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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鹏飞
本报通讯员 陈淑锋 李娜

历经沧桑而能存世的水利工程，往往因之
在历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位于东平县的戴
村坝建设六百年来，即以其在京杭大运河得以
南北贯通的核心作用得到人们的尊重，并被中
国大运河申遗考察组称为“中国第一坝”、“大运
河之心”。

毛主席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工程”

戴村坝横跨大汶河，1411年(明永乐九年)始
建，此后褒扬不绝于史，近人评价首推毛泽东主
席。1965年，在接见山东党政主要负责人时，他称
赞戴村坝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当年策划、主持
修建这一工程的汶上人白英为“农民水利家”。

对戴村坝的赞颂，首先是因为它对京杭大
运河的关键作用。肇始于春秋时期的运河，一直
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隋开大运河，
运河经济的影响从区域性演变为全局性，盛唐
时代“不胜其利”。至于元朝，运河南北贯通，在
明、清两代更成为全国的经济命脉。其中，山东
段运河的开通是核心。

在元朝之前，运河的走向起自余杭，北向至
徐州附近折而西行，至当时的国都如长安、洛阳
和开封，整体呈东西方向；元代定都大都(今北
京)，运河的走向也随之改变。历史地理学家史
念海比喻说：“若以现今的徐州市为中心，则国
内主要的运河干线由东西方向改变为南北的方
向，其间差不多成了一个九十度的直角。”

1274年，著名的科学家、元都水少监郭守敬
奉命在鲁西地区进行水文和地形勘察测量，认
为山东具有沟通南北大运河的优越条件。此后，
相继开挖了济宁至须城(东平安山)的济州河、须
城至临清的会通河，再加上后来开通的通惠河，
由大都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全线沟通，较隋代
大运河运道缩短了1000余里。这条长达1800公里
的运河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是世
界水利史上的一项杰作。

但是事实上元代漕运并不发达，由南方经
运河北运的粮食，一年不过40万石左右。水利学
家姚汉源说：“元代盛行海运，京杭运河为商旅
之助而漕运不多。”其间的障碍，是山东段运河
不畅。

山东运河约300里，最大难题是水源。因为
大部分为人工河，所以全靠汶、泗诸水及山泉水
源补给、济运，因此也称“泉河”。元代曾采用“遏
汶入洸”的办法，即在汶河上筑堽城坝引汶水在
济宁分流南北济运，但济宁较其北边的南旺地
势低，水小时难于北流，水枯时经常断航。

戴村坝的意义，在于有效地“引汶济运”，用
有限的水资源保障了运河的畅通。坝位于汶水
中、下游分界，所处地势较南旺高，水顺人工开
挖的小汶河流到南旺，实现南北分流。

明代修建戴村坝后，河道加深，漕运畅通，
“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开通的第一年，通过运
河输送到北京的粮食就有646万石，此后常年400
万石左右，漕运能力10倍于元王朝。沿河德州、
临清、济宁等11处府州县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
都会，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白英贡献了什么

提起戴村坝，不能不提“汶上老人”白英。白
英，字节之。所谓“老人”，是明代的官称，有两种
说法：一是乡官，洪武二十八年，仿汉代三老设
立；二是河工夫头，管理维修铺夫。由于后者设
立时间不清，许多人更倾向于他是乡官“老人”。

作为“农民水利家”，白英最大的功劳体现
在“白英策”：1411年，明工部尚书宋礼奉命，征
集军民16万(一说30万)重开会通河(包括元代的
济州河和会通河)，白英提出建议说：南旺是南
北的水脊(分水岭)，筑“戴村坝，遏汶水使西，尽
出南旺”，可收实效。宋礼采纳了白英的建议。此
后经历代整修、完善，汶河水经戴村坝入南旺，
七分北流，以济漳、卫；三分南流，以济黄、淮，而
漕运通。民间因之流传着“七分朝天子，三分下
江南”的谚语。

白英的这个建议，奠定了戴村坝的基础，并

成就了大运河500多年的繁华。康熙皇帝曾说：
“朕屡次南巡，经过汶上分水口观遏汶分流处，
深服白英相度开复之妙。”

