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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双清别墅位于香山公园南麓的
半山腰，是平民教育家熊希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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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前后所建。这里环境幽雅，以其苍翠的竹
林、遮天蔽日的银杏、挺拔的松柏、古朴的
建筑引人前往。然而真正使这个地方闻名
天下的并不是她的秀丽风光，而是因为这
里曾是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曾发生过扭
转中国命运决定中国前途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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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中央曾在静宜园内办
公，毛泽东同志在此居住，并与许多民主
人士商讨国事。双清别墅现已辟为毛泽东

在双清活动展览室。院内西侧山石上有清
乾隆御笔“双清”刻石，院中立有明代石经
幢等古迹。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室内仍保存
旧观，并展出毛泽东的多幅生活照片和电
文手迹、诗文手稿等供游人参观凭吊。院
中池旁的六角小亭，朴旧自然，是当年毛
泽东茶余饭后与友闲谈、读书阅报之所。
毛泽东的著名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就是在这里写的。

本报记者 方电华 文
!

图

!

李晓巧

宋代科举考试限制“官二代”

!

沈丹昆

文化短波

文化历史
!

"

本版责编!版式
!

江小鹰 !"#$%" "%&'!

""#$%%&%'

船政文化

沈 葆 桢 家 族 的 联 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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妍妍是个小美女，见过她的人都这么
说。人美，心也灵巧，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她竟然写了部洋洋洒洒

&

万多字的科幻
小说。

上奥数班时写小说放松
妍妍全名王天妍，

(%

岁，西安市大学
南路小学

)

年级学生。
两天前，她小学毕业，她把还带着油

墨香气的小说捐献给母校，用这种特殊的
方式，为自己

)

年的小学生活画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

小说带有科幻色彩，主人公皆是以身
边的好朋友为原型，故事讲的是大家毕业
后结伴去玩。有次去海上划船，海水突然
结冰，船沉了下去，几个人被卷入一个未
知的世界，展开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科幻之
旅。
“我一直想写一些东西作为对美好小

学生活的总结和记忆。”妍妍说，
'

年级放
暑假，她每天要花

(*

个小时上奥数班，学
习压力太大，便想到利用课余时间去写小
说放松，“写完第一章后，思如泉涌，一发
不可收拾，当时就下决心要坚持写下去。”

一套极具阅读鉴赏、研究收藏价值的
当代乡土小说权威选本———《中国当代乡
土小说大系》近日由农村读物出版社推
出。全书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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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作家的小说作品
('*

余篇
+

部
,

，几乎囊括了新时期以来所
有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的经典之作。这套
书的首发式暨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最近
在鲁迅文学院举行。

中国当代文学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影
响的部分，是乡土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国
当代乡土小说大系》则全面反映了当代乡
土小说的创作实绩。这套大型丛书荟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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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中国乡土小说发展进程中
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地
反映了乡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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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不同时期的
主要成果，也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特别是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变化与发展，以及
人们在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心灵世界等
方面面临的冲击与挑战。“这是展示中国
乡土文学的立体形象的集大成之作，充分
展示了乡村变化的历史和心灵史。”青年
评论家李云雷说。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具
有长达数千年的乡土文化，乡村的发展与
变化成为中国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杆，
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重
要题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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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吴征出任主席的七星娱乐集团旗
下的七星电影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将投资
拍摄中美合拍影片《末代太后》。作为
!".&

年上映并获得第
)*

届奥斯卡
"

项
大奖的《末代皇帝》的姊妹篇，《末代太后》
将再次汇集全奥斯卡明星团队进行全英
文拍摄，准备在全球发行，续写《末代皇
帝》传奇。
由杰瑞米·托马斯

+/01023 456278,

担任
制片，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齐
（
901:71;6 901<6=>??@

）执导的《末代皇帝》
可谓深入人心，该片在第

)*

届奥斯卡上
赢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共

"

项
大奖。作为《末代皇帝》的姊妹篇，《末代太
后》聚焦慈禧太后这一历史人物，着眼于
从“百日维新”到“走向共和”这一时期。这
是中国历史上波谲云诡、跌宕起伏的时
代，从而使影片极具历史沉重感以及戏剧
张力。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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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古代称“正音”，又叫“官话”。
而与之相对之方言，则称“土话”、“乡音”。
最早记载普通话（正音）传入福州是明万
历年间（

('&-A!)!"

