要回避，
改任他官，以避免和防止官
场中的徇私舞弊行为发生。

宋代为避免违规和监督
这些规定的执行，规定在官
员被任命时，个人都要填一
份称之为“射阙状”的表格，
详细说明自己在所任职衙门
上下级关系中，或与本衙门
行政业务联系密切的有关机
构中有无要回避的亲属，保
证“如后异同，甘俟朝典”。
此外还要有两名官员作保，
为其写出书面的“保官状”证
明。倘若官员“射阙状”故意
隐瞒真情，一经查实，要受杖
一百，予以惩罚；“保官状”材
料失实，作保官员也要受法
规处分。

家中遇有尊长之丧须报告

古代实行丁忧之制，规
定官员遇有父母等尊长之
丧，须暂离公职而在家服丧
守制。清代规定，官员家中
有此类情况，必须及时报
告。官员匿丧不报的，革职
处理，不准援赦。呈报丁忧
迟延者，罚俸一年；漏报紧要字样
者（如继母、嫡母、生母、慈母之类，
是否嫡长孙之类，古代亲属称谓十
分复杂，生母未必是嫡母，而慈母
则用于这种情况，即妾所生之子丧
母，其父令别妾抚育，则此妾为此
子之慈母），罚俸六个月。官员也
不能为了规避苦缺、远缺等目的捏
报丁忧，违者革职。闻丧不报，擅

自离任者，降二级调用。

年度考核须报告所犯过失错误

古代对官员实行考课制度，依
据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年限
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唐代规
定，“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
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
其优劣，定位九等考第”。宋代规

定，受考核的京朝官（京官和
升朝官的合称，宋代文臣通
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
文武官员总称升朝官，通直
郎、修武郎都为正八品官）将
本人考课期间的言行为政，
进行回顾与检讨，如犯有错
误必须悉记，不得规避漏
写。负责考核的官员进行核
对，如发现有漏写，受考核的
官员要受相应处分。

离开工作岗位须请假报批

古代的请假制度规定，
官员不能正常上下班或因公
离境须请假报批。元代规定
官员有病有事不能上班，均
需请假。请假的报告称为

“曹状”。如果未上班又不报
“曹状”，就要罚俸或给予行
政处分。清代规定官员必须
居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岗。
各省官员因公离境必须履行
严格的报批手续，若谎报公
出离境，会受相应之处分。
官员必须正常朝参（京官）或
公座（外官），不得迟值或早
散。官员若有应早散值情
况，应将具体情况及缘由告
知管门太监，管门太监随时
登记，以备查核，官员无故散
值过早者，罚俸六个月。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

官员的管理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制
度，对官员须报告的事项有明确
规定，且规定的内容较为具体详
细，对执行的情况要进行考核检
查，对不遵守规定的还要给予相
应处罚，这对我们今天加
强干部管理监督有借鉴
之处。 □杨涌生

往 事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展厅里陈
列着一台缝纫机：赭色，机长93厘米，宽
45厘米，高103厘米，上雕镂有“SINGER”
的字样。这台进口的缝纫机，是缝纫工人
万国生在南昌起义期间使用过的。弹指
一挥间，穿越92年的风云岁月，这台缝纫
机承载着一段光荣而厚重的历史。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取得了
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
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各界
民众为革命的士气所鼓舞，大批工人、学
生和农民踊跃报名参军，其中仅报名参
军的学生就达六七百人。军服一时供不
应求，需要临时赶制。为此，南昌的缝纫
工人迅速齐聚起来，组成了一支缝纫队
伍，为战士们赶制军服。

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起义军
从 8月 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进军广东。
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军计划，缝纫工人
要在部队撤离南昌前把军服赶制好。时
间紧、任务重，为此，他们几乎顾不上休
息，没日没夜地赶工。

那时，缝纫工人使用的是
这种老式脚踏缝纫机，工作
强度可想而知。紧张的劳
作，缝纫工人们的眼睛看花
了，脚踩酸了，腰背也疼痛不
已……万国生便是众多忙碌
身影中的一个。

作为当时南昌市子固路一
名普通的缝纫工人，万国生对
于起义军战士进驻南昌的情
形，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战
士们用我们的东西、买我们的
东西，一点也不亏我们老百姓。记得那
时天气很热，有许多战士拿长裤子到我
的店里改成短裤子穿，从没少给过一分
钱。而且，剩下的布料也全给了我。”

在万国生的印象中，战士们非常守
纪律，从不拿老百姓一分一毫，而且乐于
和民众打成一片。战士们的亲民爱民感
染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南昌民众也通过
各种渠道和办法支援部队战士，整个南
昌城的革命氛围空前高涨。

