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必武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却一直
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他喜欢书法，工作、会议之余，他经常练
字，可总是用些旧报纸，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
缝里插小楷，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一
条毛巾先用来洗脸，旧了就用来擦手，再破旧
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董必武不
仅自己率先垂范这样做，还十分重视培养子女
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他用《锄禾》
一诗作孩子们的启蒙教材，常常为孩子们讲
解，并且要求孩子们背诵。小儿子董良翮一心
想买双自己喜欢的布鞋，竟要在车费中三分五
分地积蓄两年才买了这双鞋，上大学后也仍然
穿着布底鞋！

1957 年，董必武任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
的大院里。院子很大，很气派，儿女们也都乐
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
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
了不少人力物力。他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
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
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他和盘托
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

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
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单独烧锅炉取暖，
费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
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
该搬吗？该搬。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要坐
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
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节
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

1969年，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面临着就
业问题。年已83 岁高龄的董必武对小儿子的
就业去向态度十分明朗：“干部子女不能特殊，
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于是，董良翮被安排到
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董必武的亲属们看到他位高权重，一度向
他提出过一些要求。有的希望他批给紧缺的
物资，有的想利用他的关系从边疆调回内地工
作，还有的想请他出面“说句话”介绍进北京的
大学念书。董必武对亲属们一一进行了耐心
的教育和解释，对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绝；对
合理的要求，则劝告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正常
途径申请解决。

对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董必武也常常
勉励他们抓紧学习，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抽时间

读 3至 5 页书。同时，还约法三章：一、不许向
地方上要东西；二、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
何部门搞特殊化；三、不许接受礼物。每逢组
织上安排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要当面讲
清这三条规矩。

董必武平时总是写“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8个字。可以说，这8 个字正是他淡泊、俭朴生
活的写照。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置办过一
个针线包，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建国后仍
保存在家中。作诗是伴随他一生的爱好，从
1939 年到 1975 年，他写的诗共有 1300 余首。
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旧日历、过期的
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平日练习书法，他
也不肯用白纸、宣纸，都是用旧报纸。他所用
的毛笔，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用胶粘在笔杆
上，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他身边的
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
时，劝他扔掉，董必武解释说：“一支笔，一片
纸，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一个
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
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社会财富，大家都要
爱惜呀!”

（据《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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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董必武 资料图片

董必武一生清廉为政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0 年秋天，他和陈潭秋
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他作为武汉共产
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
的纲领和决议。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曾
任新中国副主席，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为中
共的创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从不
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
牛”，他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和“新功未建惭高坐”为
座右铭，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

严于律己 两袖清风

“正人先正己”，董必武不论是在革命战争
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总是时时处处严于
律己，身正为范，作出表率。

1935年，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
住在陕北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不讲职
位高低，不讲条件待遇，处处以身作则。他和教
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
张硬板床睡觉。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肩负着党
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
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董必武的衣着不应
该比他们寒酸，应和工作相配。董必武却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
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
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
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
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为了工作方便，董必武买了一块怀表，这块
怀表只花了一元多钱。怀表又大又响，走得也
不很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他为这块怀表

的价钱便宜而十分高兴。他说：“反正快慢只要
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约会时表快了，我
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
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
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
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
武掌管。

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
殚精竭虑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
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这年年底，为改善在
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
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
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
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
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

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
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
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

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
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
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
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
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
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
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
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到西柏坡后，董必武的工作就更忙了。他
经常外出视察，参加各种会议。有一次到武
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当地
产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布织
得也不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便拿出一些布送
给中央首长。当时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也
收到了几匹布，董必武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
他们，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
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
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三次出国 严格节约

董必武曾于 1945 年、1954 年和 1958 年 3
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
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
多美元。他平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
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1954年9月，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
亚参加其国庆节庆祝活动。往返的路上，他从坐
飞机、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保加利
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 列弗，每
个随员2000 列弗作为零用钱。大家想用这些钱
买点纪念品。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
航也说：“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当卫士长
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董必武询问
了事情的经过，严肃地说：“这些钱不能分给个
人，要交给大使馆，为国家节省点外汇。”

董必武怕卫士长不理解此意，就进一步解
释说：“这次我们出国，制服装，买礼品，坐飞机，
住宾馆，花了国家很多钱。不要忘了我们革命

刚胜利不久，经济还很困难，群众生活还很
苦。再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早在江西苏区
时，党中央就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闹革命’，
这种精神不能丢！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更要
强调廉洁奉公，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
用到经济建设上去！”

