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野 厕所也有好风景
33岁的英国人卢克·巴克利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每

到一处，他都试图用最好的角度拍下最精美的照片。 但
他发现这些照片并没有新意。

这使他非常郁闷。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法国海边内急，于是火急火

燎地冲进厕所。 偶然间，他抬起头眺望，目光恰巧透过一
个小小的玻璃窗伸向远方。 这时他惊呆了：窗外夕阳残
照，蓝色海面蜿蜒起伏，蔚然壮观。

巴克利想，我到过无数个地方，为什么不以寻找风
景最好的厕所为题材呢?
� � � �此后，巴克利开始了他不同寻常的世界之旅。 每到
一个国家的风景区，他首先去的地方就是厕所。 悉心比
较每个国家的不同文化。

比如南极海边的露天厕所，它只有一个简陋的马桶，
甚至连围墙都没有，但恰恰是这样，游客才能在如厕的同
时触摸到身边的冰雪，饱览海面上漂浮的冰山。在非洲的
赞比西河畔，厕所被设置在野生大象们沐浴的水域旁。而
当你来到印度的野外厕所时， 周围一望无垠的蛮荒景象
会令你有一种置身月球表面的错觉。

后来，他把这些见闻和风景集成册子，编写了一本

书，名字就叫《搜寻上品厕所》，出版后成了旅游界的畅
销读物。

（摘自《意林》第 11期 刘云利 /文）

文心

熊培云先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乍
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荒诞：社会需要被“发现”吗？ 难
道“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
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上社会以后就明
白了……”或者“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
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 ，“社会 ”是一个尔虞我诈的
名利场 ，一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 ，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
照妖镜。 但是，熊培云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

社会还可以是什么？ 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08 年汶
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 可以
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
民谣专辑；可以是微博，给在暴力拆迁中家破人亡的钟如
九一个平台的网络空间。 总之，社会也可以是熠熠发光、
温暖、并对弱者无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

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 是因为社会这个
“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笼罩。 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
统里， 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 需要被围追堵
截。 虽然我们的传统里也时不时冒出“民为贵”、“仁政”、
“以民为本”这样的字眼，且不说这些美丽的字眼有多少
在历史上化为实践， 所有这些字眼里透出的那种家长式
的施舍气息，都让人忍不住想问：对不起，可以不烦劳您
为我们做主，而让我们为自己做主吗？

“我可以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国家太忙了顾不
上照顾艾滋病人 ，也许其实 ，可以放手让民间组织去援
助而不必垄断善意 ；治理腐败未必需要仅仅依靠 “反贪
局”， 也许其实， 还可以批准民间自发成立财政监督组
织；对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

五申”，也许其实，民间的一些维权组织和律师也有自告
奋勇的觉悟。

重新发现社会， 是恢复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
敏感、灵活和丰富。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 其
实，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
不够发达。 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能
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锢在轮椅上， 因为轮椅上的人
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摘自《南方周末》 刘瑜 /文）

重新发现这个社会
读书一得

文人看书
伏尔泰看书，只要是他讨厌的情节就扯掉。 达尔文看

厚书一定要分成两半， 说是方便携带。 而最诗意的是雪
莱，见到池塘就撕书折纸船。

张发财：《一个都不正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约瑟问题新解
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 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地

方？ 因为 12 世纪至 13 世纪期间，自治型的大学在欧洲大
量地涌现出来了。 在大学里，学者们通常可以用他们认为
适宜的方式进行自由的学术争论。 幸存下来的大学赋予
了欧洲科学家一个支撑的机构， 而这在世界其他地区则
非常罕见。
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标准的国语
赵元任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

声机片。 有一次，赵和妻子到香港购物，店员国语很糟糕，
无论赵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 临出门，这位店员却说：
“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
劲了。 ”赵反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那店员
答：“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啦。 ”赵夫人指着丈夫笑答：“他
就是赵元任。 ”那香港店员不但不信，还愤愤地说：“他的
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

陈斌：《往事》———辽宁教育出版社

韦伯论记者
记者在学者面前常常直不起腰杆来， 马克斯·韦伯在

《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却对记者这行当有同情的
理解，他说：“在新闻工作中，一项真正出色的成就所需要
的头脑，与任何学者的头脑相比，至少是毫不逊色，这尤
其是因为，新闻工作必须按要求随时交稿，还因为，新闻
作品必须在显然完全不同于学者的创作条件下立刻产生
影响。 ”

阎克文译：《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人民出版社

意外

2010 年，中式英语“ungelivable（不给力）”风靡网络，
似乎标志着一个从“中国人背英语单词”到“中国人造英
语单词”的跨越性时代拉开帷幕。《纽约时报》称此事“非
常酷”。