1958年，万国生将自己使用过的这
台缝纫机捐赠给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虽然缝纫机早已锈迹斑斑、板面龟
裂，但缝纫工人为革命付出的心血和贡
献是无法磨灭的。缝纫机作为南昌起义
这段历史的载体之一，在岁月的沉淀中呈
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它见证了南昌民众
拥戴人民军队的一片赤诚之心，
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
动人乐章。 □何剑芳 戴和杰

杨绛与陈衡哲都是中国现代文坛的著名
才女，二人相识于 1949 年，那时她们都住在
上海，彼此相识了之后，都感觉对方很谈得
来，相互之间走动得就密切了。于是，在几个
月的时间内，两个人经常在陈衡哲家促膝相
谈，像是一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有一天，杨绛又到陈衡哲家去了，恰好那
天晚上，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有事外出应酬，
杨绛便陪着陈衡哲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在吃
饭过程中，陈衡哲告诉了杨绛一个秘密。杨绛
后来在文章中记述道：“我们吃得少，也吃得
慢。话倒是谈了很多。谈些什么现在记不起
了。有一件事，她欲说又止，又忍不住要说。
她问我能不能守秘密。我说能。她想了想，笑
着说：‘连钱钟书也不告诉，行吗？’我斟酌了一
番，说‘可以’。她就告诉了我一件事。”

陈衡哲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杨绛，而杨
绛也说到做到，对钱钟书也没有说这件事。
接着看杨绛的记述：“我回家，钟书正在等我。我
说：‘陈衡哲今晚告诉我一件事，叫我连你也不告
诉，我答应他了。’钟书很好，一句也没问。”

陈衡哲告诉杨绛的这个秘密，杨绛没有向任
何人透露，真的做到了守口如瓶。2002 年的一

天，杨绛写了一篇回忆自己与陈衡哲交往
的文章，在文章中谈到了这件事，但她依
然没有交代这是个什么秘密，只是说：“既

是秘密，我就埋藏在心里。事隔多年，很自然
地由埋没而淡忘了。我记住的，只是她和我
对坐吃饭密谈，且谈且笑的情景。”

杨绛真的把这个秘密淡忘了吗？显然是
不可能的，你看杨绛九十多岁时写的那些回
忆性的散文，能把儿时的一些细节一一记起，
说明她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因此，对陈衡哲
当年告诉她的那个秘密，她是不可能忘记
的。她在文章中说“淡忘了”，不过是一种说
辞而已；而真正的原因，是要继续为陈衡哲保
守这个秘密！

陈衡哲向杨绛讲这个秘密的时间，是在
1949年；陈衡哲死于 1976年；杨绛提到这件事
的那篇文章，写于 2002年。也就是说：当杨绛
在文章中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距离陈衡哲告
诉她那个秘密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
而陈衡哲也已经去世二十六年了；与那个秘密
相关的人员应该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杨绛

在文章中把那个秘密透露出来，从情理上来说也不
为过。但杨绛并没有那么做，她依然忠实于自己当
年对陈衡哲许下的诺言，继续为陈衡哲保守这个秘
密。2016年，杨绛去世，那个秘密被她带到了另一
个世界里，永远成为秘密了。

“既是秘密，我就埋藏在心里。”杨绛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老辈学人的为人风范，
永远值得我们敬慕、仰望。 □唐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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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自出生起就与佛结下不解
之缘，后来更是辞官隐居南山，世人
都称，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的王摩诘为“诗佛”。然而，在成
为“诗佛”之前，王维也曾是“社交达
人”，他活动于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
经常是王公、驸马、权贵的座上宾。

“鲜衣怒马少年时，一夜忘尽长
安花。”王维被眷顾，不是没有缘由。
他写得一手好诗，又擅长书画，更重
要的一点，他还精通音律。而这项才
艺，也对他的人生影响深远。

盛唐音乐繁荣，在唐玄宗时期更
是到达顶峰。《新唐书·礼乐志》有记
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
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
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宫廷如此，
民间更是形成社会风尚，痴迷音乐
者比比皆是。唐玄宗的几个兄弟，
宁王李宪、岐王李范，都通晓音律，
好学爱才。

十五岁时，王维离开山西蒲州，
到长安谋取发展，跟现在漂在北上广
的年轻人一样，背井离乡。不同的
是，他在京城的日子很风光滋润。王
维诗画俱佳，十七岁时便写下了“独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很
快便凭自己的才学博得了上层社会的
青睐，在权贵中人缘极好。《旧唐书》中
说：“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
拂席迎之。”其中，宁王、薛王更是待
之如师友，岐王也非常赏识他。