年）。据《重篡福建通
志》卷五十七“风俗”篇记载：“闻之闽歌，
有以乡音歌者，有学正音歌者。”这说明
$**

多年前，福州地区就出现两种语言：
福州话与普通话，前者在民间流行，后者
只在官宦之间流行，而广大老百姓既听不
懂正音，也不会讲正音。

清雍正六年（
!&B.

年），皇帝亲自发
布圣谕，福建、广东这两省人，“仍系乡音，
不可通晓。”官员上朝汇报工作，皇帝听不
懂，这又怎能“赴他省任职，又安能宣读训
谕、审断诉论”？官民上下，语言不通，上不
明官长之意，下不悉百姓之情，若叫人代
之翻译，“必添设假借，百弊丛生，而贻误
大事”。于是下令设立正音学校，并规定学
期为

.

年。如秀才不会讲普通话，就不能
参加乡试，学政不准送科举；举人不会讲
普通话，不能参加全国会考。

福州官府接到皇帝谕旨后，立即于第
二年（雍正七年）在“福州十邑”设立“正音
书院”，其中，闽县与侯官两县还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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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正音书院。这些书院，有的设在华林寺、
法海寺等寺观里，有的设在文儒坊等学员
比较多的坊巷里，有的设在也庙（明伦堂）
里，有的设在文昌阁、奎观阁这些古代书
生读书的地方，特地聘请既会讲普通话，
又会讲本地话的教师任教，从而大大提高
了福州地区学子的“正音”能力。于是科举
大盛，人才辈出，到全国各地任职的官员
大增。

福州最早的普通话学校
!

刘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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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
(.B.A("(B

），原名光照，号纯
甫，广东香山人，由香港教会学校毕业，于
(.$.

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
(.'$

年从耶
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后回国，并经历
许多曲折，后经好友张斯桂，李善兰向曾
国藩推荐，进入幕府并协助曾国藩，创建
“制品之器”工厂，创办了江南造船厂前
身，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对容
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保奏容闳
为五品实官，封为江苏省候补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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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
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美学生。
(.&*

年冬，清廷批准派留学生。
(.&(

年
.

月，
(.&B

年
B

月，曾国藩等又联名上奏，
其中有左宗棠、李鸿章，一方面进一步强
调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尽快施
行。另一方面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和具

体方法，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
副委员，具体管理在美国的留学生事宜。

原定挑选
(B*

名
(B

岁左右的学生，
分

$

年赴美留学，每年
-*

名，由官方出
钱，竟然在当时无人愿去，当时人们仍认
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出人才是正
途，新式学校只能招收穷人子弟，所以，第
一批留学生

-*

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
于

(.&B

年
.

月从上海赴美，安顿在美国
人的家里。

清派留学生，年纪小，且住得分散，不
利管理。再加上年纪小容易接受新事物。
而清政府认为这些留学生忘了祖宗。留学
生分三批撤回。

在这十年间，福建船政学堂在沈葆桢
等人的运作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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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第一
批出洋深造的学生有

-*

名，他们从马尾

港乘船政自造的“济安轮”到达法国，其中
学制造学生

(B

名，学驾驶学生
(B

名，艺
圃学生

$

名连同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
禄，由监督李凤苞，日意格率领到达法国，
并进入相关学校学习，随后马尾船政共派
出

$

批赴法、英、美留学，均学满
-

年回
国，留学生达

(*-

人，由于第
$

批出现经
费问题，有

)

人未学满期，提前回国。
船政学堂建立起近代中国留学教育

制度中，其集中严格管理，华洋监督，经费
专用，学习有针对性，有效性。

而容闳带领的留美学生，岁数只有
(B

岁，其培养的目标不明确，而且是分散
在美国人的家庭中，在生活上，意识形态
上自然受影响。

清 派 留 学 生 与 船 政 留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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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 !出师表" 堪称千古雄文#

其诚恳#其真挚#古今罕匹$其中提到这样
一句话%&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
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可见#桓'灵时
期#政治的一塌糊涂有多么严重$然而#就
在这污浊的纷乱末世#却有一朵明艳的小
花傲立于诸葛亮的家乡#他就是有&悬鱼
太守(美誉的羊续$

