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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朝宰相刘瞻为相时间不长，但有一件事儿，足以让他名垂
青史——

咸通十一年（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病亡。唐懿宗悲痛之余，
认为是御医医治不力造成的。一怒之下，他杀了20多个御医仍不
肯罢休，还把这些医官的亲属300多人关进死牢，准备斩首。一时
间，长安城里乌云密布，民怨沸腾。

作为宰相的刘瞻闻讯后，立即召集谏官商议。但谏官们畏惧
唐懿宗，个个都不敢说话。无奈，刘瞻只得亲自上疏谏阻。唐懿宗
痛失爱女，哪里听得进去，立时拉下脸来。刘瞻救人心切，仍然据
理力争。唐懿宗大怒，命翰林学士郑畂起草罢免刘瞻宰相的诏书。

郑畂经过调查，实在列不出刘瞻的罪证，只好在制诏中说：“数
亩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

问罪书变成了表扬信，刘瞻罢相一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二

刘瞻官居一品，然论其出身，却是实实在在的“仆二代”。他的
父亲刘景，因家境贫寒，十来岁就在郑絪家里当仆人，每天干的是
磨墨、洗笔、捧砚、展纸的活儿。

郑絪，荥阳人，“少有奇志，好学，善属文”。曾官居翰林学士、
御史大夫和宰相。

有一次，郑絪到外面巡视，途经荆部商山。其时，大雨初歇，长
空如洗，“岩峦奇秀，泉石甚佳”。郑絪一干人在山边的亭子里，一坐
就是半天，看阳光流岚，听泉声鸟鸣，主仆都沉醉在良辰美景之中。

看够了风景，他们重新上路。刚走了五六里，郑絪突然惊叫一
声：“哎呀，我忘了一件东西。回去，回去！”随行者都以为郑絪丢了
什么重要东西，赶紧跟着他回去寻找。

又到了刚才歇脚的亭子边，郑絪才笑吟吟地说：“此胜概，岂能
不吟咏？”众人恍然大悟：原来郑絪没丢东西，而是“丢”了一首诗。

郑絪拿起毛笔，刚想往上题，却发现亭子上已题了一首绝句，
墨迹还没有干。郑絪暗暗喝彩，“大讶其佳绝”。当时南北方向没
有别的行人，郑絪随口同刘景开玩笑：“莫非是你小子题的？”刘景
赶紧深施一礼，红着脸说：“确实是我写的，我一时心血来潮，让大
人见笑了！”说完，羞愧地站在一边。郑絪看看刘景，又看看亭子上
面题的诗，赞叹了很久才离开。

郑絪是个惜才爱才之人，回到长安之后，他召集家里人开会，
特意交代：“刘景有奇才，现在我让他跟你们一起到书院读书去，吃
穿用度都跟你们一样。谁轻慢他，我收拾谁。另外，书房里的那些
活儿，他也不用干了！”

三年后，刘景所作的文章，辞藻十分华美。经过科举，刘景考
中了进士。大诗人刘禹锡特意写诗祝贺：“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
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让清光。”

后来，刘景在郑絪的推荐下，当上了辟法寺学省清级。刘景所生
的儿子，就是中唐后期著名的刘瞻，当过唐懿宗和唐僖宗朝的宰相。

三

郑絪生性恬淡，居官 40余年，守道寡欲，治事笃实，最终以太
子太傅致仕。大和三年（829年）十月，郑絪病逝，时人称颂他为

“耆德”。
郑絪的孙子郑颢，从小熟读五经，才华横溢。在会昌二年京城

长安举行的进士考试中，郑颢一举高中榜首，成为人人钦羡的新科
状元。

此后不久，郑颢遇到了一件非常头疼的事——宣宗皇帝要把
女儿嫁给他。

郑颢人长得帅，又有学识，而且还是前朝宰相郑絪的孙子，加
上白居易的堂弟、当朝宰相白敏中的推荐，唐宣宗对女儿的这桩婚
事非常满意。然而，这件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
儿，却让郑颢发愁。

