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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惟天无亲，克敬惟亲。
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
享，享于克诚。——商 伊尹 见

《尚书·太甲下》
【注译】天道不会一成不变地

施爱于谁，只垂青那些能够敬天
亲民的人。百姓不会一成不变地
把谁放在心间，只依附于有仁德
的君王。鬼神不会一成不变地享
用哪家的祭祀，只享用那些诚信
君子的祭祀。

【解读】关于伊尹的身世，历
史上有两种记载。《尚书》《孟子》
《史记》《吕氏春秋》等是这样记载
的，说伊尹名挚，夏末商初人，生
卒年不详，生于伊河流域古有莘
国的空桑涧，奴隶出身。因为母亲
在伊水居住，就以伊为姓，尹为官
名。出仕前，曾在“有莘之野”躬耕
务农。传说他为了见到商汤，就让
自己作为有莘氏国君女儿的陪嫁
之臣，进入商汤王家里，一开始被
用为厨师，后来他抓住机会用烹
调的小道理向商汤说明治国的大
道理，鼓动商汤起来革命，得到商
汤的高度信任和重用，任阿衡，相
当于宰相，执掌国政，帮助商汤灭
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汤死

后，因商汤的长子去世的早，商汤
的两个弟弟外丙、仲壬分别继位，
一个在位 3年，另一个在位 4年，
也相继死去，伊尹辅佐外丙、仲壬
7 年之后，商汤的嫡长孙太甲即
位，伊尹接着又辅佐太甲，因太甲
不遵守商汤的规矩，胡作非为，被
伊尹放之于桐宫（就是商汤的行
宫兼墓地）。让太甲在那里守孝思
过，3年后迎归复位。太甲死后，伊
尹又辅佐太甲的儿子沃丁，在沃
丁初年去世，大约活了百十来岁。
伊尹死后，沃丁以天子之礼厚葬
了他。关于伊尹的生平，还有另一
种相反的记载，《竹书纪年》说，伊
尹放太甲于桐宫之后，自己篡夺
了王位，后来太甲从桐宫偷跑，潜
回国都，杀了伊尹，夺回了王位，
但没有杀伊尹的家人，并且把伊
尹的封地一分为二平分给了伊尹
的两个儿子。我个人的看法，我认
为起码有以下五点可以说明《竹
书纪年》的记载是带有偏颇的。第
一，史书一致的记载，商朝的祖上
叫契，是和大禹同时代的人，并且
受舜帝的指派曾经协助大禹一起
治水。商部落之所以后来能发展
壮大到最后推翻夏桀的统治，那

跟商部落家族的规模和势力是有
相当大的关系的，而伊尹呢，只是
小小的有莘国国君家的一个家臣
——商代时，臣就是家奴的意思
——后来陪嫁到商汤那里。政治
是什么？政治最终都体现在力量
的对比上。所以，以伊尹的身世地
位，根本就不存在取太甲而代之
的力量条件。第二，从夏代第二任
帝王夏启开始“皇家世袭制”，夏
朝传了十几代，商朝到太甲时又
已经传了 4 代，不管是哥哥传给
弟弟，还是老子传给儿子，还没有
发生过皇位被异姓朝臣取代的情
况。第三，《竹书纪年》的作者是战
国时期魏国史家，可能受荀子等
人的性恶论的影响，对尧、舜、禹
之间的禅让关系也记载为弑君篡
位，说舜帝杀了尧帝夺取了王位，
大禹流放了舜帝取代了王位，所
以对伊尹放太甲记述为乱臣流放
君王并取代王位，也就不足为奇。
但假如说太甲杀了伊尹，那么，像
伊尹篡夺王位这样的罪行，是要
灭九族的，太甲不可能把伊尹的
封地一分为二让伊尹的两个儿子
继承。所以，这其中是有自相矛盾
之处的。第四，有学者认为，《尚

书》相传由孔子编撰，《孟子》本身
也是儒家的经典，《史记》的作者
是司马迁，因为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
浓重的儒家观念，比如崇尚仁义