所谓“功高为神”，此后，历代对宋礼、白英
都有褒奖。1516年建宋礼祠，并附祀白英。1597
年，工部主事胡缵撰写祠记，并有联“天下无二
老，泉河第一功”，清雍正年间被敕封为“永济
神”；光绪五年分别敕封宋礼、白英为“显应大
王”、“白大王”。

但宋礼、白英的事迹，明实录记得很含糊。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记载是1496年成书的《漕河
图志》，有“用汶上县老人白英计”的记载；戴村
坝的规模，最早是宋礼奏章里提到“河中宜筑
堰，计百八十丈”，当即戴村坝原计划长度；至弘
治末、正德初，追叙宋礼功绩，始提及“于汶上县
戴村地方，筑一土坝，横亘五里。”实际长5里13
步；所筑土坝也历经演替：清代以坎河口坝接近
土坝，后遂指坎河口坝为戴村坝，原5里土坝并
入堤防了。分水口初无任何控制，南北闸的建设
距宋礼开分水口整70年；直至1503年，南旺分汶
水代替了济宁分水。

但是按今天的眼光看，白英的贡献是了不
起的。在他之前，郭守敬曾相度地势，确定了济
宁分水的方案，郭是最早发明“海拔”概念的人，
但南旺这个“水脊”却与他失之交臂；在他之后，
直至上世纪初，郑肇经著《中国水利史》才确认，
以江淮水面为0计算，南旺湖面高出江淮水面38
米，为南北最高处之一。

更重要的是，戴村坝的建成，在下者如白
英，身处岩穴不忘国事；在上者如宋礼，虚怀若
谷广纳善言。我们在许多伟大的工程中都能看
到这种智慧的融合，这或许是戴村坝更大的意
义所在。

精巧绝伦的系统工程

自元至清，历朝对戴村坝屡加整修改建，明
万历年间整修3次，清朝整修6次，清末建成目前
规模，由主石坝、窦公堤、灰土坝三部分组成，全
长1599 . 5米。主石坝长437 . 5米，由南至北又分滚

水坝、乱石坝、玲珑坝三段。作为济运水源，同时
兼顾防洪，设计颇具匠心：玲珑坝比滚水坝高10
厘米，乱石坝又比玲珑坝高20厘米。随着汶水水
位的升降，三坝分级漫水，调节入运水量。特大
洪水到来时，三合土坝自行漫水，泄洪保坝。太
皇堤则既能帮助三合坝泄洪，又能正面迎水、保
护主坝。正如碑文所载：“水高于坝，漫而西出，
漕无溢也；水卑于坝，顺流而南，漕无涸也。”

戴村坝屹立六百年，中间虽有损毁，但工程
建设精巧绝伦。河底沙层深厚，设计、建设者展
现了高超的智慧。三合土坝是清道光二年增筑，
坝身全部用三合土夯打而成，坝面用杨藤熬汁
与三合土拌和料筑成，从1880年—1967年88年
间，坝顶溢洪十次以上，共揭光三批三合土，削
减坝高0 . 6米，而坝身依然稳固。窦公堤底宽仅
1 . 3米，若按现代理论计算，底宽均应在3-4米之
间，才满足抗滑抗倾要求，能经历近百年的流水
考验，原因是在背后有0 . 8米宽的三合土基础起
着支撑作用。2001年8月戴村坝被大水冲决，在此
后的修复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发现乱石坝的
神奇之处：坝底部为柏木排桩，三合细土填筑联
为一体；坝表面为五层大块石(万斤石)，相临石
块间以铁铆扣相连，以杨藤水三合土灌石缝，上
下左右间用铁铆闩相连；桩顶与石间，隔有多层
黄表纸，使桩基受力均匀；坝前有柏木桩基，呈
梅花形，桩表面进行火烤防腐处理。

民国初年，全国水利局聘请的荷兰水利专
家方维因说：“此种工作，当十四五纪世纪工程
学胚胎时期，必视为绝大事业。彼古人之综其
事，主其谋，而遂如此完善结果者，今我后人见
之，焉得不敬而且崇也。”

