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广告热线

专刊部主办

8244111

8248965

责编 / 古力

宋氏家族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
的中国商人面临的困境值得同情。在蒋介石
将军‘仁慈’的独裁统治下，商人们不知道他
们第二天会遭遇什么事情：被没收财产、强制
借款、流放他乡，或者被处死。”借此机会，蒋
介石还将上海商会置于自己人的管理之下。
接下来，蒋介石又发行短期“政府”债券，
然后派士兵和青帮匪徒们去督促人们购买，
从小商小贩到银行老板一个都不放过。有一
个百万富翁拒绝购买，结果他的儿子被绑架
了。另一个染料商的儿子被指“反革命”而逮
捕，但在他父亲向蒋介石捐了 20 万元之后便
被释放了。一个棉纺厂老板花了将近 70 万
元才把儿子从大牢里给救出来。另一个商人
年仅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付给蒋介石 50 万
元后，儿子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类典型
的敲诈勒索的套路青帮已经玩了很多年，他
们做这样的事已经变得轻松自如，现在这些
手段又被蒋介石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工具加
以利用。不过这还远远不是最恶劣的手段。
蒋介石的军队每个月要花费 2000 万元，
这使得他不得不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税收平
台，并开始征收新的进口税。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他需要一个“管钱袋的人”——一个代
表他人搜集或分发非法所获钱财的人。
身为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知道蒋介石敲
诈来的那些“贷款”都进了他的私人账户。也
就是说，一旦蒋介石拿到了这些钱，他就会拿
来自己享用，并给他自己的士兵和指挥官们
发饷、用作政府日常开支或其他任何他认为
合适的用途。这些钱一分也落不到武汉国民
政府的口袋里。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已经
产生分裂，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人们广泛的认
识，甚至连明白的人都很少，但银行家和商人
们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可不想白白“送”钱给
蒋介石。这些人希望至少能够拿到一张由财
政部部长宋子文签字的归还“贷款”的书面凭
证，这样的话，一旦从蒋介石那里拿不回钱，
他们还可以到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那里要来
一些。为了避免使蒋介石的敲诈勒索合法
化，宋子文拒不签字。
（宋子文这么做也是为