原来，郑颢早有婚约在身，而且他正赶往楚州迎娶卢小姐的路
上，人已到了郑州。不料，却被宰相白敏中所发的堂帖不容商量地
追回了。

郑颢回到长安后，唐宣宗亲自为其主婚。郑颢是一个痴情汉，
回想起卢小姐的万般温柔，再看看眼前万寿公主的刁蛮任性，心里
恨死了白敏中！

婚后，郑颢官拜驸马都尉。不久，又被提拔为中书舍人、刑部
侍郎、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859年），郑颢担任礼部尚书。因主
持礼部选拔考试处事公允，又调任河南尹（河南地区的最高长官）。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文武状元共有777人，郑颢是唯一的
一个“状元驸马”。8

□王剑

《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幻方”这
个词条。百度“幻方”，“是一种将数字
安排在正方形格子中，使每行、列和对
角线上的数字和都相等的方法。也是
一种中国传统的游戏。旧时在官府、学
堂多见……”

在封丘县，有一个农民痴迷“幻方”
39年。当地人提到他，最常用的一句话
是“泥腿子数学家”。

在他家里，他跟记者玩游戏：三堆
儿火柴分别为 3 根、5 根、7 根。他说：

“你每次都可以随便抓几根，但咱俩谁
抓最后一根，谁输。”无论先抓后抓，抓
了七八次，记者一次没赢。他显得有些
得意，“就算我把诀窍告诉你，你先抓肯
定还是输……”

一篇文章的诱惑

封丘县城关乡西孟庄村一个普通
农家大院里，古稀之年的梁培基精神矍
铄。

他没有读完初中就开始干农活儿，
拉架子车、打坯烧窑。后来，因为算盘
打得好，他当上了生产队会计。仍是因
为算盘打得好，改革开放初期，他成了
村办企业会计兼采购员，整天东奔西跑
南来北往，吃饭、干活、睡觉，日子自在
逍遥。

曾和他同在村企上班的“铁哥们
儿”贾旭昌说：“若不是后来他非要研究
数学，俺俩肯定能把俺村的厂办成上市
公司呢！”梁培基自己也不否认：如果当
年他一直和贾旭昌搁伙计搞企业，把村
企搞出点儿大名堂不是啥事儿。

梁培基的生活是被一篇文章改变
的。1980年夏天，喜欢读书的他出差郑
州，买了一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
《世界之最》。上面有一篇《最奥妙的幻
方》。文字边附有一张图表，那是幻方里
最简单的三阶幻方，又叫九宫格。它由1
到 9 九个数字组成一个三行三列的矩
阵，其对角线、横行、纵向的和均为15。

这本书，时隔39年梁培基依然保存
着。因为那篇文章里有句话让他不服
气——“8阶以上双重幻方，很多国内外
数学爱好者做过大量研究，但迄今尚未
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时我就想，这是咱老祖宗留下
来的奥妙学问，外国人研究不出来，咱
中国人也研究不出来吗？”梁培基说，因

为有了“志向”，他食不甘味，夜不安眠，
总想尽快揭开这个谜团。然而，他在郑
州、上海、北京等地的书店和图书馆查
找有关幻方的资料，却均未找到……

“在当时，8阶以上双重幻方还是世
界性难题。连初中都没上完的我却攒
着劲儿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想
想，还真有些自不量力。不过，我还是
觉得我能行。”梁培基说。

十几把算盘的记忆

那一年，梁培基32岁。因为喜欢上
了幻方，大脑里几乎全是数字。每天他
除了手不离纸笔，就是把十几把算盘并
排摆在地上，没明没夜地边打边思考边
记录。

出差的路上想起了幻方，梁培基写
着画着，兴致勃勃“迷瞪”过来时，已经
坐过了站；住旅馆，晚上大多数采购员
都在打牌下棋，他却独自猫在一边画着
写着……

妻子的脚脖崴伤了，他骑自行车驮
她往医院去，走着走着想起了幻方，一
路思索着，骑过医院了半里地，妻子恼
火地说：“对我的事，你一点也不操心！”

收获季节的一个黎明，妻子见他还
蹲在地上拨拉算盘，说句“等会儿你上
地记住带镰刀”先下地去了。他心不在
焉地“嗯”一声，对全家人一年口粮的收
获与妻子的嘱咐根本没往大脑里“输
入”。天亮了，外面人声喧闹，他恍然大
悟，蹬上自行车急忙赶到地里，妻子见
他赤手空拳，问他：“镰刀呢？”

一个又一个夜晚，梁培基打着算
盘，写着画着，不知不觉金鸡报晓东方
日出，却还是一无所获。“我觉得我已经
使尽浑身解数了。”那些日子，梁培基后
悔自己当年没好好上学，也渐渐明白了
一个道理：仅靠热情解决不了难题。

