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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我国历史上的四位“花木兰”

◆资料图

花木兰的故事流传广远， 据史料
记载，我国历史上曾有四位“花木兰”。
朱姓木兰清代瀛园旧主著 《木兰
奇女传》载：唐朝初期，有一个少女名
叫朱木兰， 系湖广黄州府西陵县双龙
镇人。木兰娴弓马，谙韬略，14 岁时女
扮男装代父从军， 转战沙场 13 载，屡
建奇功，凯旋故里。唐太宗李世民封她
为武昭将军、武昭公主，并赐姓李。这
段史实在《旧唐书》里也有记载。后人
为了纪念她， 在湖北省木兰山建有木
兰祠、木兰墓和将军庙。有人分析，这
个木兰其实与《木兰辞》里的是同一个
人。
魏姓木兰清人刘蟲年所著 《三十
二兰室诗钞》载：木兰，姓魏，名木栾，
俗称木兰，生于西汉初年，系毫地（今
河南）人，其父魏应。汉武帝年间，匈奴
侵扰，为了抵抗外侵，木兰女扮男装代
父从军，她作战英勇，不幸战死沙场，

古代“
去妻”理由五花八门
哪一种最让人啼笑皆非？

“去妻”即古代的离婚。孔子在《家
语》中说：“妇有七出，三不出。七出者：
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妒者、
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古代妇女
的社会地位，远远没有今天妇女高，因
此，古代“去妻”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有时让人啼笑皆非。
《汉书》：“霍光以女妻金赏，赏以霍
氏有事萌芽，上书去妻。上亦自哀之，独
得不坐。”金赏“去妻”只是因岳父想谋
反， 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保全自己的
官禄和生命。如果说因怕被牵连，而“去
妻”的话，还说得过去。而以下几位的理
由，就令人大跌眼镜！
如汉代的王吉，“妻取东家枣啖吉，
吉乃去妇。”仅是因为摘了人家一颗枣

子，即遭抛弃，实在有些荒唐。《后汉书》
载：“鮑永，养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
狗，永即去其妻。”只是因为在母亲前
面前叱狗，即遭抛弃。《后汉书》载，李充
因为妻子私下里对他说：“妾有私财，愿
分异。”充“遂呵斥妻出门”，这样的去妻
理由也让人难以接受！
《旧唐书》载：“崔颢者，登进士第，
有俊才，无士行，好赌博、饮酒。及游京
师，娶妻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
后数四。”仅仅是为了自己“稍不惬意”
而去妻，二三其德，可见此人之德行。
人 们 只 知 他 名 垂 千 古 的 一 首 《黄 鹤
楼》，殊不知其人品却如此轻薄！
《白居易集》载，一妇女给在田里耕
种的丈夫送饭，路遇饥饿的父亲，就把

饭菜给父亲吃了，丈夫即要“去妻”。好
在白居易明断： 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
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
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
在其后。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
不可休妻。《唐宋遗史》：“严灌夫娶慎
氏，十年无子。乃出之。”妻为诗一别曰：
“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收一晌间。便
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丈夫
读后很感动，“遂如初”， 看来这严灌夫
也算是开明之人。
总的来说，古代十分重视社会关系
的稳定，离异总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
远远低于现代。不过，这些“去妻”理由，
令人匪夷所思！
据《羊城晚报》

中国古代的“
养士”

◆资料图

“养士”这个词，出自战国时代，当
时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
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战国时代，养
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时髦风气。
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
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

当时， 统治者十分重视智囊人物的
作用，谁能争取到更多贤士的支持，谁就
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权。 于是，一
些谋士便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
独立存在， 他们凭借自己的技能参与政
事，为统治者出力。例如，齐桓公养士 80
人， 让他们周游四方， 游说天下贤士归
齐，进行政治改革，结果使他成为春秋时
期的第一个霸主。战国时期，养士之风
更盛。养士最多的是战国“四公子”，即
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
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仅孟尝君门下
就有食客 3000人。这些食客中有招聘的，
有自荐的，也有经人推荐的；既有“智、
勇、辩、力”之士，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有
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但也确有不少
高才秀士，积极出谋划策，奔走游说，建
功立业。他们虽然不一定属于国家官吏
的编制，也不一定担任公职，但其地位
和作用却为国家和社会所公认。 有人
说，养士制度是我国最早的智囊制度。
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
中人才， 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
誉， 又能壮大自己的力量， 以称霸诸
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下士，不