道德，还有“为尊者讳”“隐君子之
恶”等。他们会不会有意隐去伊尹
的恶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儒
家的正统观念也是相当严重的，
如果伊尹真是弑君的乱臣，那根
本谈不上“尊者”，也绝对不可能
被美化。第五，金杯银杯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历代统治者中有个别
皇帝为了掩盖自己弑君夺位的事
实，故意篡改或歪曲历史，这种情
况是存在的。但从古到今还从来
没有听说过老百姓颠倒黑白、混
淆是非的情况。据了解，目前全国
的伊尹祠和伊尹庙不下几十家，
各地至少有 8个地方在争夺伊尹
的出生地和墓葬地，那么谁能找
到一家纪念赵高或者缅怀秦桧的
祠堂？

下面言归正传，说一下伊尹
的廉政思想。伊尹的廉政思想有
两个基础：一个是思想基础。我们
知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神”“神道设教”等是商代早期的
思想特征。解释一下，到了商代，
除了敬畏“天”的自然威力之外，
又加上了对祖先灵魂力量的崇
拜，所以这个时候的“神”就又多
了一层对祖宗的神化，二者合起

来冥冥之中主宰着人间的一切。
甲骨卜辞里很多内容都是商代统
治者在占卜时询问上天当然也包
括祖先，我这个事可干不可干，什
么时候干合适，干了之后吉凶如
何。另一个是现实基础。由于伊尹
亲眼看见了夏桀的乖张暴戾和荒
淫无度，成功谋划了“成汤革命”，
亲身参与了推翻夏王朝暴政的斗
争，也指导了商汤的开国大业和
励精图治，他对于夏朝所以灭亡
和商朝所以兴起，都有着切身的
感受和深刻的认识，所以伊尹的
廉政思想可以归纳为两点：一点
是主张“修德配天”。就是修养自
己的德行，合乎上天的意志。另一
点是“止欲从善”，伊尹也是在继
承了夏禹“约己为民”廉政思想
的基础上，又结合了商王朝的统
治现实。有同志就问了，你说伊尹
还堪称“中国廉政教育第一人”。
那么，他的教育对象是谁？他怎么
有资格对帝王进行廉政教育？他
又是怎样开展廉政教育的？教育
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说，伊尹教育的对
象是新任小皇帝太甲。其二，他的
资格主要由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

的。前边讲过，伊尹的第一个身份
是国相，这个不用多说。第二个身
份是国师。“尹，正也，谓汤使之正
天下。”就是商汤让他教正天下并
且作天下人的楷模。同时还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尚书·君奭》
引周公语说“伊尹格于皇天”，就
是伊尹作为天的代言人 ，是连通
天和人之间的媒介，所以说他还
是太上老师,就是国家的思想导
师。第三个身份，太子师保，就是
小皇帝的老师兼安全监护第一责
任人。伊尹一身三职，对太甲开展
廉政教育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其
三，伊尹是怎样对一个帝王开展
廉政教育的？根据史料记载，主要
有这么三堂课：

第一堂课，我把它叫作“训诫
课”。太甲刚即位时，伊尹就写了
《伊训》《肆命》《徂后》三篇训词，
教导太甲如何继承传统、如何修
德配天、如何实行德政、如何遵
行法治等。因后两篇散失，具体
内容无从查考。《伊训》原文比较
长，也比较难懂，我就不再逐字逐
句解释了。在这篇训词
里，主要教育了四项内
容。 3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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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
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廉语金典》

♣ 吴建国

肥猪拱门送福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话

总结得的确精辟。凡是忘记这一
点的人，都会受到无情惩罚的。孟
昶就是典型例子之一。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军阀们
占 山 为 王 ，建 国 称 帝 。 公 元 934
年，时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
大使的孟知祥，看到唐王朝日薄西
山气息奄奄，也便黄袍加身，建立
了一个独立王国——后蜀国。不
过，孟知祥在皇位上屁股还没坐
热，就一命呜呼了，同年，他的儿
子孟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孟昶刚登上宝座时，对自己的
左右说，坚决不学前蜀国王衍“薄
而好轻艳之辞”，要一心一意治理
朝政，为民造福，让四川成为真正
的天府之国。他这样说，也这样
做。孟知祥信任的大臣李仁罕、张
业看到他温文儒雅的样子，觉得他
只是一个白面书生，不足为惧，所
以，他们对待孟昶“骄惰不驯”，不
遵守法纪制度，大造房宅，夺人良
田，挖人坟墓。不想，孟昶即位数
月，就逮捕了李仁罕并将其杀掉。
这下，人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了。当时，昭武军（今四川广元）
节度使李肇来成都朝靓，他认为自
己拥有重兵，不把孟昶放在眼中，