新建的戴村坝博物馆更展示了先人治河所
用的工具，包括各种开工的硪(用人力砸地基或
打桩等用的工具)、夯、石壮、车等，多为木、石制
造。很难把这些简单的工具和这样伟大的工程
联系在一起。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感叹：“运河非一二
人之力，非一时之功……其创修则智者出其智
慧，有力者挥洒其血汗，参预者当以兆亿计。心
血凝聚不可以升斗量！”信哉斯言！

■ 探访齐鲁历史文化遗产

戴村坝风雨600年，作为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的“心脏”，并以其所蕴含的高超智慧和卓越成就，得到古今中外人士的赞誉———

毛泽东称为“了不起”的水利工程
汶水经戴村坝入南旺，分流南北济运，六百年间，

遗迹甚多。2008年3月至10月，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物
局组织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合作，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多家机构对南旺分水
枢纽工程和分水龙王庙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工作，摸清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遗产现状：

1 .分水枢纽系统工程的调查和测绘：
水柜(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 大部分湖堤有

遗迹可考，与运河和小汶河的交接关键点清楚。计算
出了南旺湖面积108 . 51平方公里，马踏湖面积14 . 70
平方公里，蜀山湖面积51 . 78平方公里。

小汶河从戴村坝到南旺分水口直线距离38公里，
高差13米。河道总长约70公里，降低了水的流速。

十里闸、柳林闸和寺前闸 柳林闸和十里闸建
于1481年，曾并称为南旺下闸和南旺上闸，寺前闸建
于1506年，三闸基础保存尚好。

老源头泉、薛家沟泉、鸡爪泉 聚集在泰沂山地
西麓低山丘陵地带的山泉之水也是政府解决运河水
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调查中发现老源头泉、薛家沟
泉、鸡爪泉和白沙泉碑，薛家沟泉碑。

2 .南旺分水口及附近河道的调查和发掘：
南旺分水口 发掘结果展现了小汶河河口的横

断面，北侧发现木桩和石板，南侧发现草土围堰。据
说，在南旺分水口有可移动的鱼嘴形分水嘴，但未发
现任何痕迹，或需全面揭露、或已破坏。

龙王庙前石驳岸 据文献记载，并参照老照片了
解，南旺分水口迎水面，也就是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前有
一段长约220米，宽约7～8米，高约6米的石砌堤岸。驳岸
石条已在20世纪六十年代被村民取走，只有少数石块
散落在河道淤泥中。经解剖，石条内侧夯土基础尚在，
基本上可以复原石驳岸的位置。

弘治拾年河堤 在运河河道调查和发掘中，清
理了一段长约40米的运河东堤，河堤用青砖和条石
构筑。上铺一层条石，中间砌九层青砖，平砌错缝，下
筑七层条石为基。

河道中平行的木桩 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两排大
致与运河砖石堤岸平行的木桩，北排木桩在砖石堤
岸南13-14米处。通过对两条东西向探沟的地层堆积
分析，此排木桩应是在一定时期运河北岸向南移动
后的河堤，时代晚于弘治十年的砖石堤岸，具体年代
尚待进一步分析确定。南排木桩与北排木桩相距约
50米，应该是运河某时期的南堤。

许建口闸 许建口是连接小汶河和马踏湖的通
道，结构框架清楚。闸体用石灰岩条石错缝砌筑，条
石两端多有燕尾槽，用于锔扣连接。闸底铺石板，石
板下有梅花木桩闸基。

3 .南旺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
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开始修建分水龙王

庙，有龙王殿、戏楼及钟楼等建筑；明正德七年(1512年)
建宋公祠、白公祠和潘公祠；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建
禹王殿，其后相继增建了莫公祠、关帝庙、文公祠、蚂蚱
神庙、观音阁等建筑，规模持续扩大，到清朝末年已经
形成一座结构和功能完备的大型建筑群落。随着运河
的废弃，年久失修，建筑物多已倒塌掩埋。