拘一格地网罗人才， 形成了十分宽松
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
那时的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
在《论养士》一文中将其分为 智 、勇 、
辩、力 4 种人。
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不养士
了。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
开始。中国古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
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
选出来，称为孝廉。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
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的养士制度，到隋
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 到唐
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
举的精神， 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
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
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能的人，
提拔起来，进为国士的意思。唐太宗创
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子名士以
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
者朝见之后， 忍不住得意地微笑道：
“
天
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他的意思是说，你
看我这一招，天下的英雄都自动过来进入
我的掌握中。 苏轼也说， 建立了考试制
度，就等于战国时候的“养士”，所以他
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据《生活晚报》

被朝廷追谥孝烈。
韩姓木兰明人刘惟德所著 《韩木
兰（娥）传》载：少女木兰，姓韩，原名
娥，生于元末，系四川阆中人。木兰幼
年就失去双亲，与叔父韩立相依为命。
12 岁那年，农民起义烽火连天，木兰
遂女扮男装， 改名韩天保， 代叔父出
征， 投奔红巾军王起岩部。 木兰在 13
年的军旅生涯中， 杀敌无数， 战功卓
著。 后人在其家乡修建了木兰庙以纪
念。
任姓木兰据《新唐书》载：少女木
兰，姓任，她生性刚烈，一腔爱国热血。
在国家危急之时，她散尽家财，招募了
数千义勇保家卫国。为了便于行动，木
兰女扮男装，跃马横刀，率领自己的数
千义勇，驰骋战场，一举打败了强大的
叛军，为国建功。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曾
写诗赞她：“甲士千群若障云， 一身出
能定三年。”
据《安徽日报》

“家父”“令尊”是两人

先来看一个笑话：有个小名叫傻
瓜的男孩儿，有一天，他爸妈外出了，
一个客人正巧来访， 傻瓜去应门。客
人问：“令尊、令堂在家吗？”傻瓜瞄了
客人一眼， 大声说：“没这个人！”客
人看家里没有大人，就离开了。不大
一会儿，傻瓜的爸妈回来了，傻瓜对
爸爸说：“刚才有一个人好奇怪，他
来我们家找令尊令堂， 我跟他说没
这 个 人。” 爸 爸 听 到 后 就 告 诉 傻 瓜
说：“唉！ 令尊就是我， 令堂是你妈
妈，你是傻瓜。我们家就三个人。明
白了吗？”第二天，傻 瓜 的 爸 妈 又 外
出，又是同一个客人来访，傻瓜就去
开门。客人依然客气地问：“令尊、令
堂在家吗？”傻瓜回答说：“唉！令尊
就是我，令堂是你妈妈。”客人看又没
有大人在家，也就没理会傻瓜准备离
开， 才一转身， 就听到傻瓜继续说：
“你是傻瓜。”
如此巧合的故事生活中当然不
会发生，但很多人不知道“令尊”“令
堂”所指何人却是真实情况。
说起敬称， 有句话需要记住，那
就是“家大舍小令他 人”。这 句 话 的
意思是，在社交场合，说到比自己大
的家人，譬如说到自己的父母、兄长
时，前面要加一个“家”字──家父、
家母、家兄；说到比自己小的家人，
譬如弟弟、妹妹时，就要用“舍”字─
─舍弟、舍妹，以此来表示谦虚。而
说到别人的家人，譬如父母时，前面
一般加上“令”字──令尊、令堂，以
示尊敬。因此，“令尊”“令堂”是对别
人父母的尊称，而“家父”“家母”则
是对自己父母的谦称。 很明显，“家
父”“家母”与“令尊”“令堂”根本就
不是一个人。
“家父” 仅作子女对别人谦称自
己父亲之用， 别人万万用不得。“令
尊”中的“令”，含有美好义，是称对方
亲人时的敬词，万万不可用在自己身
上。敬词与谦词互相对应（如“令尊”
与“家父”）却不可互相替代，这是一
个常识性的问题， 需要时时记在心
上。
据《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