过去那些被“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
海）”、“watch sister（表妹）”等中国式英语翻译弄得云里雾
里的老外，开始慢慢觉得“中国制造”的英语“很有意思”。

比如将 chinese（中国人）与 consumer（顾客）合成的
单词“Chinsumer”，意指出国旅游时挥金如土的“中国购
物狂”。“antizen”译为“蚁族”，是把“ant”蚂蚁，加上“izen”
作为后缀，用来形容 80后大学生低收入群体。

与此同时，原先被人当做笑柄的“中式英语”如今正
猛烈地冲击着英语词汇库。 美国“全球语言监督”机构的
报告显示，自 1994 年以来国际英语增加的词汇中，中式
英语贡献了 5%到 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中国男多女少的现象
时，将未婚男子“光棍”直接翻译为“guanggun”；美国《纽
约客》描写中国大陆新一代时出现了一个词“愤青”(fen－
qing)；诸如英国《卫报》等媒体还出现了描述“关系”的
“guanxi”一词。

在 2011 年的外媒涉华报道中，为了能更加形象、夺
人眼球地描述中国特有的现象， 记者们在报道中掺杂
“中式英语”，甚至在报道一些中国新闻时，创造了中国
专属的英文词汇。 例如：China Bear（中国熊）， 描绘了
2011 年上半年让投资者感觉过于漫长的 A 股市场。
Chinawood（中国坞）， 指代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业。
Naked Phenomen（裸现象），如“裸婚”、“裸考”、“裸辞”
等。Peking Pound（北京镑），即中国人为消费大牌奢侈品
所花的英镑。

（摘自《法制晚报》1.25�尹晓琳 /文）

英语新词，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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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论

作为一家百年老店， 东汉实业公
司这一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曾经创下了
辉煌的市场业绩， 其麾下的光武帝等
知名品牌深深为消费者所认同。 然而，
由于公司内部张让等十位高管的徇私
舞弊，使得马腾、刘焉、公孙瓒等部门
领导纷纷抢占公司资源、自立门户。 而
新上任的 CEO 董卓的出现也没有使
情况得以好转， 不仅其打造的 “汉献
帝”品牌在市场上推广不利，自己也因
为贪污受贿及私养小蜜貂婵而招致大
家的弹劾，狼狈离职。 东汉公司也走入
了破产的绝地。

董卓离任之后，民营企业家曹操就
将目光盯上了东汉实业公司。曹操不是
不知道 “汉献帝” 品牌曾经的失利，而
且， 作为一名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
他也十分希望能够打造自主品牌。但是
他同时又想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大潮
中，“汉献帝”品牌还是具有一种无法替
代的优势。 首先，百年老店的东汉实业
公司，虽然也出现过“汉灵帝”等美誉度
不高的品牌个例，但其麾下的品牌一直
都具有一种绝对的权威性， 追随者众

多，极为大家认同。其次，
同“袁术”、“刘表”等差异
性不强的品牌相比，“汉
献帝”品牌具有一种独特
的魅力和历史文化内涵，
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生
活态度和观点。 想到这
些， 曹操决定继续延用
“汉献帝”，并对其加以深
化，重塑品牌形象。

为 了 更 好 的 推 广
“汉献帝” 品牌的个性、
形象和核心价值， 曹操
采取了如下的手段：

为产品寻找差异点：
曹操认识到 “汉献帝”与

其他品牌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得天独厚的权威性
地位，所以他特意加强了对天子这一概念的发挥，深
入地阐述了“汉献帝”与其他平庸品牌的不同。

为买单者找个好理由： 曹操发现怀念东汉公司
的大有人在，于是他针对这一庞大人群，进行了强烈
的情感诉求。 并委派了荀彧等策划高手做了一系列
以“国家社稷、皇室正统”为主题的广告宣传活动。

传播策略大众化：曹操在品牌运作的过程中，始
终以体贴大众，平易感人的方式推销产品，其中“白
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思之断人肠”的
经典语句至今仍是品牌符号运用领域的经典。

通过对“汉献帝”品牌的成功运作，曹操在市场
上杀出了一条血路，击败了袁绍、吕布、马超等一干
实力强大竞争对手，兼并了张鲁、张绣、刘表的企业。

《水煮三国》
作者：成君忆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窑洞对”中，黄炎培提出了一个
历史周期率， 就是， 在君主专制制度
下，总会反复交替地出现诸如“政怠宦
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忽兴忽
亡等现象。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
经找到了避免周期率的新路， 这就是
民主。现在这段对话，常常为人们所津
津乐道。 但人们却大都未曾留意，在
“窑洞对”中，黄炎培还无意间提到了
另一条历史定律， 即： 君主是否敢于
“罪己”，即是否具有自我批评精神，会
直接影响到王朝的兴衰安危。