经清理和发掘，该建筑群总体由东、中、西三路建
筑组合而成，均为砖木结构。其中东路由牌坊、山门、
戏楼、钟鼓楼、龙王大殿、关帝庙组成，以龙王庙、关帝
庙为中心；中路由水明楼、过厅、东西厢房、禹王殿、观
音阁组成，以水明楼、禹王殿、观音阁为中心；西路由
大门、六角亭、过厅、潘公祠、白公祠、宋公祠以及院墙
组成，以宋公祠为中心。上述诸建筑基址分别组成三
进院落，并由甬道和过门连通形成一有机整体。

(李鹏飞据《南旺分水枢纽遗址考古纪实》整理)

·相关链接·

南旺分水枢纽遗迹

1931年7月23日，天刚蒙蒙亮，上海火车站
北站出口处，一些神秘的身影在熙攘的人群中
时隐时现。铁血锄奸团团长王亚樵埋伏在车站
的隐蔽处，正目光如炬地注视着过往的每一位
旅客。与此同时，车站的另一处，大流氓头目常
玉清也正带领着一帮杀手，怀揣着上了膛的手
枪，严阵以待。

7点45分，从南京开来的55次列车缓缓驶入站
台，列车停稳后，两名身着白色哔叽西服、头戴白
色硬壳太阳帽的官员气度不凡地阔步迈出，其中
一位便是经常见诸报端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
长宋子文。就在这时，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
霎时间，刺客从四面八方窜出，浓烟中，枪声四
起，流弹横飞，一名白衣男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两路刺杀同时预谋

1931年6月，反蒋派广州国民政府的中央监
委萧佛成和马超俊给王亚樵带来了上级的最新
指示：刺杀宋子文。

1931年7月22日，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办公室
的宋子文，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立即吩
咐秘书去购买当晚前往上海的火车票，准备隔
天和在上海的妻子一起奔赴青岛看望母亲。

而此时，上海虹口一带的大流氓常玉清被
带到了一处秘密宅邸，一个神秘人物以两万日
元和若干海洛因作为酬劳，要求常玉清去杀一
个名叫重光葵的日本人。

重光葵，1887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曾先后任日
本驻德、英、美大使馆官员、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
课长、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等职。1929年出任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兼任日本驻华公使。

7月22日，重光葵正按惯例在南京的日本公
使馆办公。这时，秘书敲门进来，递给他一张当
晚返回上海的55次列车车票。

同一天，王亚樵接到线人密报，获知宋子文
将搭乘当日夜车返回上海，他连夜布置停当。

与此同时，常玉清也接到了在上海北站刺
杀重光葵的秘密指令。常玉清虽没见过重光葵，
但据可靠消息，重光葵酷爱穿白色西装，要识别
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重光葵经常与宋子文同
坐一列火车返沪，只要两人同行，总要在出站口
互相寒暄谦让一番，而宋子文的照片经常见诸
报端，大家不会陌生。于是，常玉清告诉手下，到
时候，与宋子文一同出站、并且穿白色西装的男
子自然就是重光葵了。

刺杀背后的历史渊源

1931年7月23日，对于宋子文来说，则是多
灾多难的一天。这一天，他的母亲倪桂珍在青岛
别墅去世，而上海北站又杀机四伏。同样，等待
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也是一群杀手。这看似
偶然的场景背后却潜藏历史渊源。

事情要追溯到1930年，由于蒋介石的军事

独裁统治，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各派反蒋势
力层出不穷。这时，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
定训政时期“约法”，这令很多国民党官员心生不
满，其中包括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就是为了使国民党一
党专政以及蒋介石个人独裁合法化，而制定的一
系列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

胡汉民竭力反对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为
此，蒋、胡二人唇枪舌剑，矛盾越积越深。蒋介石甚
至将胡汉民幽禁于南京汤山，限制其行动自由。

胡汉民被软禁的消息传出，胡夫人为营救丈
夫，立即找民智书局的林焕庭商量。林焕庭与胡汉
民是儿女亲家，他对蒋介石也是早有成见，听到此
事更是怒火满腔，连夜邀请好友密谋，并暗中疏通
王亚樵，计划借刀除掉蒋介石，以解救胡汉民。

