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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首创我国白话诗作

现代文学史认为，最早见诸我国报刊的
现代白话诗歌，是胡适 1917年 2月-6月刊发
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白话诗四首》和《白话
词四首》。此定论不确。史实证明我国最早
的白话诗作者，是民国奇才于右任。

1909年 5月 18日，于右任在自己创办的
《民呼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元宝歌》的白
话诗：

一个锭，几个命，
民为轻，官为重，
要好同寅，压死百姓，
气得绅士，打电胡弄，
问是何人作俑，
樊方伯发了旧病，
请看这场官司，
到底官胜民胜？
于右任的这首白话诗，如同俚语村言，通

俗易懂简洁鲜明，寓意深刻。寥寥数行，活脱
脱刻画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卑劣行径和丑
恶嘴脸，读后痛快淋漓。

首创我国火车夜行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 1912年），孙中山就
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下设九部，交通部总长汤
寿潜未就职，次长于右任主持部务。

那时，中国的火车，昼行夜停。临时政府
成立后，南京和上海两地官员和民众来往人
数剧增。沪宁两地相距几百里，单程就需七
八个小时。孙中山曾提议火车夜行，沪军都
督陈其美也有此意。但因增开列车费用巨
大，未能实现。于右任在民国元年 1月 23日
正式宣誓就职后，即着手与铁路局方面商议，
决定每夜12时，沪宁对开特别快车一列，所有
售票、搭车章程均按特别快车的规定办理。
每月费用 1.5万元，由交通部负担，盈余交部
充公，亏损由部补贴，从2月24日开通夜行火
车。从此，大大方便了两地往来。

首创我国报纸募赈

1909年 5月 15日，《民呼日报》正式出版
的前一年 8月，在该报的宣言中，就开宗明义
地说：“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
当时，地处大西北的甘肃，连年旱灾，一片饥
馑，发生了人相食惨状，然而，陕甘总督升允
却只知无度挥霍享乐，不顾饥民死活，为了自
己的政绩和仕途，故意隐瞒缩小灾情，欺骗社

会和国人。为揭露升允的丑恶嘴脸，报告甘
肃灾荒的真相，《民呼日报》连续发表了《论升
督漠视灾荒之罪》《甘督升允开缺感言》等锋
利文论。

于右任和同仁，一面用犀利的笔锋揭露
甘肃这些惨不忍睹的社会真相，一面用《民呼
日报》呼吁“人饥己饥”，发起募捐救济灾民的
活动。那段时日，《民呼日报》几乎每天都有
甘肃省催人泪下的灾情纪实，在读者中引起
了强烈反响，许多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请
《民呼日报》社转交。各地的汇款单和救灾物
资纷至沓来，竟使报社应接不暇。这是我国
历史上首次报社参加募赈救灾。

首创国民党高官救助共产党人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专院校师生集
会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残酷镇压，47
人被枪杀，200多人受伤。陕西三原籍的北
大学生、中共党员张仲超被枪杀，陕西籍学
子 10余人受伤。白色恐怖的北京城里，充
满腥风血雨。于右任原本想设法制止段祺瑞
执政府杀戮学生，而他已经被列入通缉名单，
有心无力。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帮助李大钊
处理善后事宜，叮嘱有关人员查清死伤的陕
籍学生，为死者治丧，为伤者治疗。他东奔西
走，筹借了二三千元，交朱家骅办理。朱家骅
害怕奉军和段祺瑞执政府追捕，携款逃往天
津。于右任生气无益，只好又设法和国民二
军驻京办事处联系，借到一笔钱，才安置了陕
籍死伤学生。

北京大学为张仲超等三位死难学生开追
悼会时，于右任冒着生命危险出席并讲话，强
烈谴责镇压学生的暴行，还敬送一副挽联“烈
士之血 主义之花”，表示他对这些年轻革命
者的悼念和缅怀。

首创“萝卜司令”称号

1926年底到1927年初，于右任从苏联回
国后，任国民联军住陕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
主席。他提倡体力劳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于右任和冯玉祥等高级将领，打扫街道，清理
垃圾。时逢西安解围不久，城内粮食十分欠
缺，为了节省粮食，于右任、冯玉祥每顿饭都
以萝卜为主要蔬菜，或炒、或熬、或煮、或熘，
或切丝生食，经常如此。加上时任陕西省民
政厅的厅长，思想激进，憎恶妇女缠脚，曾张
贴布告禁止，还把收上来的裹脚布悬挂在民
政厅的院子里，以宣传妇女不要缠脚。时人
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萝卜司令”，下联是

“裹脚厅长”。由于于右任和冯玉祥等人的努
力，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联军住陕
总部和其所属机构吏风清廉，办事高效，一时
成为美谈。