为此，梁培基自学了《数论导引》
《初等数论》《高等代数》等书籍，虽然没
完全弄通，却也受益匪浅。就这样，靠
着十几把算盘和纸、笔，他终于演算出
了最小的8阶双重幻方。“这在当时不仅
填补了国内空白，难度水平还超过了使
用计算机的外国研究者！”

“有点像龟兔赛跑的故事。可又有
什么办法呢？那会儿我连计算机是什
么都不知道。”梁培基说，1981年初，他
用算盘先后演算出 8阶和 16阶双重幻

方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寄给了国
内十几家与数学研究有关的报纸杂志，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一年两年过去
了，石沉大海。

幸运的是，他买到一本《世界数学
史简编》，并通过出版社联系上了该书
作者梁宗巨教授（时任辽宁师范大学教
授、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
数学编委）。梁教授认真审核并用计算
机验证了梁培基演算出的结果，对他演
算出的幻方给出了较高评价，并鼓励他
好好学习，为我国的数学事业多作贡
献。“看完回信后，我眼泪下来了。”

后来，梁教授还专门请教了徐利治
教授（时任《数学研究与评论》杂志主
编、中国组合数学学会主席）。徐教授
对梁培基的演算结果也很有兴趣，在他
的支持下，1982年第 2期的《数学研究
与评论》破天荒地发表了一个农民的数
学研究成果……

随后，1984年第4期《自学》杂志，以
《算盘珠打出的世界之最》为题，对梁培
基研究幻方的事迹进行了报道，次年 4
月，梁培基也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参加了
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届组合数学学
术会议”，与来自国内外的一百多名专
家、学者会聚一堂。

这一年，他还被调到封丘县科协工
作。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他成了“名
人”。

1986年底，新乡市科协雪中送炭，
借给梁培基一台“苹果Ⅱ”计算机，他的
十几把算盘，也在十几年前被上海一家
博物馆收了去。

一台计算机的惊喜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
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
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梁培基说，《聊斋
志异》作者蒲松龄的这副对联，一直是
他的最爱。

当梁培基有了计算机，并自学编
程，准备向更高级的幻方进军时，家庭
的不幸却接踵而来：疾病，夺去了他妻
子 36岁的生命，12岁的小女儿也因他
照顾不周而触电身亡……一时间，家务
无人操持，责任田无人管理。面对上有
84岁的祖父，下有不懂事的几个孩子的
窘境，自称“有泪不轻弹”的梁培基一次
次落下了酸楚的眼泪。

此时，相伴而来的还有一些人的不
解和嘲讽：幻方有什么用？是能吃还是
能喝？

此时，摆在梁培基面前的路也有两
条：要么继续研究幻方，攀登世界高峰，
要么重操旧业，干他的老本行当采购
员。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梁培基欲进
不能，欲退不忍，“幻方是咱中国人发明
的，近百年来却被法国、美国的研究者
占了先，我不甘心啊！”

鼓起来的“气”并没有泄，立下的志
也并没有被艰难困苦磨灭。然而，随着
自己用计算机编程的水平越来越高，以
前上万次的算盘、纸张演算，现在打开
电脑，往往几秒钟就能完成一些演算，
梁培基显得惊喜和有些无语了。惊喜，
是因为他能够用短时间做更多的研究；
无语，是他觉得早年没明没夜写写画画
有些“不值”。所以，这些年他虽经常受
邀外出讲课，但他讲得最多的内容并不
是幻方，而是自己的学习方法和中国人
的精神。“我就想通过我走过的路来告
诉大家，咱们祖先传下来的东西，不能
让外国人比咱强！”

后来，“赋闲”在家的梁培基，又先
后演算出了16阶与 27阶多功能组合幻
方，并利用幻方理论越来越多地演算一
些“显而易见”的图形组合，如“香港回
归五星图”，仅用了 15 组互不相同的
数字，就将香港回归时间、三个不平等
条约签订时间、京九铁路长度等等尽
载其中，这一图案，也被我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予以收藏……

入浅水者见鱼虾，入深水者见蛟
龙。近年来，梁培基在组合数学研究方
面依旧硕果累累，他演算出的最小 8阶
双重幻方等，不断打破“双重幻方”的世
界之最，也在《数学传播》《科学月刊》和
华中工学院、云南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
学报上，发表了几十篇有关幻方的论
文。