在《中国名人轶事录》一书中曾有过这样的记
载：王亚樵自北伐开始，就与蒋介石闹翻了脸。他
曾扬言，刺杀蒋介石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这也正
是林焕庭选择王亚樵作为刺客的重要原因。果然，
王亚樵二话没说便应允下来，并暗中接受了反蒋
的广州国民政府20万元巨款作为行动资金。

可是，就在1931年6月，王亚樵刺蒋失败，在他
心有不甘之时，他的故交、广州国民政府中央监委
萧佛成和马超俊登门造访，于是就有了密谋刺杀
宋子文的那一幕。

宋子文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就是
蒋介石的“输血机器”。杀了宋子文，就等于阻断了
蒋介石的经济命脉，以达到杀鸡儆猴、逼蒋下台的
目的。从成功率的角度来讲，宋子文只是一介财政
部长，不是军政人员，因此，他的戒备不会像蒋介
石那么森严，行刺也会比较容易得手。

于是，宋子文便无辜地成为了反蒋派遏制蒋
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牺牲品。如果说，刺杀宋
子文，其目的是针对蒋介石，那么，刺杀重光葵又
是为了什么呢？

重光葵作为政府官员，大力推行“积极对华”
的侵略政策，坚持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
为主要方式，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反对使用
武力侵略中国，不主张策划阴谋挑起事端，因而成
为日本军部推行战争计划的严重障碍。

由于重光葵与日本军部的政策相左，因而成
为军部的眼中钉。于是，曾参与策划多起侵华事件
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被派往上海，就是接受了
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令，秘密除掉这个眼中钉。

宋子文死里逃生

7月22日晚，宋子文心情抑郁地踏上从南京开

往上海的55次列车，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
乘坐同一趟列车返回上海。

7月23日早晨，王亚樵带领手下早已埋伏在
车站一隅，静候目标出现。此刻的他做梦也不会
想到，同一车站的另一个隐蔽处，另一伙杀手也
正张弓以待，他们就是常玉清的人马。7点45分，
晚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沪宁55次列车缓缓驶入
北站。列车停稳后不久，两名气度不凡的官员从
容不迫地出现在车站出站口，他们身着白色哔
叽西服，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其中一人手提黑
色公文包。此时，隐蔽在暗处的刺客们早已把枪
口瞄准了他们的心门。就在这一刻，远处突然传
来“砰砰”两声枪响，众人还来不及反应，王亚樵
的人马就以为是行动信号，便对那名手提公文
包的男子拔枪射击，顷刻间，男子中弹倒地。这
时，常玉清一帮人也迫不及待地冲了出来，对着
倒在血泊中的男子猛烈射击。霎时间，车站枪声
四起，流弹横飞，有人扔出了烟幕弹，刺客们乃
趁着烟雾纷纷逃逸。一场混战直到结束，王亚樵
和常玉清都还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

待警方赶到车站时，现场除了几具尸体，还
有两枚烟幕弹弹壳，然而，蹊跷的是弹壳上竟然
画有“斧头帮”的标记，而“斧头帮”正是铁血锄
奸团的前身，帮主不是别人，正是王亚樵。难道
老谋深算、久经沙场的王亚樵会如此粗心，将自
己的行刺证据遗落在凶案现场吗？

就在刺杀行动完成的当天晚上，满心欢喜
地前去邀功领赏的常玉清，却遭到了“幕后老
板”田中隆吉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而与此同
时，王亚樵正与手下弹冠相庆，把盏痛饮，就在
这时，王亚樵的妻子拿着当天的报纸进来，带来
了一个晴空霹雳的坏消息。

在1931年7月23日的《申报》上，刊载了这样一
条消息，标题是：《上海北站发生枪击事件，宋子
文部长死里逃生》。原来，宋子文没有死，重光葵
也没有死，死的人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

半路杀出个郑抱真

如此精心策划、胜券在握的谋刺，为何却以
失败告终呢？案件远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或许连田中隆吉自己也不曾明白失败的真正原
因，因为他不知道，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特殊人
物，他就是铁血锄奸团的另一名核心人物郑抱真。