羊续#字兴祖#泰山平阳)今新泰羊流
镇*人$他受命于遍地烽火的危
难之际#接任南阳太守$他的上
任#迥然不同于别人$他没有直
接去府衙#而是只带一个书童#

完全是一副老百姓的打扮#走
遍了南阳所属的每个县# 民情
民意尽收眼底# 官吏贪洁了然
于胸$就这出其不意的一招#便
镇住境内的大小官员$

新太守厉害#那就小心些#

免得吃瘪子$府丞脑子比较活#

他看太守生活比较清苦#就试探着送了一
条鱼$ 他想#区区一条鱼#有啥了不起#就
算太守再清廉#估计也不好说出啥$结果#

羊续还真地没有说啥$ 有了这第一次#第
二次很快就来了#所不同的是#原先的忐
忐忑忑战战兢兢变成了自自然然磊磊落
落$同时#鱼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可让府
丞万万想不到的是#他送的鱼并没有按照

他的逻辑成为太守的下酒菜#而是成为太
守的公示牌#高高地悬挂在堂前$ 他的戏
再也没法唱下去了# 一下子愣在那里#因
为他瞬间即读懂了其中的深意$

不可否认#从生活上给领导一下关心
和照顾#其中确有人情的因素#倘不问青
红皂白就拒之门外# 既显得不通情理#也
有小题大作之嫌$ 就算你脑袋大#这样不
给下属面子#以后还要不要人家为你出力

呀+你难道是孙悟空#一人能跳到天上去+

再者说了#不就一条鱼嘛, 值得那样上纲
上线吗+所以#羊续并没有拒绝这条鱼#而
是将它悬挂在醒目的地方#他想说的就都
在这条鱼上了$ 府丞看懂了#又有哪个官
员是傻子还再敢自讨没趣呢+

从此以后#再也没人给他送啥了$ 他
身边的所有财产就只有陈旧不堪的床铺

以及几百斤粮食$ 他的妻儿大老远来看
他#他都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只得将
他们打发回老家$汉灵帝想给自己的庙堂
提高点人气#就想提拨羊续做太尉$ 东汉
的太尉'司徒和司空为三公#皆尊贵无比$

但那时有个混蛋规定#凡是哪个有幸当上
了这样的大官#都要拿出千万巨资给皇室
送礼$当宫使奉旨高高兴兴地找到羊续要
钱时#羊续恭恭敬敬地让使者坐在陈旧破

烂的草席上#指着自己屋里
的一切说 %&微臣全部的资
财就只有这些$ (结果羊续
的任命就作废了$

羊 续 虽 然 没 有 当 上 显
赫的太尉#但是他的清廉却
传遍了朝野上下#以至最后
连昏庸的汉灵帝都被感动#

颁布诏书褒美$

宋代费枢在所撰!廉吏
传 "羊续篇中 #由衷感叹那

些为一家之富贵而蝇营狗苟的官吏们 %

&闻续之风#宁不愧耶, (

明代名臣于谦也以崇敬的心情作诗
赞颂%

剩喜门庭无贺客
!

绝胜厨传有悬鱼$

清风一枕南窗外#闲阅床头几卷书$

一个&悬鱼太守(悬起的是精神的大
纛和脊梁的造型$

说古道今

“悬鱼太守”悬起了啥
!

马军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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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科举制发展的承上启下时期，
有些细枝末节，现在读来依然很有趣。

开宝六年（
"&-

年），英明的宋太祖意
识到要为自己的家天下选拔真正有才能，
而且忠于自己的官员，就得亲自“把关”，
于是实行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当时规
定，殿试录取的进士们不需再经吏部来考
试了，直接授官———这就相当于皇帝自己
抓了组织建设、干部任命。

在职官员可考进士
读书，考进士，入仕途，是最光彩的仕

进之路，而且升迁较快，于是，很多通过其
他途径已进入仕途的官员，也想冲刺一下
科举进士考试。那么，国家对这部分“好学
上进”官员的政策是怎样的呢？

这分两个阶段。前期的政策是：作为
在职官员或者是有爵禄者，你可以考进
士，还有个专有名词叫“锁厅”，假如该官
员考生考上了进士的话，那么可以升迁官
位，“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如果考进士
却没有考中，那么，就有些倒霉了，“不中
者则停见任”，意思是，停止现任官职———
所以就宋初来看，在职官员考进士是有风
险的。