这么一个“社交红人”，在十九岁
又迎来最得意的时刻，他被京兆府
点为头名，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
风流多才，又得贵人相助，民间的作
者们也大受启发，将王维及第润色
加工，写出引人入胜的故事。唐人
薛用弱的小说《集异记》和《唐才子
传》中就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当时，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
名声非常大，据传公主将力
荐他成为京兆府的解头。对
于王维来说，这可不是一个

好消息，因为他正好也要应举。没办
法，他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岐王，请岐
王帮帮他。岐王心生一计，此事不好
硬碰硬，我来为你谋划一番。王维诗
文俱佳，还弹得一手好琵琶，于是岐
王就让王维抄录十首诗，准备一首琵
琶曲，五日后来找他。原来，岐王是
要王维以才艺吸引公主。岐王为王
维准备了华美的衣服，带着琵琶，一
起来到了公主府。酒宴一开，众多乐
官排队进入，但王维却格外惹眼。他
正值少年，风姿卓越，立马就引起了
公主的注意。公主向岐王问此人是
谁，岐王还卖官司，只说“知音者也”。

于是，公主便令王维独奏。王维
右手弹挑，左手捺带，曲子声调哀切，
只奏得满座动容。

曲毕，公主问：“这首曲子叫什
么？”王维答曰：“名叫《郁轮袍》。”

看公主为王维琵琶折服，岐王赶
忙说：“此生不止善于音律，诗文也没
有人能超过他。”

王维将预先准备的诗卷献上，公
主翻阅后，大为惊奇：“这都是我平时
吟诵的作品，原以为是古人佳作，没
想到都是你写的啊。”于是把王维升
上客座，以贵宾之礼相待。见此，岐
王又说：“如果今年让京兆府点此生
为解头多好，实在是人才啊。”公主
问：“为何不让他去应举呢？”

岐王惋惜道：“此生不得首荐，
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
矣。”听此，公主笑了：“管我什么事
呢，本来就是他人所托。”回头又对
王维说：“你若要取得解头，我为你
尽力做这件事。”于是，公主便召试
官前来。当年，王维便被点为京兆
府的解头，之后还一举登第。这个
故事与公主助李白得授翰林有相似
之处，不过很多人认为，这是演绎出
来的，并不足信。

也有人认为，虽然有虚构的成
分，但这个故事也有合理性。因为王
维确实有音乐天赋，才艺不凡。唐朝
时琵琶艺术流行，琵琶也是宫廷乐曲

表演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
乐器。《新唐
书》和《旧唐
书》都记载
一 个 小 故
事，王维能
从画中乐师
的手势，猜
出画中人演
奏的曲目。

王维的
《郁轮袍》，
也成为后来
杂剧、传奇、
戏曲不断演
绎的一个故
事。直到今
天，还有人在研究，推荐王维的人究
竟是谁？

而在不同时代，王维的形象也不
同。有人认为，《集异记》中塑造的王
维，攀附权贵，请托钻营，便专门为王
维翻案，突出其正直、不畏权贵的个
性。“王维读了半世书，靠人中了状
元，岂不贻羞万世。”这是明朝《郁轮
袍》传奇中的一句话。

王维及第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至
今，不单是因为王维，还因为它包含着
人们对于文人和科举考试的理解。

唐朝科举考试，行卷之风盛行。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
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
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
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
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之所
以有此风气，是因为唐朝科举考试
不糊名，谁参加考试都是公开的。
这也给了主考官除了试卷之外，评
定考生成绩的其他途径，譬如平时
的作品、声望等。因此，为了能够多
些及第的可能，考生托人推荐，结交
有名望的人，拜谒与考官关系密切
的人便成为一种风尚。

除了王维，唐朝的诸多诗人，如

李白、白居易、杜牧等都曾写过行卷
诗，佳作也不少。不少人认为，行卷
之风促进了唐朝诗歌的发展。但唐
朝科举制由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而
来，发展时间较短，形式并不完善。
行卷之风在选拔人才上也有不少弊
病，比如缺乏统一的标准，有碍取士
的公平公正，容易助生朋党等。到
宋代时，科举考试走向严密，实行糊
名、锁院，打破门第背景的限制，家
境贫寒的人才也能够脱颖而出。

及第后，王维做了太乐丞，负责
礼乐方面的工作。但同一年秋天，
太乐署中有伶人擅自表演专供皇上
欣赏的“黄狮子舞”，他也受到牵连，
被贬出京。之后王维在仕途中屡遭
挫折，在张九龄被贬，李林甫上台
后，也许是感受到政治环境险恶，他
产生退出官场的想法。