连载

自己家族在上海面粉厂和
纺织厂的投资考虑。跟上
海的其他家族一样，宋家
的财富也经受不住这种经
济冲击。
）
这件事引发了他和蒋
介石之间的直接冲突。4
月 18 日，蒋介石宣布在南
京成立新的（右翼）全国政
权，并督促宋子文结束在
武汉国民政府的任职，到
他手下来担任财政部部
长。1927 年 4 月中旬的那
段时间里，宋子文一直犹豫不决。但到了 4
月 20 日，宋子文正式宣布不会为那些敲诈得
来的“贷款”签字。蒋介石立即关闭了宋子文
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财政
部部长。与此同时，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
略，下令广州驻军没收了宋子文在南方政府
银行里的所有财产。如此一来，这位金融奇
才除了与蒋介石合作之外已经别无他法。
宋子文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个
已经吓破了胆但又有利用价值的“贵族”。他
已于 3 月底离开了武汉，那些担心这位财政
部部长会同情保守派的左派人士聚集在他的
门前举行抗议，
并在大街上围攻他。
在宋霭龄和孔祥熙位于西爱咸斯路的家
中，蒋介石了解到了宋子文害怕群众集会的
这种心理。蒋介石曾在这栋房子里千方百计
地追求宋美龄。通过与杜月笙的关系，蒋介
石骗得了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好感，现在他俩
都已经成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
宋子文一再坚持说宋霭龄已经“像前几
次一样计划暗杀她”
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一次见面时，宋美龄
已经订婚，所以不太搭理别人。无论如何，当
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从浙江走出来的野
心勃勃的暴发户、一个盐商的儿子、一个有着
青帮背景并且在上海和广州流连于花街柳巷
的粗鲁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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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君士坦丁就是后 样一直反对把皇帝封神的君士坦丁大帝仍然
来大名鼎鼎的、可以说改变 在死后被元老院列成了“神”
。
了欧洲历史甚至世界历史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也是这时罗马必然
的君士坦丁大帝。
要走的一条路。皇权的权威已越来越弱，强
在三个皇帝中，马克森 行压制寻求救赎的基督教，还不如让皇帝成
提乌斯凭老爸的威望大败 为基督徒，最终皇权在神权的笼罩下，换来罗
赛维鲁，气得加莱里乌斯亲 马帝国最后的一段宁静。
自西征，这次西征不仅没能
创造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犹太人，
怎么也想
救了小弟，反倒让气急败坏 不到这个自认为
“异端”
的耶稣会以这种方式回
的马克森提乌斯杀了赛维 到耶路撒冷，
而流落到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
也
鲁，郁闷的加莱里乌斯回到 即将面临同胞带给自己的审判。不久后又有一
东罗马，自娱自乐地立了一 个打着
“上帝”
旗号的人出现在耶路撒冷。
个西罗马皇帝——当年和
君士坦丁看似是个完美的人，
不过他的一
自己南征北战的大将李锡尼。不久，加莱里 个决策还是成为了罗马的定时炸弹。为了巩
乌斯含恨而死，而这个李锡尼和他原来立的 固皇位，他废除了近卫军制度，雇佣了大量日
恺撒马克西米努斯的矛盾就越来越大。
耳曼人组成部队安插在身边，
这就像后来的李
东西方都有两个皇帝在闹，君士坦丁手 隆基把安禄山这个胡人放身边一样，
这种与虎
握重兵，自然不喜欢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吆 谋皮的行为，
实际上是罗马灭亡的重大原因。
五喝六，戴克里先也想不到自己创立的四帝
虽然罗马和日耳曼蛮族尚可一战，但不
共和制本想维稳，结果却搞出了四个皇帝乱 久之后的发展完全超出了罗马的预想，上帝
斗。君士坦丁决定和东部的李锡尼结盟，而 之手终究比不过“上帝之鞭”
。
马克森提乌斯决定和马克西米努斯结盟，双
君士坦丁死后，强行统一的罗马被三个
方的大战一触即发。
名字差不多的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
最终皇权在神权的笼罩下，换来罗马帝 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一世给瓜分了，一个
国最后的一段宁静
占了西北，一个占了东南，一个占了意大利和
统一了西部的君士坦丁成了西罗马唯一 非洲，三兄弟内斗开始，最终君士坦提乌斯二
的皇帝。第二年，也就是 313 年，君士坦丁面 世成功统一了罗马。而此时的波斯国王沙普
对阶级矛盾激化、
全国上下一片十字寻求救赎 尔二世乘虚控制了罗马东部领土，君士坦提
的罗马社会，和东部的李锡尼在米兰会晤，颁 乌斯二世学精了，不想亲自打波斯了，便让表
布了影响世界的米兰敕令，基督教合法化了。 弟尤利安把自己的高卢部队送到东方。高卢
也就是这时，
李锡尼彻底击败东部的马克西米 部队也不想惹波斯，结果军队哗变，在巴黎拥
努斯，
成为东部唯一的奥古斯都。不过君士坦 立尤利安为皇帝。于是尤利安和君士坦提乌
丁的野心，
可不是仅仅当西罗马的皇帝。
斯二世展开了内战，不久后君士坦提乌斯二
公元 324 年，君士坦丁东征大败李锡尼 世病死，
尤利安成了新皇帝。
的 17 万大军，把李锡尼围困在一个神奇的城
尤利安皇帝作为君士坦丁的侄子，虽说
市——拜占庭（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在两路 从小受到的是基督教的教育，但他本人并不
夹击下李锡尼投降。至此，君士坦丁的人生 喜欢基督教，反倒是希腊学说对其影响更深，
达到顶点，本来已不适合统一的罗马又硬生 所以他仍然坚定地信仰了多神教理论，坚持
生合二为一了。
“新柏拉图主义”，后世的基督徒自然又把他
君士坦丁也知道统一的罗马政局难以维 黑得不轻。
持，东方的军队也未必听自己的，便直接把罗
尤利安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希望重
马帝国的首都迁到了东部基督教风靡的拜占 新恢复多神教信仰，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行
庭，罗马的重心也就偏到了希腊语地区。或 为自然以失败告终了；
二就是东征波斯。
许就是因为这个决策，让后来的东罗马帝国
在历史上这场战争确实轰轰烈烈，波斯
整整延续了 1000 年的香火。无论君士坦丁 坚壁清野，烧毁了大量农作物，让尤利安的部
的军事作为有多光辉，都比不上后来基督教 队无法以战养战。尤利安破釜沉舟，烧毁了
对他的无限感激。