直到北宋真宗天禧年间，对在职官员
考进士才有了补充立法：没考上的官员，
另有两次“补考”机会，假如还没考中的
话，才会处分。

其实，在淳化三年（
""B

年），宋朝廷
出台了一个对于在职官员的“利好”：在职

官员凡是参加进士考试合格的，一律“赐
进士及第”。

后期的政策一天比一天人性化。宋仁
宗庆历年间，在职官员考进士，另外给名
额。“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
矣。”（《石林燕语》卷五）———这就有鼓励
在职官员勤奋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建设
学习型机关的味道了。

宋代科举考试对于官员子弟限制得
很严格。范杲是北宋开国名将范质的侄
儿，典型的“官二代”，他一路顺利地通过
了府试、礼部试后，正信心满怀地准备参
加殿试。谁料半路有人放出舆论说，高官
厚禄的世家子弟不应该与贫穷的读书人
争科举名额！———这一来，范家人立即开
家族会议研究，思来想去，范杲那次放弃
了殿试的机会。

遭遇这种“憋屈”的，并不只是范小官
人一个。据史料记载，宋太宗时宰相李告
的儿子李宗谔也顺利地通过了礼部的

考试啊，连殿试的门槛都站上了。
当时“殿试”有个规矩，就是每一个考

生都要当着皇帝与众考官、考生的面，自
报家门、履历，眼看就快轮到李宗谔了，他
非常紧张———因为他爸爸是宰相啊，一报
家门，所有人（包括皇帝）就都知道他是宰
相的儿子了，假如有人稍稍质疑，那么舆
论必将哗然———所以他吓得赶紧推说我
身体不舒服啊，我回家啦！“识相”地放弃
了就要到手的“进士及第”。

! ! ! !

王仁堪（
(.$"A(."-

），字可庄，闽侯县
人（现今福州市人），光绪三年（

(.&&

）中状
元。王仁堪中状元后，援翰林院修撰，任帝
师，教授光绪攻读。他在朝中参与写了三
道奏折。

第一道奏折。他在中状元的第二年即
光绪四年（

(.&.

），发生中俄伊黎边界之
争，出使俄国大臣崇厚未经朝廷批准，与
俄国擅定丧权辱的和约，引起了朝野的轩
然大波。王仁堪同曹国瑾等

B$

人上疏劾
之。光绪帝降诏，定斩监候。以后俄国人为
崇厚说情，方得免死，仍关在监狱里。适逢
慈禧太后五旬大寿，崇厚以“济军”为名，
献出赃银

-*

万两，被赦出狱。
第二道奏折。光绪十年（

(..$

）发生在
福建马尾“中法马江海战”，福建船政钦差
大臣张佩纶、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怯战

潜逃”、“丧师辱国”，败绩传到京城，群情
激愤，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等

-)

人参劾张
佩纶、何如璋，清廷下诏：张佩纶、何如璋
充军。有史料证实潘炳年等的奏疏是王仁
堪主稿。
第三道奏折。光绪十四年（

(...

年），
王仁堪

$*

岁。慈禧有意挪用辞行建海军
的募款数百万两来修建颐和园。这年刚好
发生太和门灾，有遇灾修省之谕，王仁堪
和翰林院修撰曹鸿勋等请罢土木，并直
言，“……若不及时停止，竭泽而渔，岂堪
设想。臣等以为颐和园虽极壮丽在皇太后
所处，不过一室之间，所见不过一山一水
之胜，若因此而民生愈蹙，皇太后虽日居
胜地，未必不戚然不欢也。若罢此而民力
稍纾，皇太后虽高拱法官，未必不欣然色
喜也。……”

由于王仁堪等奏折，颐和园罢工一年
多以后又复工。而在光绪十六年（

(."*

），
王仁堪简放江苏镇江府知府。一麾出守，
同官相顾愕然，认为与王仁堪禀谏罢工颐
和园，违忤当局，故有是命。但王仁堪领命
即行，不以为意，留别诸友诗有：“圣明无
弃材，中外不歧视”句。在王仁堪去世三十
年后，镇江邑人犹呈请在金山中冷泉设祠
奉祀，当时丹徒吴士琦先生有：“一封谏草
触龙鳞，小谪江南润水滨。”之句。

王仁堪的三道奏折是他不寿一生的
闪光之一，可见他忧国忧民、性格梗直，就
在今天看来，也仍可感动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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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最后一位状元王仁堪的三道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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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户对的观念在旧中国非常流行$

&豪门大族(和&书香门弟(多选择与之社
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相当的为联姻的对象

!