1952 年，董必武来到大连视察工作。对
这位党的创始人，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极为尊
重，安排得也很细致周到。有一次吃饭时，董
必武停下了筷子，并让服务员赶快把食堂的负
责人找来。负责人以为出了差错或者没有安
排好，气喘吁吁地急忙赶来。董必武见负责人
神情紧张，便笑呵呵地问：“大连的油菜不长叶
子吗？”食堂负责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长
呀。”董必武和颜悦色地说：“那我吃的油菜怎
么全是菜梗不见菜叶子呢？”食堂负责人恍然
大悟，笑着说：“这是为首长的身体考虑呀，油
菜叶子有虫子，不容易洗净，吃了对身体很不

好，当然不能给首长吃，全扔掉了。”董必武听
后摇摇头，耐心地对食堂负责人说：“农民种点
菜是很不容易的，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咱们可
不能糟蹋农民的劳动成果啊！菜叶有虫子，好
好洗洗，洗干净了就可以吃嘛，有什么问题？”
食堂负责人很受感动，后来就按照董必武的要
求不再把油菜叶扔掉了。

1959 年，董必武再次来到大连考察，市场
上很难见到大虾。接待处的同志考虑到董必
武年老体弱，需要补养身体，专门为他买了两
盒虾罐头。董必武坚决不吃。他对接待的同
志说：“国家经济现在比较困难，我们还能吃大
虾吗？一斤大虾能给国家换回多少钢！”接待
处的同志再三要求董必武吃，说买都买了，下
不为例，董必武就是不点头。最后，他们还是
没能说服董必武，只得把两盒虾罐头退了回
去。董必武特意嘱咐接待人员说，菜不要多
做，剩下饭菜不要倒掉，下顿热热再吃。

以身作则 不搞特殊

林肯遇刺逝世
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第 16 任

总统，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
制度的伟大斗争，成了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总统。

林肯 1809年 2月 12日黎明出生
在肯塔基州哈定县霍尔以南 3 英里
的小木屋里，他当过农场雇工、石
匠、船夫等。1860年，林肯作为共和
党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

林肯上任后不久，南部奴隶主
挑起了南北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林肯恢复联邦、废除奴隶制。1864
年 6 月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而告结
束，它标志着奴隶制的彻底崩溃。

由于林肯的卓越功绩，1864 年
11 月 8 日他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然而，还没等林肯把他的战后政策
付诸实施，悲剧发生了。1865年4月
14日晚 10时 15分，林肯在华盛顿福
特剧院遇刺，次日去世，时年56岁。

班廷发现胰岛素获诺贝尔奖
班廷1921年与贝斯特一起发现

胰岛素，后与麦克劳德合作，获得治
疗糖尿病效果稳定的激素。1923年
4月15日，班廷与麦克劳德共同发现
胰岛素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金。他将部分奖金分给了贝斯特。

“二战”中，因飞机失事班廷于 1941
年2月21日遇难。

泰坦尼克号沉没
1912 年 4 月 15 日，英国白星航

运公司的骄傲泰坦尼克号在其处女
航中在距离纽芬兰 150 公里处误撞
冰山而导致沉没。

4月10日，泰坦尼克号由英国南
安普顿开始其处女航，为赢得北大
西洋远洋轮的最高荣誉——蓝飘带
奖，船长爱德华·史密斯选择了一条
较短的夏日航线横越大西洋，冬季
的航向通常不走这条航线以避免与
冰山相撞。但船长史密斯仍以22节
(等于时速 41 公里)全速穿越北大西
洋的冰川地带向前航行。14日23时
45分,这条全长 269公尺的巨轮与冰
山相撞，右舷至船身中央被撕开一
道 90 公尺的裂缝，海水大量涌入船
身。船长史密斯立即发出 CQD(速
来，危险)及SOS求救信号，并下令放
救生艇。由于救生艇数量太少，无
法容纳全部的 2340 名乘客和船员，
因而船上秩序大乱。装载着许多富
人和名人的泰坦尼克号终于在 4 月
15 日凌晨 2 时 20 分沉没，有 1595 人
丧生。死者中包括一些工业界的精
英人物。

冯玉祥退却张作霖入京
1926年4月15日，冯玉祥国民军

撤出京津一线，退守南口。但是直奉
军并未因冯下野而放弃消灭国民军
的计划。４月７日，直奉军从南北夹
击华北，从山东、河南、直隶三处向国
民军进攻；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
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从东西夹击北京，
国民军处境危急，于4月15日先后从
天津、北京撤出，退守南口一线。同
日，奉直联军进入北京。月底国民军
渐次放弃开封、郑州等地，主力后退
至内蒙、甘肃一线。北京在张作霖的
完全控制之下。

“希望工程”开始实施
1991年4月15日，团中央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自 1990 年 9 月以来，邓小
平、江泽民和李鹏为“希望工程”的题
词，并宣布从当日起在全国实施“希
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旨
在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希望工程”，尽
快使我国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享有
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是安徽金
寨希望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