首创把儿子婚礼礼金全部用于赈灾

1929年 8月，上海，于右任官邸。于右
任长子于望德结婚。于右任一反平日办事低
调的常态，大事张扬，在一品香大酒楼宴请
亲朋好友。不少挚友悄悄议论：“于公这次是
怎么啦？”

举行完大婚仪式，宾客纷纷入席，刚刚坐
定，于右任招手请大家安定，含泪讲述了陕西
的旱灾惨状：“田土龟裂，哀鸿遍野，连年颗粒
无收，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不少人以观音土充
饥；逃荒的日益增多，饿死的屡见不鲜，有的地
方不时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粮价飞涨，米粒
如珍珠一般珍贵，原来七八块大洋一石的小麦
竟涨到现大洋二十七块！在南京召开的相关
会议上，有人硬说三秦无灾！”于右任悲愤交
加，痛哭流涕地说：“我代全陕饥民多次呼吁。
然而，拨来的赈灾款少得可怜，偌大一个三原
县才给一千多元，杯水车薪呐！我这次为儿子
大办婚事，就是要将所接收的礼金全部移作救
灾善款。陕西灾民可怜，我代灾民向所有来宾
致谢了……”此刻，众挚友和亲朋方明白于右
任的苦心。

于右任还将自己、夫人的寿金和孙儿满月
过岁所得的礼金悉数捐出救灾，另外还购置粮
食一百多石运回三原，在县城设两处舍饭场救
济灾民。

灾荒年间，于右任陆续零星寄钱回乡，每
次一千元、一千五百元、二千元不等，让秘书张
文生亲手发放，并再三叮咛不许记账。

首创用书法作品竞选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

“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
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
选副总统，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李宗仁。

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
宝，凡代表登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
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 2000张照
片，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市、
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取。
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
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先生是以声望
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其他人与于右任的做
法大相径庭。李宗仁给代表提供汽车，有司
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
代表身份，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
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行政院长孙
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
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
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副总统竞选者
纷纷拉同事、拉乡党、拉同学、拉亲戚、拉同
宗……设法为自己拉选票。唯独于右任却
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
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
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
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
成，看民意吧！”

第二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
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宴请代表，在饭店于右任
即席演讲：“我家中没有钱，因此，很难给予代
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
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罢了……”

选举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
右任先生得到 493票，即遭淘汰。选举结束，
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

“于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
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
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
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
于世情造成的。”

第二天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
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
10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孙
科、程潜等相继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
介石当选总统。

于右任虽然没有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
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成为人们心
中不可磨灭的人格典范。

首创遗物只有账单

于右任因患牙痛住院，医生劝他换假
牙。于右任一算，换六颗假牙需交 8000余元
台币，而他当时一个月薪金才 5000余元台
币。因为手中无钱，只好作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
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
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

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
有完全治愈之前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
作。5月 3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医院归，又
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颇有后悔之意。5
月7日，于右任更加后悔，写：“病多日不见轻，
出医院大大的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该
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
一拖再拖。5月 27日，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

“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
钱，是旁人害我。”

6月 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
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
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
台北青田街9号老学斋灯下挥墨，写气势恢弘
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
最后之大作。

1964年8月12日，咽喉发炎病未愈，脚病
又加剧。在亲人的再三劝说下又进荣民医
院。他叹息：“这里太贵了，我住不起啊！”

同年 9月 3日，牙痛加剧，不得不再进荣
民医院，进行拔牙，牙虽拔了，却因其高烧，转
发肺炎，随后病情恶化，即入昏迷状态。于右
任的副官沉痛地说：“他老人家如果能早点拔
了牙，也不至于多病复发。他的病硬是无钱
才给耽误了的啊！”

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
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医院看望，
问:“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于右任很想说话，
但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出，只好用手势表
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
又伸出三个指头，希望将自己的心思告诉杨
亮功。

杨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测地问道:“院
长，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于右任
摇摇头。杨亮功又猜了一下，也不准确。

于右任有一个铁箱子，他对亲友嘱咐：
此箱等自己去世后方能打开。1964年 10月
10日中午，于右任已成弥留状态。他的长
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台湾
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王文光、
刘延涛、陈肇英等人，当着闻讯而来的记
者们的面，打开了这个铁箱子。展现在人
们眼前的，没有金银珠宝、股票证券，所
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
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
制的布鞋布袜。除此之外，就是一张张账
单借据——于右任三公子于中令这年 5月赴
美留学时，向银行和友人借贷的 4万元的借
款欠条；平日手头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
40多年老副官宋子才的账单 3万余元。平
日，有些人猜想：于右任的铁箱一定藏有
珍宝。而今亲眼目睹这些“珍宝”，不由唏
嘘呜咽起来，就连平日最爱挑剔的记者们
也热泪长流、放声哭泣。当日下午，于右
任与世长辞。