利用子女之间的联姻#达到利益之间的互
补#有利于巩固发展家族政治势力和壮大
家族的经济势力$ 不少研究闽都文化和民
俗的学者对沈葆桢家族的联姻状况感兴
趣$ 沈葆桢有七子七女#沈葆桢家族作为
闽都的名门望族# 一百多年来枝繁叶茂#

子孙众多$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
"('(

年前
沈葆桢家族的联姻状况作简单介绍$

众所周知林则徐妹妹林蕙芳嫁给沈
葆桢父亲沈廷枫，林则徐三位女儿又分
别嫁给刘齐衔、沈葆桢和郑葆中。沈家与
林家、刘家、郑家联姻不断。单单在

("$"

年前沈家和林家就连续四代联姻。林则
徐妹妹嫁给沈葆桢父亲是第一代联姻，
沈葆桢与夫人林普晴是第二代，沈葆桢
第七子沈琬庆娶林则徐孙女林步荀是第
三代。沈葆桢第四子沈瑜庆长子沈成鹄
是英国留学生，曾任民国政府外交部参
事

C

驻古巴全权公使等职，其夫人是林则
徐第三子林拱枢之孙女林锦嘉，沈葆桢
四代孙沈觐宸留学法国，曾任福州海军
学校校长，是马尾船政前辈，他的长子沈
祖同的夫人刘兰同是刘崇佑之女。而郑
葆中有八子一女

C

沈瑜庆《涛园集》
D

“两
家同里

C

对门而居。”郑葆中的独女与沈
葆桢四子沈瑜庆同年同月生，青梅竹马，
幼时就订亲，在沈葆桢不断催促下，这一

对表兄妹终于完婚。
陈宝琛曾对林则徐和沈葆桢推崇备

至。说“吾闽百年来名臣最著者，数侯官
林文忠沈文肃二公”。沈家与螺州陈氏家
族联姻关系堪称层次最多。我的祖父沈
觐平（丹元）是沈葆桢嫡曾孙，曾任马尾
船政秘书，祖母陈 如是陈宝璐长女、陈
宝琛的侄女

C

祖母次妹秀贞（ 如）嫁给
祖父胞弟沈觐冕（冠生，曾任海军总司令
部秘书长）。 如逝世后，祖母三妹锦贞
（瑛如）又嫁为沈觐冕继室。所以觐平子
祖牟

+

我父亲
,

、祖彝
+

我叔叔
,

和觐冕子祖
海

+

台湾多项知名建筑由他设计，有台湾
“建筑业教父”之称），三人既是堂兄弟又
是表兄弟

C

亲上加亲。沈觐平去世时，陈
家才女陈懋恒《挽丹元》云：“小阮又持
丧，重感人琴，坦腹况堪亡逸少；东山弥
作恶，兴怀絮雪，伤心忍见哭凝之。”以东
晋王、谢两大豪族隐喻陈、沈两家不寻常
的姻亲关系。沈家和陈家的姻亲关系还
有陈宝琛四弟宝琦的孙子经（叔常，篆刻
家）娶沈葆桢的玄孙女、觐恩叔公之长女
师箴。陈宝璜孙女、陈懋泰女陈庚嫁沈觐
宸次子沈祖筹。又，陈宝屿（竹生，北京法
律学堂毕业，曾任民国时期福建高等法
院第一分院、福建思明地方法院首席检
察官）长女陈露西嫁沈觐康（德国留学）；
陈兆锵

+

民国海军耆宿
,

女陈竹君嫁沈觐
宜

+

来秋，留学德国，曾任职马尾船政局
,

等等。此外，沈葆桢孙沈赞清（演公）之子
沈觐悫（吉逵，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和

陈宝 子陈懋解（夙之，曾任上海印书馆
总经理）均娶近代著名文人李宣龚（拔
可）之妹，是为连襟。

沈葆桢曾任职于曾国藩麾下，与湘军
名将李元度是同僚。沈葆桢次子沈莹庆
+

星海
,

娶李元度女李繁祉。当年李元度得
知莹庆尚未订婚，拜托曾国藩出面作媒。
沈以“路隔数千里，将来诸多不便”辞之，
但推托不果。李元度，湖南平江人，字次
青，著作颇丰，有《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

C

还有《国朝彤史略》、《名贤遗事录》、《天岳
山馆文钞》、《天岳山馆诗集》、《四书广
义》、《南岳志》等。沈葆桢对亲家李元度的
学问非常赞赏

C

曾在家书中提到：“星海
其泰山学问，我为之五体投地”。也许沈葆
桢先是推辞后答应联姻，也是看在李家亦
是书香名门吧。
吴仲翔，字维允，侯官县人。清咸丰五

年举人。由船政大臣沈葆桢荐，调船政办
理文案。后擢为船政提调等职。光绪五年
+!.&"

年
,

三月，代理船政大臣事务。光绪
十一年

+!..'