“持杖入见”，说自己有病不能跪
拜，但当听说李仁罕的死讯后，马
上放下拐杖拜倒在地。孟昶勒令
他退休，贬谪到今天的四川邛崃居
住，“永不启用”。当听说眉州刺
史申贵对待民众十分凶残，又十分
贪婪后，孟昶罢了他的官，还将此
人赐死。同时，他又在朝堂上设置

“匦函”，即今天的“举报箱”，接受
臣民投书，从而直接了解民情。

孟昶的这几招，起到了杀一儆
百的作用，官吏们有所收敛。为了
警示官员，孟昶又在公元 941 年写
下了 24 句 96 字的《诫谕辞》：“朕
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
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
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所得，风
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疮痍。下
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
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
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
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并将这一《诫谕辞》下发到各地，

要求官员们牢记。值得一提的是，
北宋灭蜀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从孟
昶的《诫谕辞》中重点摘录出 4 句，
作为宋朝“官箴”：“尔俸尔禄，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
太平兴国八年 (公元 983 年)，宋太
宗 又 将 这 一 16 字“ 官 箴 ”命 名 为

“戒石铭”，颁示天下，刻石立于全
国各府州县衙门之中。

在整饬吏治的同时，孟昶还大
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他下发了
了“赋役俱省”政令，减轻赋税，与
老百姓休养生息；他颁布了劝农桑
令，组织四川的老百姓，大力发展
农业、蚕桑、纺织业。他还要求各
级官员要把主要精力用在抓发展
农业、蚕桑生产上来，让凋敝的四
川经济尽快得到恢复，并将农桑生
产的发展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

经过孟昶几年的治理，四川的
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
此以后，孟昶忘记了前蜀国亡国
的教训，也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誓
言，与前蜀国的王衍一样，沉醉于
声色犬马之中了。公元 944 年，他
下达诏令：大选良家女子，以备后

宫。而且规定入宫的女子年龄限
定在 15 岁以上，20 岁以下。这道
诏令一出，“州县骚然”，认为他是
在重蹈覆辙，纷纷提出意见。尤其
是新津县令陈及之，还亲自跑到成
都晋见孟昶，希望他收回这一诏
令，孟昶没有生气，只是哈哈地笑
着，并让人拿出“白金百两”赏赐
给陈及之。待陈走后，他让大臣继
续 行 文 ，催 促 各 地 落 实 他 的“ 指
示 ”。 同 时 ，看 到 物 资 丰 富 了 起
来，孟昶也 过 上 纸 醉 金 迷 的 腐 朽
生 活 。 不 但 皇 宫 布 置 得 富 丽 堂
皇 ，连 尿 壶 上 也 镶 上 金 银 宝 石 。
由此可见其奢华一斑！同时，孟
昶又迷恋上音乐，还经常亲自作
词 作 曲 ，与 艺 人们一起演唱。过
度沉湎于爱好之中的他，渐渐荒废
了政务，后蜀国也渐渐走上衰败。
公元 965 年，执政 32 年的孟昶在
宋 军 大 兵 压 境 的 情 况 下 ，宣 布投
降。接着，他被迁徙到宋王朝的首
都开封，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接
见，被封为秦国公。然而，就在这
次宴饮不久，年仅 47 岁的孟昶莫
名其妙地“病”死了。

