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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代表
的签名册第一页的照片! 签名册是用
白色宣纸印制" 上端印着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中间印了一个大
方框"竖分五行!第一行有中国共产党
五个大字"第二行是毛泽东的签名!

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并不是第
一个报到的人" 而是最后一个报到
的!揭开这段尘封了#$多年历史细节
的人"是已经耄耋之年的孙小礼!

!%&%年"月中旬" 刚从北平贝满
女中毕业的孙小礼负责中国共产党
代表的报到! 她回忆道#

人民政协开会之前$$迟先达
同志交代说# 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

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
代表写% 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
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

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

%月'!日上午" 迟先达同志通知
我#'今晚(时毛泽东主席来勤政殿开
会"同时就来报到& 有摄影记者拍照"

可能还要拍电影"你要做好准备& (于
是我忙着挑选最好的毛笔) 最好的砚
台)最好的墨&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

毛主席在前两行写字" 而后面三行已
经写满了名字" 这样拍摄出来是不是
不太好看)我问先达同志怎么办)他想
了一下" 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
纸" 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
来"盖上已签满名字的后三行"这样"

乍一看"就像一张崭新的签到纸了&

%月*+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
开之前"代表们陆续报到&中国共产党
的正式代表!,人"候补代表*人& 陈云
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 孙小礼请他
在第三行上端签了名& 之后"刘少奇)

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报到签名" 首席
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

孙小礼的回忆文章记录了毛泽东
签到的情况# 那天许多人已先来到勤
政殿"毛主席一进门就被他们围住了"

一一与毛主席握手问好" 过了好一会
儿"毛主席才来到报到处"郭沫若)李
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跟着簇拥到
他的身旁"说要看毛主席写字&这时四
周灯光齐亮" 好几个摄像机镜头已对

准毛主席&待他一坐下来"我就大声地
说#'毛主席" 请你在第一行写党派名
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名字"请
不要写到第三行里去& ( 他诧异地问
我#'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写)(

我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最后干
脆补了一句#'就是只在这两行之内
写"不要写到上面这张纸上&(他笑了
笑"像是看穿了我们所做的手脚"说#

'好吧"我照你说的写& (他在第一行
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
'毛泽东(& 然后他放下笔起身离开"

周围的人也同时散去& 啊- 这时我才
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
代表的签到任务&

孙小礼的回忆文章是.$$%年发
表的&在此之前"人们只能看到"在作
为珍贵文物保存的签到册上毛泽东
的签名排在第一%而当年拍摄的纪录
片上"毛泽东也是在空白签到册上签
的字"因此"很容易作出毛泽东是第
一个报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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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皇帝"

尽管如此" 他却非常重视图书的收藏&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化图书馆"就是
由隋炀帝在,$/年前后建成" 这在当时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隋炀帝登基后"为确保国家藏书的
质量" 他命令当时主管文化事业的官
员)秘书监柳顾言将当时馆藏的所有图
书重新进行修订"将重复的和低俗的图
书全部删除& 后来"整理出了正本图书
三万七千多卷"藏在隋朝皇宫东部的修
文殿& 接着"隋炀帝又让秘书阁将国家
的藏书每部抄写五十卷副本"分为上)

中)下三品& 上品图书用红琉璃轴"中
品图书用绀琉璃轴"下品图书用漆轴"

分别藏在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部观文
殿的东西两厢&

当时"东厢房藏着甲乙部$FGH

IG%的图书"西厢房藏着丙丁部$JG

HKG%的图书& 观文殿的后面筑造了
东)西二台"东面的名为'妙楷台("西面
的名为'宝迹台("妙楷台收藏古代书法
珍品"宝迹台收藏古代绘画真迹&

隋炀帝建成的自动化图书馆在皇
宫的观文殿前"共十四间& *文献通考+
经籍考,说#'

$LMN%于观文殿前为书
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

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
外地中施机发& 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
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户扉及厨扉皆
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这段记载"生
动地描述了这个自动化图书馆的情况#

随着飞仙的启动"幔帐可以收放"各书
柜的门还可以自动开关& 这在古代"确
实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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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做了皇帝后"是很想有一番
作为的& 遗憾的是"他天生就是一个充
满文艺气息的人" 若是专心于艺术创
作"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让他当
一个大国的领袖"似乎不是那块料& 但
宋徽宗曾经为做一个好皇帝而努力过"

比如" 为了救助社会上的贫困群体"他
曾经在京城开封创办了一套完整的国
家福利系统"设立了不少福利院用来救
助无家可归的人&

开封作为北宋的京城"当时的流动
人口很多"出现了贫困潦倒和体弱多病
的群体&在一个完全依赖家族扶助的社
会中"不少无依无靠的人成了乞丐和流
浪者"在市井中徘徊挣扎"生活非常困
苦& 宋徽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召开专
门会议"和当时民政官员商议"采取国
家救助措施来救助这些人& 于是"在宋
徽宗的直接领导下"一整套完备的福利
体系在开封建立起来了& 当时"开封的
福利院有'居养院("是为穷人提供食物
和人身保护的收容所%有福利医院'安
济坊(" 为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提供免费
医疗%'漏泽园( 是为那些家境贫寒)无
以为葬的人和无主尸体提供免费墓地
和服务的殡葬机构&