年
,

，改任船政提调职。光绪
十三年

+!..&

年
,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调仲
翔赴粤委为总办水陆师学堂事务。他是沈
葆桢的妹夫，吴家和沈家几代联姻。吴哲
庵是近代诗人陈衍（石遗）的女婿，民国四
年

+!"!'

年
,

，李厚基聘沈瑜庆、陈衍为《福
建通志》正、副总纂，陈衍与沈家亦为姻
亲，其姐陈仲容为沈瑜庆长兄沈玮庆

+

丹
孙

,

的继室，沈葆桢的长媳。沈家与福州
名人黄巷郭柏荫家和船政萨镇冰家也联

姻。我的二姑陈师任嫁给郭可修，而我祖
父弟弟沈觐笏

+

马尾船政出身
,

夫人是萨
家的千金萨嘉屿。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长乐琴江满族村
是清代重要海军基地，三江口水师旗营就
设于此，是清政府在中国海疆设立的第一
批满族八旗水师营，它的建立比洋务运动
时期在马尾创办的福建水师早

!'*

年。辛
亥革命后，水师旗营后裔纷纷进入马尾船
政或留洋或转入海军，为中国海军输送大
批的精英和各类人才。琴江村也成为中国
目前已知传承最久远的海军世家村落

C

有贾家、黄家、许家等著名的海军世家。沈
家与琴江海军世家联姻也有多例。我祖父
的胞弟沈觐恩，夫人是琴江黄曾益女儿黄
佩蘅，满族人，她就是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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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
年应邀来马尾参加船政文化研讨会台湾
大学沈冬教授的祖母。觐恩叔公的女儿沈
师润又嫁给了夫人的侄子黄世承。

沈家与抗法民族英雄冯子材家和民
国先烈廖仲恺家的联姻鲜为人知。冯子材
（
!.!.E&("*F

）晚清抗法名将。广西钦州
人。同治间任广西提督，中法战起，大败法
军于镇南关，镇南关—谅山大捷是中法战
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年近七旬的老将冯
子材，依靠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广大爱国将
士民众的支持，在近代中外历史上都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我曾祖父沈翊清胞弟沈赞
清的七女沈佩萍就嫁给冯子材的曾孙冯
伟龙。而沈赞清次子沈觐鼎夫人廖承芝是
廖仲恺侄女。

("G"

年前的沈家，联姻时讲究的是
门当户对，多为父母包办，有没有因子女
自由恋爱而联姻的？极少极少。其中我父
母沈祖牟张瑞美的婚姻可算是麟毛凤
角。母亲出生在鼓浪屿一位著名妇产科
小儿科医生家庭。由于我外祖母将房屋
出租，在厦门工作的父亲作为“房客”入
住，与母亲“居比邻、窗相望”，两人得以
相识，

("F'

年自由恋爱结婚。论家庭背
景，父母迥异：父亲一方沈家是古典式的
书香门第，母亲一方张家是洋化的西医
之家；一方遵照传统儒家礼教，一方信奉
的是耶稣基督，差距何其大矣！父母得以
情趣相投，心意相合，相知共携的根本原
因，在于他们对文学有共同爱好，在于他
们对事对人拥有共同的正直与善良，还
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父亲欣赏母亲的
恬静温婉，富有艺术的涵养和与人为善
的处世态度；母亲深谙父亲的热情才气
和男子汉气概，这就是被父亲好友厦门
著名报人陈一民所认为“早定这是一双”
和“妇鸣夫随”的基础吧。

一百多年来，沈葆桢家族的联姻状况
在闽都的名门望族里非常典型。据我所
知，联姻的离婚率为零。虽然成就了一些
青梅竹马、知根知底或自由恋爱的神仙眷
侣，但由于包办婚姻，也存在不少没有爱
情很不幸福的婚姻、一辈子的冤家怨偶。
沈葆桢家族的联姻状况成为了研究闽都
文化和民俗的学者感兴趣的话题。

双 清 今 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