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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热死的名人：

苏轼暑热中去世

赵明诚中暑病倒

七月正式进入“三伏天”，面对三十几度的高温，现代人可以躲进空调房里，但是古代人就没这么幸
运了，有很多古代名人居然是因暑热而死。
■来源：中国新闻网

苏轼：旅途劳顿，暑热中去世

轶闻秘事
YI

有关苏轼的轶闻趣事数不
胜数，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
大文豪竟然是因暑热而死。
据史料记载， 元祐八年
（1093年），大宋朝廷因掌握实权

的高太后去世而风起云涌，各派
势力权斗激烈，最后旧党大臣们
失势，苏轼被新党大臣贬为宁远
军节度副使，又被贬至惠阳（今
广东惠州市），隔了几年，他被再

贬至更远的海南岛。 当时的海南
尚未开发，文化落后不说，还道
途偏远，湿热异常，完全是达官
显贵们畏惧的险途。
还好， 苏轼心理素质不错，
在这外放的数年间， 他以苦为
乐，努力适应艰苦生活，读书写
作， 甚至还创造了许多美食，结
交了很多穷朋友。 后来逢宋徽宗
上台， 徽宗皇帝爱苏轼之才，加
之 正 赶 上 建 中 靖 国 元 年（1101
年）的朝廷大赦，于是特别恩准
苏轼北归。 但是此时的苏轼已经
老了，身体极差，又正赶上夏季
高温，终因旅途劳顿中暑。 慌作
一团的家人没有采取什么有效
的抢救措施，苏轼于当年七月二
十八日去世。

赵明诚：为养家，赴任途中中暑病倒

赵明诚是宋代著名的金石
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但是他
最让世人知晓的身份应该还是
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 赵明诚系
出名门，父亲赵挺之是宋徽宗时
的 宰 相 。 建 中 靖 国 元 年（1101
年），也就是苏轼去世的这一年，

他在父亲的主持下，与当时礼部
员外郎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结
婚。 婚后的赵李二人夫唱妇随十
分恩爱。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
年金兵开始南侵， 时局动荡，家
中财物丧失殆尽。
为了能够养家糊口，赵明诚

急需出仕为官。 于是在建炎三年
(1129年)五月，赵明诚接受朝廷
任命出守湖州。 按宋朝规定，地
方官员任职前， 要到中央报备，
有些还需要接受皇帝的当面问
询。 赵明诚也不例外。 得到准确
任职信息后，赵明诚就马上冒着
六月的酷暑奔赴建康（今江苏南
京）， 准备觐见在此避难的宋高
宗。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
建康正是高温肆虐，赵明诚赶路
心急不注意防暑，才几天就中暑
病倒，李清照得知丈夫病危心急
如焚，带着惊慌和忧虑，赶到建
康去见丈夫。 然而回天乏术，赵
明诚还是于八月十八日去世，年
仅49岁。 从此李清照将自己对丈
夫的思念， 全部放入其词作中，
创作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名作，
至今仍为文学爱好者们所吟诵。

郑成功：天热突发不适

南明永历十二年至十四年
（1658年-1660年）， 郑成功三次
出兵抗清，在福建沿海取得多次
胜利。 但是由于这时的清廷已经
站稳脚跟，力量太过强大，因此

郑成功转变策略，开始收复被荷
兰人占据的台湾。 永历十五年
（1661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
五千人、战船数百艘，自金门出
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经激

战，终于将台湾收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在
郑成功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他
却突然去世，年仅37岁。 史书对
郑成功去世的记载模糊不清，传
闻多种多样。 其中与郑成功同时
代的李光地写有一本书叫《榕村
语录续集》，该书记载，郑成功之
死，是因为突发不适。 当时，一个
叫马信的亲随， 找来医生治疗，
医生认为郑成功是天热中暑，遂
“投以凉剂，是晚而殂”。 如果将
郑成功去世时间换算成西元纪
年 大 约 是 公 元 1662 年 的 6 月 23
日，这天正是夏至前后，中暑可
能性还是极大的。

