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沟桥建成
卢沟桥在北京城西南永定河

上。始建于 1189 年，长 266.5 米，
宽 7.5 米，桥面铺石板，下由 11 孔
石拱组成，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
有140根望柱，柱头上刻有形态各
异的石狮485个。

1192 年 4 月 24 日（金明昌三
年三月十一日）建成。该桥初名

“广利”，因跨卢沟河（即永定河），
改名为卢沟桥。

曾毁于洪水，清初（1698 年）
重建。

桥旁有清乾隆题刻的“卢沟晓
月”碑亭，成为“燕京八景”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在此，
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开始。

1987年7月7日，在卢沟桥西侧
建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卢沟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中央机关险遭破坏
1931 年 4 月 24 日，中共六届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
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当即叛变。

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等去鄂
豫皖苏区后，在武汉被叛徒王竹
樵指认，遭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当
即供出中共驻武汉的地下交通机
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
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使机关遭到
破坏，被捕牺牲 10 余人。顾顺章
还以知道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
导人的地址为由，要求将他解往
南京面见蒋介石，又以有中共党
员打入特务机关的机密，要求当
局在其到南京前，不要将他被捕
的事向南京发电报。武汉的特务
机关和国民党当局急于抢功，未
理睬他的要求，旋即将此事发出 6
次加急绝密电报给南京的中统特
务头子徐恩曾。

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
来获悉后，立即把警报分送中央
各部门。同时在陈云等人的协助
下，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应变措
施：对党的主要负责人作了周密
保卫和转移，对一切可以成为顾
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
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
海，采用非常手段，果断处决了顾
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
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
密工作方法，在20多个小时内，中
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
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

27日，顾顺章被押至南京，蒋
介石接见了他。他立即出卖了已
在狱中的恽代英，但消灭中央机
关的计划却全部落空。

中国发射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自行
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
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卫星运
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
远点 2384 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
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
周 114 分钟。卫星重 173 公斤，用
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
乐曲。实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
它是中国的科学之星，是中国工
人阶级、解放军、知识分子共同为
祖国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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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不经意的宴请招来祸事
苏舜钦出身于官宦鼎食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为官

后颇得欧阳修赏识。其时，苏舜钦以诗与梅尧臣齐名，
时称“苏梅”。

据《宋史·文苑传·苏舜钦传》载，庆历四年（1044
年），苏舜钦出任监进奏院。进奏院是朝廷公文机要处。
其时，院内公文资料成堆，废纸张、废信封多得无处放。
进奏院前任曾为此形成一个“惯例”：每年春秋办赛神会
时，将废旧纸张卖掉，换点酒钱，大家开怀畅饮一番。于
是，苏舜钦便在这年秋办赛神会时，派人变卖废纸，邀请
王洙、王益柔、梅尧臣等官员，来个小范围聚餐。

聚餐时，苏舜钦觉得卖废纸的钱少，亦出于避嫌，自
掏银子 10两，并要求来者也象征性出点钱，凑份子喝酒。
席间，大家无所顾忌，边喝酒边吟诗；酒酣耳热之际，又唤
来两名歌妓助兴，一时好不痛快。殊不知，一桩祸事已然
临头。

当时，文人聚会是很风雅的事，即便是不读书的人，
也想凑个热闹。时任太子中书舍人的李定即属此类，他听
说苏舜钦搞聚餐，说自己也想参加。因苏舜钦平时鄙薄其
为人，便回绝道：“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
虞、比。”意谓我们下等官员喝酒，怎好劳您屈尊？

龙颜大怒被罢官
李定碰了钉子，当时不便发作，便设法打听聚餐

时的详情，再添油加醋，把酒宴情形描绘得下流不堪，
告了苏舜钦一状。其时，御史王拱辰负责纠察官员、
整肃风纪。他听说苏舜钦用公款吃喝、伤风败俗，岂
能坐视不管！由于苏舜钦是范仲淹举荐的人，又是宰
相杜衍的女婿，这些人素与王拱辰政见不合，王拱辰

正可借此来肃清异己。经查，苏舜钦聚餐不仅用了卖
废纸的钱，还召妓，甚至有人口吐狂言——集贤院校
理王益柔吟《傲歌》诗云“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
驱为奴”，简直是狂妄、大不敬。王拱辰便罗织罪名，
告到宋仁宗处，以至于龙颜大怒，以监守自盗罪将苏
舜钦革职为民，其他参与聚餐的官员亦被贬谪。

宋代严禁公款吃喝
苏舜钦因公款吃喝被罢官，看似挺冤，其实也是必

然。北宋时期，冗官太多，财政不堪重负，朝廷曾出台法
令整治公款吃喝。据宋代《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载，
官员凡公务活动，皆有用餐标准，而且规章详细具体；若
官员违规，将被处分，甚至法办。同时，朝廷还规定，若
官员吃喝犯禁，再找歌妓作陪，当罪加一等：“诸州主管
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
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显然，苏舜钦用公
款吃喝属顶风违纪，其被削职亦在情理之中。

苏舜钦曾为此事给欧阳修写信诉苦，欧阳修读罢叹
曰：“子美（苏舜钦的字）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意谓你
犯错在前，让人拿住把柄，我如何替你说话？苏舜钦自
取其咎，便回苏州老家闲居；其后虽被朝廷起用，仍郁郁
不得志，四十多岁就死了。

由此联想到当今，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各地
严肃治理公款吃喝，成效明显。然而，也有人将公款吃
喝由“地上”转入“地下”，相比以往更加隐蔽，难以查
处。由此看来，遏制公款吃喝，倡行清廉节俭之风，仍
要加大工作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狠刹公款吃喝风，党员干部不妨以苏舜钦为鉴，好
自为之，切莫因公款吃喝而被查处。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孝敬太后成了规矩
1900年8月15日凌晨，为躲避打进北京的