♣ 贾登荣

猪是十二生肖之末，依序为亥，猪
年即将到来，人们不禁又提起“猪”的话
题。猪年说猪，充满着情趣，充满着希
望。

猪又名“乌金”“黑面郎”及“黑爷”。
《朝野佥载》说，唐代洪州人养猪致富，称
猪为“乌金”。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就已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在西安半
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等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距今六七千
年前家猪的骨骼、陶猪等，而在广西桂林
甄皮岩墓葬中出土的家猪牙和颌骨，距
今已9000余年，这说明我国的养猪业已
有近万年的历史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猪与人类结下了
难解之缘。随着养育经验的积累和饲养
条件改善，在生存下来的个体中选出最
适合人们驯养繁殖的来作种，久而久之，
逐渐将野猪驯化成家猪。家猪与野猪比
较，在繁殖性能、生长速度、体型、肉质等
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并逐渐分化和培育
出各种各样的品种。

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和民族都崇拜
猪，西方人尤为突出。古人将猪屠宰后
可供奉于家室庙堂，死了能陪同王公贵
族殉葬。猪在早期人类的生活中，地位、
作用和待遇都相当高。西方人认为，要
猎获野猪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气力，他们
喜欢在徽章和盾牌上绘上猪像，以示勇
猛。英格王理查三世的徽章，就是两头
野猪拱着盾牌。还有各式各样的猪像徽
章，常常是一些姓氏全族的标志，类似古
代氏族的图腾。

猪，被视为神圣之兽，生性猛悍，善
于搏击，有万夫莫敌之勇，成群结队，战
无不胜，故有镇宅避邪之功，是勇敢、吉
祥的象征。作为家猪，更是令人宠爱。
憨厚老实，安然居福，肥家添财。为人们
带来经济上的富足、生活上的丰盈，誉为
百姓家的“摇钱树、聚宝盆”，素有聚财纳
福之尊。给人们带来好运之征兆，是福
禄、富贵的象征。

也有人以为猪很笨，这可是误解。
科学家对猪的生活习性经长时间的观察
研究之后，证明猪是一种善良、温顺、聪
明的动物。它既不像牛马那样俯首帖
耳，也不像山羊那样蛮横凶狠，既不像猫
那样忘恩负义，更不像狗那样谄媚乞
怜。在有些方面，狗还不如猪聪明呢！
猪经过训练后，不但能像狗一样掌握各
种技巧动作，而且猪的受训时间比狗还
短。如许多奇特有趣的救人、缉毒、探
雷、寻矿、参战、捕鱼猪等。

猪的全身都是宝。人的餐桌上离
不开猪，肉可食，皮毛可用，其周身无
弃物。在食用肉类中，猪肉气味最佳，
肚杂营养丰富，令人多思饭食，长气
力，添精神。《普济方》中曰：“猪，味微
寒无毒，补中益气，止渴，断暴痢、虚
弱。”血、胆、肝、胰、骨等有极高的药用
价值，可以治病。在浩瀚的中医中药
海洋里，不少药与猪有不解之缘。猪
皮、骨在工业上均有广泛用途，其粪尿
是田地里的优质肥料。

猪是最适宜捐献器官的动物。慕
尼黑的一位器官移植专家布鲁诺·雷
切特培育一种品种猪，经过一系列的
研究和实验，将猪的组织通过异种移
植可帮助患病的人类。猪之所以被认
为是最适宜捐献器官的动物，是它们
的新陈代谢和人类非常接近，远远超
过其他动物。

由猪来完成十二生肖大结局的任
务，那就像它的外形一样显示着丰润、圆
满。既是“富有”的象征，也是“福气”表
现。有一首古诗写得好：“年逢亥岁红运
开，人遇贤君定发财。抬头见喜迎富贵，
肥猪拱门送福来。”

知味

♣ 刘文方

腊八粥

万树松萝万朵银（国画） 吴 刚

时光飞逝，转眼间，21世纪的头
二十年就要过完了。当今的中国，差
不多在任何一个城市或乡镇，都能买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食物。节令食品
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节令食
品，就是月饼了，是奶奶留给我的已
经生了虫的半个月饼。

那年我刚上初中。因为住校，星
期六下午回家，中秋节已经过去快一
周了。奶奶见我回来，家里又正好没
有别人，就到里屋窸窸窣窣地摸索了
半天，拿出一个小油纸包塞到我的手
里。我打开一看，是半个月饼——那
种带花生仁、冰糖、青红丝的月饼。