WEN

MI

SHI

恐怖屠杀传闻：
成吉思汗1小时内杀175万人？
近日美国著名历史学和人
类学专家约书亚·克拉克发表
文章， 向读者再次重新分析和
审视了历史上最著名的领袖成
吉思汗， 解密了一些有关成吉
思汗的谜团， 特别是向世人揭
开了成吉思汗1小时杀死174.8
万人的历史传说。
克拉克认为， 在冷战结束
后， 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和历
史作用又重新被世界所认识。
作为蒙古国的“国父”，成吉思
汗重新在蒙古被象神一样虔诚
地膜拜。 而在苏联的统治时期，
蒙古人甚至不能大声说出成吉
思汗的名字。 现在，一切都发生
了改变。 蒙古人民甚至可以参
观这位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的
墓室， 有关成吉思汗的纪念品
和工艺品也在近年大量出现，
蒙古政府甚至正在考虑版权问
题，“成吉思汗” 将成为受保护
的知识产权， 用法律的形式来
保护
“成吉思汗”这个名字。
很多西方批评者认为，“成
吉思汗”热潮的死灰复燃，使人
们重新闻到了血腥的气味。 历
史上有很多关于这位可汗的负
面评价， 人们不禁怀疑到底成
吉思汗是一位嗜血的异教徒，
还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政治家。
欧洲学者认为， 在成吉思
汗的统治下， 欧洲和亚洲没有
留下任何有形的文物， 如建筑
或艺术品， 军事行动成为外交
的主要手段， 宗教的宽容和人
民平等的权利都没有实现，奴
隶制度的泛滥， 各种血腥屠杀
的传说也留存于世。 但是克拉
克认为，在成吉思汗的背后，不
仅仅是神圣的光环， 应该用严
肃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真实发生
的历史， 他的观点受到了广泛
的肯定。
克拉克认为， 也许成吉思
汗并没有制造如此之多的屠杀
“屠
事件。 快速浏览成吉思汗的
杀传说”，有这样一个惊人的传
说： 据说成吉思汗有一次在一
个小时之内就杀死了174.8万
人。 数字是惊人的，那么这个传
说是真实的吗？ 这个传说的背

后，还有什么秘密呢？ 174.8万
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的呢？
克拉克在他的文章中，认
真做了分析和推断。 克拉克认
为， 成吉思汗如果是在正常情
况下杀死这么多人， 是绝对不
可能的。 作为君主，他的确可以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着很多
人的生命， 但是如果成吉思汗
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杀死这些生
命， 他 将 不 得 不 每 分 钟 杀 死
29133个生命。 很显然，这是不
可能的。
克拉克综合了各种历史资
料和证据， 向人们揭示了这个
传说背后的故事。 的确，成吉思
汗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至少杀
死了上百万人。 每征服一个地
区， 成吉思汗就会赦免一部分
向蒙古军队投降的平民， 然后
会杀死那些敢于反抗蒙古军队
的平民。 但是人们为了神话这
位领袖的功绩和征服力， 将一
个夸张的数字加在了成吉思汗
的头上。 实际上，真正凶残的统
治者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和
其后代。
1227年， 成吉思汗在尼沙
普然战役中被箭射中不治身亡
后， 他的儿子拖雷为了给他报
仇，将尼沙普然（Nishapuran）城
中的生命全部屠杀， 甚至连狗
和猫都不能幸免。 这个屠杀过
程一直持续到蒙古军队西征结
束。 据克拉克估计，被屠杀的平
民有175万之多，但是在一个弱
肉强食的人类社会， 凶残也会
被神话， 凶残也会成为一种魅
力。
所以成吉思汗1小时杀死
174.8万人的传说就传开了，这
个传说也继续神话了成吉思汗
的神圣形象。 实际上，成吉思汗
并不是一个凶残的屠夫， 真正
的成吉思汗并不残暴嗜杀。
约书亚·克拉克的文章向
人们重新描绘了一个真正的成
吉思汗， 当然欧美史学界对此
的争论没有停止。 但是克拉克
揭开了成吉思汗1小时杀死175
万人的历史谜团， 找到了背后
真正的凶手。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