年轻时积极入世的“社交红
人”，渐渐倾心佛教，退隐山林，与世
无争。正是这一时期，王维的创作
才华大为显露，他写了大量的山水
田园诗，并为后世传颂。对于一个
文艺创作人才来说，对他有益的，也
许并不是钻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于今天。 □袁秀月钩 沉

佛系诗人王维，竟靠弹琵琶上位？

“爷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变卖家产，奋
斗不息，直至牺牲。家人一直将爷爷的革
命初心和奉献精神作为家风家训，把红色
精神代代传承。”英烈王尚德的孙子王中新
说，自己始终铭记爷爷的革命精神，在工作
和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

王尚德，1891 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
（今渭南市临渭区）。1918 年，他怀着对新
知识的渴望，以及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满
腔热情，奔赴辛亥革命发祥地武汉，考入武
昌中华大学。入学后，他加入了恽代英、林
育南等创办的利群书社，1922 年 7 月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 年 8 月，受董必武指派，王尚德等

回到陕西，在渭南赤水镇建立了陕西社会主
义青年团组织。王尚德等人在家乡成立了
乡村教育研究社，并在此基础上集资创办赤
水职业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为党培养干
部。从1922年下半年起，他逐步把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范围扩大到华县、三原、西安等地。

1925年10月，在王尚德指导下，陕西最
早的农民协会渭南东张村农民协会成立。
同年 12 月，他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赤水
特别支部书记。

1926年，王尚德赴黄埔军校，在政治部
宣传科工作。1927 年春，他到达西安，任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
负责筹备建立陕西省农民协会。

大革命失败后，王尚德受到匪特严密
监视，处境险恶，他按照组织指示转入地下斗
争，先后在崇凝、高塘地区创建苏维埃，开展
兵运工作。1928年春，他参加渭华起义，起义
部队在河南邓县被打散后，在当地坚持秘密
斗争。同年当选为中共豫西南特委委员，不
久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1933年冬，王尚德返回家乡继续办学，

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西安事变
期间，被任命为陕西省抗日民众运动指导
委员会委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把
子女和大批学生送往延安。

王尚德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
惧。1941 年 5 月，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了
王尚德，逼他供出渭华一带党的组织。在
国民党秘密设置的特别监狱里，王尚德经
受了皮鞭、老虎凳等各种酷刑的折磨，但
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各方压力下，王
尚德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王尚德不顾个人安危，不惧
敌特威胁，毅然留在渭南坚持斗争。1946
年 8 月 13 日，国民党军统特务以卑劣的
手段，将王尚德暗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王尚德为革命
所作的杰出贡献，当地党委和政府修建了
王尚德烈士陵园。在陵园里，展示着王尚
德在任赤水团支部书记和赤水特支书时与
团中央来往的书信。这些书信穿越历史的
尘埃，向无数前来瞻仰
的干部群众诉说着革
命的初心。 □李浩

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王尚德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王尚德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王尚德

他是大盐商家的“少爷”，也是小说
《红岩》中英雄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他是渣
滓洞里英勇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满腔柔情
的赤子。他就是罗世文，中国共产党优秀
党员，著名烈士。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 年出

生在当地一个颇具盛名的大盐
商家庭。但就在他出生那一
年，由于清政府横加税额，其父
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中。罗
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
遇，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不久，
罗世文与堂弟罗世良、罗世法
等十余人组织起“读书会”，阅
读进步书报。1923 年夏，罗世

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重庆地
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4 年，罗世文
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
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
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 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苏

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
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
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
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
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
1933 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
地工作，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
遭到非法关押。长征途中，在被人监视的
情况下，他们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
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
征胜利，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
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
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工作。

1939 年底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
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 年 3 月 18
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
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
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
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
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6 年 8 月 17 日，敌人放话说要将罗
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罗世文意
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下了给党组织
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
扬我们的旗帜！”8 月 18 日，罗世文和车耀
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新中
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
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总
理亲自为他们题写墓碑碑文。

曾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史志办主任的
冷国文参与了罗世文史料的收集整理工
作。他说：“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阅读罗
世文那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切感受他英勇
无畏的革命风范的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个
更加可亲可敬的罗世文。”

罗世文重情，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
至，体贴入微。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
心护理。他对母亲也怀有一片深情。由于
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罗世文没有时间
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思念儿子，每天就
朝门口望着大路叫：“自元（罗世文小名），
你还不回来呀？”1944 年中秋节，身陷囹圄
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道这事后，倚着铁
窗，写下《无题》一首：“慈母千行泪，顽儿百
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情。” □童芳

人物春秋

罗世文：《红岩》英雄许云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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