宋徽宗设置的公共福利体系规模
很大"满足了当时开封城里大部分穷人
的需求&然而"尽管他做了很大努力"也
无法周全地照顾到所有穷人"仍然有许
多人流落街头& 大观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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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宋徽宗发布法令"要求开封城的所
有公务员注意"只有寡妇)鳏夫)孤儿和
那些完全无家可归的人才能到免费的
居养院接受救助& 另外"居养院还收留
了乞丐.万多人&即使到了金兵入侵)开
封沦陷的前一年" 宋徽宗依然下令"要
京城开封的官员关注贫困群体的生活
问题"足见宋徽宗为当一个好皇帝而作
出了不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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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兵不厌诈& 以假乱真)乱中
取胜的战例很多"而且常常充满戏剧
性& 二战中"日军就既尝到过以自行
车冒充坦克吓退英国守军的甜头"也
在夜间躲避美军的土豆贻误战机而
吃到苦头&

0%&0年0.月" 山下奉文率领的日
军第./集团军" 集中了.$$辆坦克"在
马来半岛发动了一场猛烈的 '装甲攻
势(&日军气势汹汹"仅一个月时间"就
横扫大半个马来半岛&由于进军迅速"

造成油料短缺" 而且许多坦克得不到
维修"日军的'装甲攻势(被迫停顿&

山下奉文苦无良策&一日"他走到
自行车联队时" 只见一个士兵骑着剥
去车轮外胎的自行车" 金属轮碾在路
上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 山下奉
文猛然间发觉" 这声响和坦克履带碾
在地面的声音很相似"顿时心生一计&

他命令把军中所有自行车外胎统统剥
掉" 让士兵带着这些只有铁轱辘的车
子"乘夜色发动一场新的'装甲攻势(&

入夜"随着炮火的轰鸣"英国守
军阵前响起'咯啦)咯啦(的声音"惊
慌失措的英国守军士兵一边大呼'坦
克("一边撤逃&日军轻松地拿下了马
来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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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1月中旬的一天" 项英
化名周松山"陈毅化名老刘"两人
装扮成富商"身穿长袍"头戴礼帽"

手拄文明棍"在化装'仆人(的原信
丰县委书记曾纪财和两个警卫员
的陪同下" 来到了赣粤游击根据
地& 但为何已化名'老刘(的陈毅"

又叫'大老刘(呢-

0%1/年夏"国民党军队加紧了
对赣粤边游击区'清剿("妄图一举
消灭红军游击队& 红军游击队的活
动越来越艰难" 他们长年累月钻山
沟"住茅棚和山洞"经常转换地方"

没有固定的住地& 这年0$月"项英)

陈毅和特委领导人转移到信丰县谭
塘坑滴水垅& 一天信丰游击队得到
敌人一个重要情报" 要交通员郭洪

传迅速送给陈毅&正巧项英)陈毅和
特委)县委领导在棚子里开会&郭洪
传让警卫员去通报"请'老刘(出来
一下&一听要'老刘(出来一下"参加
会议的陈毅和信丰县委书记刘符
吉) 少共特委书记刘新潮都一起走
了出来"问郭洪传有什么事&郭洪传
一看三个'老刘(都出来了"于是他
就指着陈毅说#'我找这个老刘& (

事隔不久"新城交通站又送来
情报" 要郭洪传交给在上乐指挥工
作的刘新潮&此时"刘新潮到滴水垅
向特委汇报工作去了" 郭洪传立即
赶往滴水垅&恰巧"三个'老刘(又都
在那里&郭洪传叫老刘出来"但三个
'老刘(都面面相觑"仍旧坐着"都没
有出来& 无奈" 郭洪传只好央告项

英#三个'老刘(要分大小命名"不然
我送情报给他们当中的一人" 遇到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侯" 一叫老
刘" 又会出现不是全部答应就是全
部不答应& 项英想了想"说#'好"三
个老刘都定个名字&(郭洪传以试探
的口吻说#'这个老刘个子高" 身材
魁梧$PQR%

"就叫大老刘%他$P

STU%个子中等就叫中老刘%那个
老刘$PSVW%个子矮小"年龄也
小"就叫小老刘"这样区别可以吗-(

陈毅听后哈哈大笑#'给我取大老刘
的名字取得好" 我不仅个子比这两
个老刘高"年龄也比他们大&(从此"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的
老百姓都叫陈毅'大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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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福建省邵武市一名民间收
藏家公布了一批珍藏已久的中国工农
红军时期发行的红军股票和红军油
票" 还有红军时期佩戴的胸章和使用
的印章"在国内极为罕见"弥足珍贵&

当天展示的记名式 '红军股票(

发行时间为!"#$年%月&日"距今已%'

年历史& 这枚'红军股票(为芦苇浆纸
质"淡黄色"票幅为(&)!*+*厘米"为单
张单面印制"其图案)文字均呈深赭
色油印"整幅票面均由对等对称的花
纹框边"且由相对规则的点)线)面相
结合的暗记类花边构成&

收藏界专家从票面上的记录考证
后认定"这次展出的'红军油票(的发

行时间在!"*,年"月至-"**年上半年之
间"距今已%"年历史& 这张'红军油票(

为当年中央苏区瑞金生产的芦苇浆薄

纸印制"纸质淡黄& '油票(的票面和边
缘已霉损破旧"有的文字已难以确认"

对研究中国工农红军历史具有重要史

料价值& !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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