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70
多天的长途跋涉，经历十分悲惨，经常饿肚子，
晚上找不到躺的地方，就枯坐着等天亮，还时
刻担心追兵。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各地一些达
官显贵带着各色礼品陆续前来慰问，从食品到
珠宝无所不包。

也许是出于对一路艰辛的补偿心理，慈禧
见到大家带着东西来，竟十分开心，高高兴兴
照单全收。这还不算，对于送礼送得到位、送
得新奇、送得可心的，立马发文提拔。西安有个
女富豪送了两扇楠木门板来，慈禧十分喜欢，既
然没有女干部编制，干脆认了干女儿。这下大
家看明白了，谁埋头拉车谁是傻瓜，赶紧筹款办
货吧。于是，就在八国联军肆虐国都、涂炭百姓
之时，往西安送礼蔚然成风，慈禧住处天天人来
车往、热热闹闹，俨然一个大集市。

第二年，辛丑条约签订，局势稍缓，慈禧终
于 1903年初，携大量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心满
意足地回到了北京，街上行人以为太后御驾亲
征大获全胜，带着战利品回朝了。风气既开，此
后各地不时进京孝敬太后，竟然成了规矩。

召集群臣商议收礼之事
忽然有一天,慈禧召集荣庆和瞿鸿禨两位

重要干部开会。她说，我和皇帝西巡期间，生
死难卜，很多省领导带着吃的喝的慰问我们。
我深知有祖制在，但是当时情况特殊，连吃饭
都成问题，再加上人家那么辛苦跑过来，也不
忍心推辞。现在形势严峻，我们唯有励精图
治，才有中兴的希望。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
不能再开这个口子了，以后各省进京不要再带
东西了，有违反的，要批评，要制止。今天找你
们两个来，就是想听听意见，你们看这样子好
不好？

荣庆一听特别高兴，马上跪下磕头说，这
个决定太好了……

还没等他说完，瞿鸿禨拽了他一把，接上了
话茬：这个决定太好了，对各地干部是个教育和
关怀，大家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上下同心，再
创辉煌。接着话锋一转，十分诚恳地说道：

“其实，各地带来的都是些土特产，根本
不值几个钱，这点小事您还挂念着！按照古
代制度，疆臣进京是必须带重礼的。现在下

面常常过来，一是突发事件多，不请示报告会
误大事；二是对您感情深厚；三是中央权威的
体现。至于土特产倒在其次，东西不多，是人
家一片心意，老百姓走亲戚还带只老母鸡呢。
现在咱们国家大事、急事特别多，我看那点小
事不如先放放，等局势稳定了再商量也不
晚。”

慈禧太后听了瞿鸿禨的意见后，浅浅一
笑，没吭声。于是散会。

刚出门，荣庆就埋怨瞿鸿禨：刚才太后的
提议多好啊，你应该大力支持才对，怎么能唱
反调呢？

瞿鸿禨微笑着拍了拍荣庆的肩膀，语重心
长地开导他：“老弟呀，你还年轻呀，你刚到中央
工作时间不长，还得慢慢学。在领导面前，咱一
句话说错，前途可就没了。老话说‘在什么山唱
什么歌’，你记住这个，准保福禄无边。”

大清缘何万劫不复
荣庆果然官运亨通，先后当过刑部、户部、

礼部一把手，还进过军机处，可见瞿鸿禨的现
场教学效果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不久慈禧
病亡，3年后，辛亥革命爆发。

贪婪的慈禧带了个坏头，老于世故的瞿
鸿禨推了次顺风车，大清堕入万劫不复的深
渊，这段史实勾勒出晚期封建官场的一般规
律。腐败导致亡国的道理，有谁比开国之君
更明白呢？他们认真总结前朝教训，通过建
章立制和严刑峻法，试图让江山永固，可谓用
心良苦。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
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
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瞿鸿禨这些官油
子，当然知道上梁歪到了什么程度，何不有样
学样，上下同腐，各得其所，直至上下同归于
尽，至于当年鲜血换来的江山，谁也没功夫心
疼！可见，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
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
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朝有志
君主最头疼的事。（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苏舜钦因公款吃喝被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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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中国古代公款吃

喝名目繁多，皇帝就
常以各种理由聚众吃
喝。比如，皇帝登基
要吃“元会宴”，改元
建号要吃“定鼎宴”
等。上行下效，官场
吃喝亦花样百出，像
官员升迁要吃“烧尾
宴”，下去巡视有接风
洗尘宴，返程时有饯
行 送 别 酒 ，等 等 。

封建社会是家天
下 ，国 家 是 皇 帝 家
的。公款吃喝用皇帝
的钱，皇帝也心疼。
历史上，一些朝代也曾
治理过公款吃喝，但因
此而获罪的官员并不
多见。北宋时期，监进
奏院苏舜钦因公款吃
喝被革职为民，算是
历史上惩治公款吃喝
的一个特例。

核心提示
清朝立国之初定下了一条死规矩：皇室不得收受臣属财物。明王朝的覆辙历

历在目，所以在清前期，皇室上下无人敢逾矩，风气焕然一新。时过境迁，清中期之
后，这项制度的约束力开始打折扣，但只是拐弯抹角偷偷做，一旦败露就要掉脑
袋。晚清纲纪废弛，或明或暗向宫里送东西的多了起来。国家正走下坡路，皇帝急
需用干部，所以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但遇到参劾，还得处理人。把清初制度一脚踢
开，不但公开收礼甚至还鼓励送礼的，正是慈禧老佛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