大量舰船要血战到底。按照后来基督徒的说
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一神信仰的基督徒 法，尤利安是信仰不忠而被上帝弄得发疯了，
终于爆发了，压抑了几百年的怒火让这群人 才干出这样的蠢事。战争使波斯受到重创，
大肆破坏罗马的多神教神庙，但君士坦丁非 但英勇的尤利安还是带着自己的信仰死在了
常包容，他虽然认为罗马的传统信仰是“迷 战场上，
之后的罗马更是陷入了深渊。
信”，但却并不加以管制，大搞宗教包容，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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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王振铎放弃了自己 1936 年 铜丸才会掉到下面蟾蜍的口中。
想遵从的悬垂摆原理，而是用倒立的直杆
对地动仪的怀疑开始蔓延开来，甚至
原理，复制出了 1∶10 比例的“张衡地动 扩散到了对张衡，甚至对中国古代科技的
仪”模型。1952 年 4 月，
《人民画报》对这 怀疑。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地动仪”，真的
尊复制的模型进行了报道。中央人民政 是个没用的东西吗？
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王天木，
“张衡地动仪”的证明之路，再一次启
以《伟大的祖国古代科学发明地动仪》为 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冯锐的人，成
题，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地向读 为领军人物。
者讲解了地动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966 年，邢台发生地震，冯锐是中国
请记住，
是“直立杆原理”
。
科技大学的二年级研究生。他们帮助抗
王振铎复制的这款“张衡地动仪”随 震救灾并印发各种宣传震时逃生的小传
即被编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但在之后历 单。传单其中一条，是建议老百姓在房间
次的修订中，却略去了《人民画报》王天木 里倒立一个酒瓶子，如果瓶子倒了，就是
的一段话：
“ 可惜张衡这一重要发明早就 地震来了，
马上出逃。
失传了，隋朝时科学家临孝恭写有一部
然后时间就到了 2002 年。那一天，
《地震铜仪经》，也未能流传下来。……这 《防灾博览》杂志的编辑武玉霞（中国地震
里介绍的这个模型，是我们在 1951 年设 局的高级工程师）找到冯锐，问他为什么
计完成，主要是根据《后汉书·张衡传》的 在一篇地震科普文章中写“地震没地震，
记载，及考古材料而复制的。
”
抬头看吊灯”，而他早年散发的传单却是
王氏复原模型遭质疑 老祖宗留下的 教人们倒立酒瓶子？
“地动仪”
真的没用？
当时的冯锐，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的教
这个 1951 年复制版本的“张衡地动 授，但他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武玉霞之
仪”
，很快轰动世界。
所以问冯锐，还有一个更深层原因——冯
最关键的是，大家一直认为，王振铎 锐在文章中写道，张衡的地动仪是世界上
的这个“张衡地动仪”版本是不可改动的， 最早的验震器。
甚至更多的人以为，张衡的地动仪，就是
而酒瓶子和吊灯，恰恰指向了这个问
按照这个原理铸造的。
题的根本所在：
按照王振铎仿制的版本，
张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
王振铎这个版本 衡地动仪的原理是“直立杆原理”，就是酒
的“张衡地动仪”，就开始不断遭受地震学 瓶子原理，而吊灯的原
界的质疑。1983 年，荷兰的斯莱斯维克、 理，
却是
“悬垂摆原理”
。
美国人赛维也提出王氏模型不能成立，并
倒 立 酒 瓶 子 ，也 就
从根本上否定了直立杆原理。1984 年，
美 是“倒立杆原理”有两大
国地震学家博尔特院士指出：
“中国目前最 弊 端 ：一 、外 界 一 有 震
流行的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模糊，模型简 动，哪怕不是地震，也会
陋粗糙，
机械摩擦大大降低了灵敏度，
对地 倒；二、就算倒下，也无
震的反应低于居民的敏感，其作用应予以 法知道地震的方位。
质疑，而且利用铜丸的掉落方向来确定震
这恰恰和《后汉书》中
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
记录张衡地动仪的描写是
1988 年，地动仪在日本奈良展出，中 完全相悖的。难道是张衡
方的解说员无法证明这个仪器的灵敏性， 的地动仪确实错了？
只能手持木棍——木棍捅一下，龙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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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有一种桡足动物，雄性不是完全
对称的。它们用一条惯用的胸足来完成
性事，而另一条胸足（还有它们的触角）仅
仅用来抱住雌性。因此，交配场景就会变
成这样：左撇子雄性插入左边的生殖孔，
右撇子雄性插入右边的生殖孔，导致多数
雌性只交配了一边。当然，有两个生殖孔
意味着任何雌性可以再次交配——如果
她愿意的话，只要第二个爱人用的胸足与
先前的对象相反就可以了。
相对于桡足类单身酒吧的平静水域，
拿骚石斑鱼会去比较热闹的场所。作为
孤独的捕猎者，这些石斑鱼就是加勒比海
珊瑚礁的老虎，可以长到大约 1 米长，而
且平均寿命长达 16 年。它们好斗而且有
高度的领地意识，因此见到它们聚在一起
的机会并不多，要一直等到冬天的月亮升
起……
随着白天变短，温度下降，这些“居
家宅人”体内的某些东西开始苏醒。每
年有那么几天，它们会从隐士变成享乐
主义者。无法抑制的渴望驱使它们从栖
息的岛礁游行 160 千米，甚至更长，去参
加大规模的性爱狂欢。那是一趟有着神
秘意义的非凡旅程。这些孤独的个体平
时会在某块礁石边巡游，距离几乎不会
超过几个街区，它们是怎么找到那个自
始至终发生在岛的另一侧的性派对而极
少迷路的呢——而且要及时找到？对于
拿骚石斑鱼来说，狂欢每年只不过持续
两三天。
古巴南部的小开曼附近，研究人员的
石斑鱼月夜计划要揭开神秘的面纱了。
被安置了小型声波发射器的拿骚石斑鱼
可以被一组环绕岛屿的水下电台监听
到。路过的石斑鱼产生的信号被记录下
来，绘成一幅图，显示了这些单身的鱼类
是如何找到彼此来共赴它们的年度狂欢
的。
多数情况下，一切
是从满月以后一两天开
始的，一路从它们自己
的地盘来到岛礁的外边
界。在那里，它们开始
徘徊、守望和等待。而
当它们等待时，一部分
开始不自觉地被一些诱
人的东西吸引。
鱼类有一种非凡的
能力，它们能改变自己
的体色。和鸟类一样，
它们在交配季节经常展