古稀之年，梁培基这个被称为“泥
腿子数学家”的普通农民仍在继续着他
执着的研究。在“感动新乡”的颁奖典
礼上，他这样说：“我由一个农民走到今
天，是由于很多素昧平生的人关心我、
支持我。数学专家、地方政府都给了我
很大帮助，把我从一个普通农民破格录
取为国家干部，晋升为副研究员，我想，
这更多是对我寄予的希望。研究幻方，
我不能不继续走下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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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贵

“小陀螺”的真名叫于彩芳。人们
为啥要叫她“小陀螺”呢？因为许多年
了，街坊邻居几乎没有见她闲下来过。
在大家眼里，她丢了扫帚拿铁锨，不停
地干活儿，就像一个不用鞭子抽打就自
己会旋转不停的陀螺。“小陀螺”这个外
号，就是这么叫响的。

今年66岁的于彩芳，目前是汤阴县
宜沟镇肖下扣村的村民。她的人生，并
不像她的名字那样一直精彩、芬芳。40
年前，26岁的于彩芳从四川老家来豫北
打工时，经人撮合嫁给了肖下扣村村民
肖金印。肖金印憨厚老实，勤俭持家，
对她恩爱无比。于彩芳仿佛跳进了“幸
福窝”似的。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来
到人世，小家庭的日子过得比蜜还甜。
然而，儿子 20岁那年，一场车祸让他成
了卧床不起的残疾人。为了给儿子治
病，于彩芳借遍了亲戚朋友的钱，跑遍
了郑州、安阳的大小医院。由于压力过
大，11年前，老伴肖金印撇下她撒手而
去……

时光，比树叶还稠；日子，还得过下
去。“苦等苦熬，不如苦干实干。”倔强的
于彩芳告诉自己，只有自己用一颗坚韧
的心，才能给儿子燃起明亮的心灯。于
是，她消瘦的身影出现在了村周边的农
庄、企业。打零工，成了她家庭经济收
入的主要来源。

有一年，于彩芳去一家建筑工地打

零工时，老板见她又瘦又小，担心她没
力气干活儿，不想用她。于彩芳也不多
说什么，扑下身子就和人高马大的男人
们比拼着搬水泥、运材料，几天下来，老
板不得不对她竖起大拇指……

有一次，于彩芳在附近一个农庄打
工快下班时，一个工友不小心把她撞倒
在地，疼得她满脑门儿冒汗。大伙儿劝
她休息一会儿，她却咬牙坚持着把活儿
干完了，“不管给谁打工，都不能偷懒耍
滑！”

尽管于彩芳一忙起来就像一个陀
螺，但由于家里还有卧病在床的儿子要
照顾，使她不能把精力全部放在打工
上，家庭经济收入捉襟见肘，她自己也
常常愁眉不展。就在此时，当地政府了
解到她家庭的实际情况，把她的家庭列
为精准扶贫贫困户，并根据相关政策对
她的家庭进行了扶贫救济。

每月有了固定的救济收入，这让于
彩芳感动不已。此时，不少人劝她说，以
后你只需要在家安心照顾儿子就行了，
再不需要天天在外忙碌了。然而，于彩
芳却不这样认为，她说：“在家闲着看蚂
蚁上树是得劲，可我毕竟还能干动活儿，
天天等着政府救济，心里有愧啊！”

2017 年 6 月，在扶贫干部的协调
下，为她在村边的康大公路找到了一份
公路日常养护的工作。这可把于彩芳
激动坏了，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照顾
儿子吃完饭，她就扛着养护工具匆匆走
上公路，平路肩、扫路面，勤勤快快，从

不偷懒耍滑。“扶贫干部特意把咱安排
在家门口干活儿，有稳定的工资收入，
还不耽误照顾儿子，咱还有啥理由不好
好干活呢？”于彩芳的脸上，时常洋溢着
愉快的笑容。

2018 年，于彩芳仅养护工工资一
项，就有了13000余元的收入，家庭生活

明显得到改善。前不久，县有关部门对
于彩芳养护的路段进行检查时，一致称
赞她养护的路段明显比别人的要好。面
对夸奖，于彩芳笑着说，是党和政府的扶
贫春风，把她和她的家庭从贫困的泥潭
中解救出来，她这个“小陀螺”，也会认认
真真不停地旋转下去……8

旋转的“小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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