当时我们那里，一般的农家中秋
节很少有吃上月饼的。隔壁邻居家
有人在县城工作，过节捎回来几块。
邻居家有个和奶奶年纪相仿的老太
太悄悄给了我奶奶半个，奶奶没舍得
吃，一直给我留着。

我掰开那半个月饼，里面已经生
了虫。把虫抠掉，我津津有味地把那
半个月饼吃了下去。

在五个孙子里，奶奶最疼爱的是
我，大概是因为我“少多疾病”吧。在
不到一岁的时候，我经常生病拉肚
子，没少吃药打针，也不见好转。还

经常哭闹不停。有先生断言，这孩子
即使能活下来，也难成人，会“前鸡胸
后罗锅”。那年正月初一，外面下着
大雪。许是我的哭闹把父亲折磨得
实在烦透了，就一把把我丢在门外的
雪地里，说“不要这孩子了”！奶奶把
我给捡了回来，啜泣着说：“不管咋着
也是条命啊！”从此，奶奶便格外疼爱
我，寸步不离地带着我。

奶奶感动了上苍，我的病竟然奇
迹般地渐渐好了。哭闹也更变本加
厉，尤其是不能看见荤的东西。比
如，家里偶尔杀只鸡或逮些鱼，从开
始收拾起，我就嚷嚷着要吃。一天，
奶奶心疼地对父亲说：“这孩子恐怕
是口馋了，你去割点肉给他吃。”肉没
舍得割，父亲买回来一副猪心肺。母
亲用搪瓷茶缸在灶火里煨了，也没什
么油，汤汁黑乎乎的。我竟然吃了满
满一大茶缸。从那以后，我不再哭闹

着要吃的了，但是，荤腥儿一类的，除
了鱼以外，我都不沾了。

我一哭闹起来，便会纠缠奶奶，有
时会连推带搡。奶奶很有耐性，纵然
气得老泪横流，也很难舍得打我一下。

奶奶有炸油条的好手艺。那时，
谁家生了孩子，或要给生孩子的人家
送礼，便要炸油条，就会请奶奶去。
奶奶不管到哪家帮忙炸油条，都会带
上我。这可能就是我记忆中的童年
没有太多饥饿感的原因吧。

奶奶不识字，但会讲很多故事，
像《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
等，奶奶还会说《芝麻开门》。很多年
以后，当我知道《芝麻开门》就是《阿
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是出自《一千零
一夜》时，我不得不无比惊奇。

奶奶讲的很多故事，我百听不
厌。有意无意中，奶奶在我幼小的心
灵中种下了勤劳善良勇敢的种子。

打记事起，奶奶就是一副老太太
的样子，但是总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
落、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在脑后绾个鬏儿，别上簪子，戴上发
网。冬天，要包上黑头巾。

奶奶一生清苦。三十来岁时，爷
爷和两个姑姑在1959年的大饥荒中
饿死，剩下她一个人拉扯着十几岁的
大伯和我父亲。

奶奶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唯一
的一次，是我父亲用架子车拉着她到
40里外的县城看病。就是那一次，
奶奶被诊断得了食道癌。在家里熬
了一年多，我初中毕业那年夏天，奶
奶去世了，年仅61岁。

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年，我考上大
学，成为全村第一个读大学本科的人。
村里很多人悄悄议论，说是奶奶埋的
地方风水好，地劲儿使到了我的身上。

奶奶去世已整整三十年了，我在
离奶奶千里之外的省城工作也二十
多年了。奶奶的其他子孙、重孙，都
用上了当年奶奶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的手机，偶尔还会坐上飞机或者高
铁，北上北京，南下上海。