示出大胆、引人注目的色调。拿骚石斑鱼
会将日常的棕色和米黄色混合的斑点“沙
漠迷彩服”变成“黑领礼服”：明亮的白色
肚皮与黑巧克力色的背部对比鲜明，形成
一套性感的双色打扮。展示这些色彩是
它们营销自己的一种手段，宣告着它们已
经准备好交配了。这种暗色和对比明显
的阴影看上去像是给其他拿骚石斑鱼发
出一种“可以发生关系”的信号——对于
这类领域观念很强的鱼类而言，这是一个
重要的姿态。大家来狂欢派对可不仅仅
是想用鳍快速地扑打脸部以示热烈欢迎。
石斑鱼展示出明显的性意图后，它们
开始守候其他经过这个岛礁边缘的拿骚
石斑鱼群，那些鱼群也有类似的着装。然
后，它们游出来一起去参加聚会，随着鱼
群迁移到最终的目的地。有些鱼漫游在
岛礁边缘，甚至会环绕整个岛屿，同时寻
找其他鱼并找到以前的繁殖点。其余的
则会直接游出边缘，然后等待大队鱼群经
过它们，当鱼流来时，悄悄溜进鱼流中。
最老的和最大的鱼常常领头向繁殖地进
发，而且比年轻的、小的鱼到得更早，也待
得更久。
为什么拿骚石斑鱼的数量锐减？一
部分原因必然跟它们对性聚会的执着有
关
对于这样长途旅行的成群产子者，什
么才算完美的情侣酒店？对于不同物种
和区域而言，标准不同，不过大多数情况
下，一个突出的地质结构一般会糅合许多
特征：边缘陡峭或者在一个巨大的海角，
前端突出，或者伸向蓝色的大海。这些地
方有利于形成强烈的海流，它可以帮助新
的受精卵离开海岸并远离捕食者，或者帮
助幼体在岛礁上找到安全的栖息地。好
的产卵地的形成有许多理论，不过，看上
去位置加上聚会时机两者结合才能为新
生的幼鱼提供有利条件。
满月之后的两到三天，随着搭顺风车
的鱼不断加入鱼群，已经性唤起的拿骚石
斑鱼护送队伍阵容也不断壮大。到了第
四天，来自小开曼岛各个海域的所有拿骚
石斑鱼的成年个体都到了岛礁西南方向
的尖角上。4000 条鱼的集会也代表了岛
上整个繁殖群体。
而这也是问题所在。年复一年地，在
一个高度可预测的时间，迁移到同一个地
点，固然帮助鱼类找到配偶，但也帮助了
渔民找到鱼群。产子集会提供了一个极
其赚钱的捕鱼机会。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