次日，台湾报纸赞扬于右任高风亮节、清
贫廉洁，大字标题“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
藏纸几张”。 □吴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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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1923年4月，吴佩孚50大寿，康有为特去
洛阳祝贺，并献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
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吴佩孚本
好名，得联大喜，待为上宾。

其时，刘镇华为陕西督军兼省长，喜欢
接纳名流。刘镇华听说康有为在洛阳为吴佩
孚祝寿，于是给康发去电报，欢迎入陕。康
有为接到刘的电报后非常高兴，欣然来陕，
遍游关中名胜。刘镇华本来就好狐假虎威，
康有为受到了高规格接待，除了游览陕西各
地外，还到处讲学。在五四运动后新风日盛
的背景下，康有为演讲的题目不免显得有些
落伍，有人就曾指出，其“所演讲，非隐涉
复辟之政治，即非驴非马之科学”。尽管康有
为浓重的广东口音令很多听众并不知道他在
说些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他“圣人”的头衔，尽
享荣光。

在西安，康有为每到一处均前呼后拥，随
从如云，好不风光。时人甚至认为其“所过之
地，不下前清皇差”。一些崇拜康的人慕名前
来求取墨宝，康有为一一按印，每张收费 20
元。陕西教育厅长景延桢求书，忘记付费，把
字拿回去一看，见康有为的印赫然倒置，知其
故意为之。康有为喜欢文物，也是这方面的
鉴定大家。他问刘镇华说：“听说陕西皮货上
佳，不知哪家最好？”刘镇华立即派人令西安
有名的几家皮货店老板带着自己的皮草来到
康有为的住所，供他挑选。康有为留下 90多
件，让皮货老板找省政府结算。刘镇华说：

“康先生准备自己开皮货店吗？”康有为哈哈
大笑，说自己就是喜欢，回去把玩而已。

康有为在西安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心
情自然十分舒畅，在陕西他走马灯似地进行
演讲，易俗会、青年会、孔教会、农会、旅陕粤籍
同乡会、万国道德会等，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
个遍。康有为登华山后，还给刘镇华写了两句
诗：“华为五岳首，海纳百川流。”嵌刘名与其自

号（南海），不露痕迹。下面的人议论纷纷，说
康有为拍马屁的功夫炉火纯青，无与伦比。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康有为的西安之旅会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天意弄人，11月29
日的卧龙寺之行，却使“圣人”变成了“大盗”。

卧龙寺始建于隋，初名福应禅院，北宋太
宗时该寺主持惟果终日长卧，人称“卧龙和
尚”，遂改称卧龙寺。

11月 29日那天，康有为应卧龙寺佛教会
之邀，到寺演说，饭后在僧人陪同下游览藏经
楼，无意间发现一部明代御赐《碛砂藏经》。
该经共分南北二藏，南藏为宋版，北藏为元
版，分别在太平天国暴乱和民国初年毁于战
火。康有为乃版本鉴定大家，自然知道其中
价值。

目睹经书被随意堆放，有些经卷残缺不
全已生书虫，有些经卷边角竟被僧人剪作鞋
垫，痛心之余，康有为不免起了觊觎之心，当
下向该寺主持定慧提出购买，声称自己恰好藏
有该套经书另外半部，欲合成完璧，存放杭州
西湖别肇，以供国人阅览。定慧虽非得道高
僧，但如此赤裸裸的交易，显然不能马上答应。

或许是意识到金钱购买太过直接，康有

为继而提出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
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
部进行交换。身边的大弟子张扶
万眼见其师求经心切，也从旁鼓动
劝说。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定慧
终于松口，双方随即立下字据。

12月 30日，康有为派人通知
卧龙寺，声称已经订好经柜，即日
前来装运。

李仪祉的朋友黄健吾有极其珍贵的古钱
一枚，有一个姓郑的人借去拿给康有为看，康
有为当即拱拱手称谢：“诚珍物谨谢领矣！”将
古钱占为己有。姓郑的一时不知所措，却又
不好意思要回，回去后拿出三十元交给黄健
吾，黄追悔莫及。

李仪祉听朋友说康有为在长安县购皮箱
数十个，用来运卧龙寺地藏经，认为这是大
事，于是询问西安佛教会是否知道此事？佛
教会说不知道。

第二天，成德中学校长董雨麓在学校宴请
康有为，邀请李仪祉作陪。李仪祉先到，告诉
董校长将于宴席间质问康有为易经的事，董雨
麓连忙说这个不合适，让李仪祉以后再问。

席间，李仪祉紧挨着康有为而坐，康有为
言语不羁，大放厥词，叹三原古建筑之美，说：

“此不可不善为保存也。”仪祉说：“先生之言
诚是。不特古建筑，古物亦然；不特古物，古
书亦然。”康有为不明白他的意思，仍狂谈如
故。说：“昔沪上有富豪胡雪岩，卒后，其巨屋
以七千两求售，余靳其值为他人所得，惜哉惜
哉！盖非屋之可贵，而屋中之字画古物，靡不
可实，他人得之弗能识，余精鉴别，得其佳者