郑抱真青年时投军，后加入王亚樵的铁血
锄奸团，以办事机警见称，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

之一。
为确保刺宋计划的万无一失，王亚樵派郑抱真

带领一组人马先行南京，以打探宋子文的行踪。郑抱
真去了南京不久，便买通了宋子文的一名手下、南京
国民政府财政部的主办会计。

1931年7月22日，这个财政部主办会计密报宋子
文奔赴上海的具体行程。郑抱真立刻意识到这是动
手的绝佳时机，便当即通知了王亚樵。然而，其后郑
抱真却得知，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行动时间
和地点竟然和王亚樵刺宋的时间地点完全一致。事
情竟然巧到如此地步，令郑抱真寝食难安，多年的经
验告诉他，这绝非偶然巧合，而一定是另有玄机。

果然，常玉清得了田中隆吉的指令后，命手下在
烟幕弹弹壳上画上王亚樵的铁血锄奸团的前身、“斧
头帮”的标记，于行刺重光葵得手后，投掷烟幕弹掩护
撤退，并把弹壳丢弃在现场，作为栽赃王亚樵的罪证，
如此一来，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就必须承担责任了。

假如不加阻止，而是听任这两帮人各自动手，那
么，无疑就中了日本特务借刀杀人、栽赃嫁祸之计，
假如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那么王亚樵就要背负洗刷不清的罪名了。

郑抱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毅然决定，乘坐当
晚与宋子文、重光葵同一列火车返沪，到达北站后自
己提前下车阻止行动，并设法给重光葵以信号，破坏
常玉清的刺杀计划。

然而，7月23日，列车停靠后，由于普通车厢人多
拥挤，郑抱真没能及时下车。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
宋子文已经出现在人群之中，与他并肩的还有一位
身穿白色西装的男子，貌似重光葵，眼看着两人就要
走到出口处，进入埋伏圈了，情急之下，郑抱真只得
跳出车窗，对着天空连开两枪。

这两声神秘的枪响，正是郑抱真为了阻止暗杀
行动而发出的信号。但是，一切都被误解了，王亚樵
误以为是自己人要求增援，便立刻拔枪相助。而常玉
清一帮人则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忽然瞥见宋
子文就在眼前，便马上断定，与之并肩而立的那名白
衣男子，正是他们的行刺目标重光葵。于是，混在人
群中的常门刺客便趁乱射击，见目标倒下，乃投出烟
幕弹，撤退时当然也没忘记丢下事前画好“斧头
帮”标记的那两枚弹壳。只是他们没有料到，倒地
毙命的男子并非重光葵，而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
唐腴胪。

那么重光葵又是怎么躲过了一场生死大劫呢？
说来也巧，重光葵经常乘坐的55次列车，每次都是过
了真如车站后由列车员把这位“贵宾”唤醒。偏巧这
一天，列车鬼使神差地在苏州站出了故障，睡眼朦胧
的列车员误以为真如车站已到，便叫醒了重光葵，结
果，惹得这位公使大人大发脾气。抵达上海北站后，
心绪烦躁的重光葵已无心等候宋子文并行，便独自
一人离开了车站。

对于重光葵提前下车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说法
是，重光葵已经得到密报，车站伏有刺
客，所以他才一反常态，故意提前下车。

宋子文惊魂

宋子文(1894年—1971年)，广东文昌(今属海
南)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
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继入哥伦比亚大学
获博士学位。1923年，经二姐宋庆龄推荐，担任
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政治
仕途，曾历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院
长、外交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广
东省政府主席等职务。1945年，宋子文出席联合
国大会，任中国首席代表，同年6月赴莫斯科与
斯大林会谈，8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1949年1
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辞去广东各职，前往香
港，后移居美国纽约。

王亚樵(1887年—1936年)，又名玉鼎，字擎
宇，谱名玉清，安徽合肥人。他是斧头帮的帮主，
后成为铁血锄奸团团长，令很多官员对他谈虎
色变。王亚樵被称为“中国暗杀王”、“民国第一
杀手”，曾先后策划暗杀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
等行动。日本侵华早期，日军最高司令官白川义
则大将就丧命于他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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