如今，月饼已成为一种再平常不
过的应节食品，很多人嫌太甜腻都不吃
了，而我每年中秋节都会吃上一两块。

♣ 齐永先

百姓记事

进入腊月，仿佛已嗅到春节的味道。春
节使者“腊八”先前一步传递春节的消息。
腊八喝腊八粥，腊八粥又名福寿粥，吃了添
福添寿。

腊八节历史悠远，源于古代祭祀文化。
先秦时期，腊八是古代庆丰收，感谢祖先，祭
祀门神、宅神、灶神等神灵举行祭祀仪式的日
子。到了西汉就已经是重要的节日，宋代传
入民间，皇室与平民都要进行祭祀。据《礼
记·郊特牲》记载:腊祭是“岁十二月，合聚万
物而索飨也”。腊八粥以八方食物合在一起，
和米共煮一锅，有合聚万物、调和千灵之意。

腊八吃粥的传说众多。相传腊八这天
是佛祖悟道成佛之日，各地僧人用五谷杂粮
熬制粥饭，赠送善男信女，吃后可以得到佛
祖保佑。最有意义的传说是纪念岳飞。当
年岳飞率岳家军抗金于朱仙镇，时值数九寒
冬，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众百姓相继
送粥。岳家军饱餐了千家粥后大胜而归，这
一天恰好是腊月初八。岳飞被害之后，人们
为纪念他，每一年农历十二月初八，便熬煮
杂粮豆果成粥，渐渐成为风俗。

腊八粥里乡愁浓。古老的祭祀，传统的
敬畏，美好的愿望和祝福，千百年以来，最终
化作一碗腊八粥。小时候腊八粥那香喷喷
的味道，至今还在鼻孔间游走。

腊八这天，一大早家家户户的老灶屋很
早就冒起了炊烟。炊烟袅袅中，那五谷杂粮
熬成的腊八粥饭香在村子上空弥漫飘荡。
腊八粥熬好之后，奶奶盛上一大碗，一边把
腊八粥涂抹在门上、灶台和宅子各处，一边
还念念有词地祈求神灵保护家人平安，年年
顺利。还涂抹在花卉和果树之上，奶奶说来
年便会多结果实。

火盆里的火燃了起来，每人端上一碗腊
八粥，把红辣椒炒白菜铲进饭碗里，一家人
围着火盆吃了起来，奶奶、妈妈一边吃，一边
絮叨:腊八是逢年过节运气转好的第一步，
过了腊八就是年，吃罢腊八饭，要多说吉利
话，不要犯了年节禁忌。

腊八粥里寄托着美好的愿望。腊八这
天，家家都要熬上一大锅粥，必须有剩余的
传统。剩余的腊八粥要保存好，腊八之后，
一直到大年初一，做饭的时候总要舀上一小
勺放进去，接上了来年的饭，以示常吃常有，
源源不断。

一碗腊八粥，熬煮着千百年来美好朴素
的愿望，里面有爱心善举的传承，合聚了万
物，调和着千灵。

13 世纪中叶，蒙古迅速崛起，兵
锋所向，东亚大地上的各个国家相继
被并入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内。在蒙古
灭金之后，南宋独自抵抗蒙古军团长
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蒙古人看来，同是骑射立国的
西夏、金国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南方
柔弱的南宋又能抵抗多久。他们相信
很快就会击败这个对手，但这个过
程，他们用了 45 年。蒙古人以为宋人
只会吟诗作赋，但他们忽视了南宋的
另一面，一个教育发达、讲学之风盛
行的南宋，他们比北方的西夏、金国
更多的是信念，他们知道为何而战，
为保住华夏衣冠，他们有血性、有骨

气，更有勇气。金国、西夏尚未亡国之
前，就已经在精神上被蒙古征服，然
后才是从实体上被消灭。但南宋从开
始到结束，在精神上始终是高傲的，
从未被征服，这是南宋与前两者之间
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区别。

南宋的柔弱中透着坚强，后人应
该记住的不应仅仅是南宋发达的经
济、灿烂的文化，还有那坚强不屈的
信念与抵抗到底的精神。这种信念与
精神更体现在崖山那宁可死也不投
降蹈海殉国的十万军民。本书还原了
两个政权之间的生死较量，这场断断
续续打了 40 多年的战争留给了我们
太多的故事和思考。

《最后的抵抗》：还原宋蒙生死较量

逐日逐日（（摄影摄影）） 苗苗 青青

半个月饼

♣ 刘文莉

新书架

史海钩沉 生民难欺灯下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