售之外洋可得巨赀。”仪祉听了觉得很可笑，
差点把饭喷出来。他想，这个名扬四海的人，
原来是个市侩之徒啊！

吃完饭后，李仪祉写了一封信给康有为，
劝其不要欺骗寺僧，巧取豪夺，带走经书。康有
为看了李仪祉写的信后勃然大怒，将信直接仍
在地上，说：“这件事木已成舟，谁敢阻止我？”

当天夜里，康有为便用17辆大车，从中州
会馆浩浩荡荡来到了卧龙寺。僧人对康有为

的提前到来十分惊讶，但康不由分说，即令手
下士兵开始搬运经书。当时场面十分混乱，
不少士兵知该经为稀世珍宝，乱拉乱塞，竞相
藏匿，一些僧人也趁火打劫。装完了宋版和
元版的《碛砂藏经》，张扶万又令人顺带搬走
了清代的两柜经书。

定慧得知此事，忙从寺外赶回，试图加以
阻止。许多僧人跪在康有为跟前，要求他留下
经书。康有为对定慧师傅说：“汝何虑者，随余
之南，大寺院方丈可做也。”定慧说：“僧律全国
一致，不能容于陕西，岂能容于他省？”康有为
说：“余遣汝出洋，何如？”定慧半天没有说话，
眼看着康有为指派的人带着经书扬长而去。

搬经当晚，适值《新秦日报》记者在场，第
二天即将该事登诸报端。陕西士绅对此十分
震惊，纷纷前往卧龙寺询问实情，在得到定慧
的肯定答复后，士绅们由怀疑变成了愤怒。
不过，考虑到其是督军的座上客，同时也为了
保存康有为的尊严，士绅们仍希望和平解决
此事。

李仪祉见康有为一意孤行，与杨叔吉、高
介人等商人，成立了文物保护协会，并立即呈
警察厅备案。

仪祉等人以文物保护会名义到地检厅控
告康有为，要求立即出面拘留康有为，夺回被
抢的珍贵文物。康有为闻讯后大发雷霆，骂
李仪祉狗咬老鼠，多管闲事！李仪祉不依不
饶，康有为恼羞成怒，寻找刘镇华说事。刘镇
华早已风闻此事，知道自己引狼入室，于是托
病不见。康有为去了几次见不到刘镇华，于
是强行带着车马离开了。

地方检察厅很快发来传票。不过自恃督
军刘镇华撑腰，且认为自己是交换而非偷盗，
又立有字据，康有为仍拒不交还，并传出话
来：“要打官司，康某愿意奉陪到底，敝人要在
大堂上讨个公道，还我清白！”

康有为的傲慢使得围观民众越来越多，
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抗议、叫骂声不绝于
耳。眼见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刘镇华随即派
政务厅长郭伍芳前往中州会馆调解。然而，
士绅们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声称，如不还经，
绝不放人。

李仪祉见事态紧急，于是给刘镇华出主
意，让他挽留康有为迟走一天，用心招待，让
经书先行一步，以避风头。康有为不知是
计，于是就留宿了一晚，李仪祉借此机会带
人将经书全部倒换，然后通知刘镇华放人。
康有为追上载有经书的车辆后，发现自己被
骗，写信责问刘镇华，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
二十万元！

由于康有为是名人，此事当时闹得沸沸扬
扬，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一时成为社会热点新
闻。渭南名宿武念南赠康有为一副对联：“国
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批：“寿而康”。

一场闹剧至此落下帷幕。
对康有为来说，西安之旅是不愉快的，但

对这套珍贵的经书来说却是幸运的。正是由
于康有为的“盗经”，它开始受到国人关注，
1924年由卧龙寺移交给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
馆。1935年在朱庆澜、叶恭绰、丁福保等人的
大力运作下又得以影印出版。

李仪祉成立的文物保护会，开启了我国
文物保护的先河。 □高鸿

于右任开历史先河的几个创举
■人物春秋

辛亥革命的元老、民主革命的先驱、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
城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晚上20：08分，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终年86岁。

于右任一生创作诗词千余首，题字、题写对联万余副，编制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他和著名水
利专家李仪祉、著名报人张季鸾被誉为“陕西三杰”,是那个时代三秦儿女最优秀的代表。在许多方面，于右任都开创了
我国历史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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