对话中 ，黄炎培借用了 “其兴也
勃焉”、“其亡也忽焉”两句古语，来形
容他所见到的一些政权 、 团体或个
人 ，忽而勃然兴起 ，忽而又衰败垮台
的现象。 正是在这两句古语中，隐含
着那条定律。

这两句古语，出自《左传·庄公十
一年》。 鲁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遭遇
了大水灾，鲁庄公遣使去慰问，宋闵公
对来使说：“都是我不好， 对上天不诚
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国国君担
忧了，真是感激不尽。 ”鲁国大夫臧文
仲听到了宋闵公的这些话，非常感慨，
说道：宋其兴乎！ 禹、汤罪己，其兴也悖
（通“勃”，兴盛貌）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本来，宋国遭遇水灾，是天灾，不是人祸，宋闵公
并无责任，但宋闵公却主动罪责自己 ，做了自我批
评，这使得博通历史的臧文仲，由此看到了宋国复
兴的希望。 臧文仲的根据， 就是禹汤桀纣或兴或亡
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当然禹汤桀纣之所以兴、 所以
亡的原因， 不能只归于能否做自我批评这一端，但
这一端极为重要，却是毫无疑义的。

这条定律，今天看来虽然很重要，但在“窑洞对”
中， 还不可能被黄炎培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
因为，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万
里长征还没有走完第一步，毛泽东还住在土窑洞里
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地奋斗着，他还没有出现后来
的那种“骄傲”、“听不得批评意见”的情况。

但今天不同了，近几十年来，我们吃够了“左”倾
政治和个人崇拜的大亏，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黄
炎培所引的“勃焉”、“忽焉”之语，再来看看其中所包
含的历史典故和历史定律，就会有一种全新认识：要
想避免“周期率”，必须走民主的新路，而在这民主的
新路上，执政者必须要注重自我批评。“禹、汤罪己，其
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臧文仲的话，
时刻在提醒着我们。（摘自《北京日报》3.12�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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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具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
收受贿赂、锒铛入狱，成了风光不再
的阶下囚。 但不知是当官当惯了，还
是作秀作惯了，进班房以后，依然整
天拿腔作调。 而他从前的部下、现在
的狱友，见了面还是“书记、书记”地
叫着。 时间一长，“书记”当然就又找
到了做“书记”的感觉。 有一次监狱
里搞政治学习，“书记”一时兴起，竟
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抑扬顿挫地作
起了报告。

看他煞有介事的表白，似乎并不
想腐败，只不过党中央反腐败需要几
个反面教员，而他作为“党教育多年
的领导干部”，要从党的需要出发，因
而挺身而出，以身试法，供全党同志
引以为戒。 这哪里是 “触犯党纪国
法”，分明是替党着想、为党分忧嘛。

一个已经进了“局子”的“书记”还要那样装腔作势，
可见“作秀”的积习有多深。若非经过千锤百炼，他的演技
断然不会炉火纯青到如此地步。 而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贪官的演技真的那么高超么？ 真的高到让人看不出破绽

么？ 我看也未必。 不信你到百姓当中去听
听， 他们是怎样议论那些热衷于作秀的党
政官员的？ 不是人家不知道，知道了不愿多
说罢了。 当然，也可能是说了没用，故而皇
帝的新衣由他演去吧。 他要光屁股招摇过
市，别人有什么办法呢。

早就听说过“政治舞台”的说法 ，既然
政治被许多人认定是一个可以闪转腾挪的
大舞台 ，作为普通观众 ，就无法不让人去
演。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挑选演
员、可以喊好，或者吹口哨、发嘘声。 而判
断的标准不外乎两条：第一，专看这个“演
员”是本色的，还是“演技派”的。 在政治舞
台上，我这个观众不接受、不欣赏、不推崇
“演技派演员”。 第二，古人说：“言之太甘，
其心必苦。 ”我相信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生
活哲理。 凡是遇到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领
导干部，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因为

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人民公仆往往是“讷于言而敏于
行”的。 那些满嘴云山雾罩、花里胡哨的人，多半不是干
实事的。 因而决不可轻信于他们。 听其言，观其行，才是
知人论世的正道。

贪官的“演技”

《屋顶上的山羊》
作者：朱铁志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最近在重读《聊斋
志异》。 越读越觉得《聊
斋志异》 里实在是写了
不少好女人。

比方说冯生的媳妇
辛十四娘。 冯生自恃才
华玩儿命得瑟时， 她说
的是：“君诚乡曲之儇子
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
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
杀吾身。君祸不远矣!我
不忍见君流落， 请从此
辞。 如欲我留，与君约：
从今闭户绝交游， 勿浪

饮。 ”有理有节，有情有义。那句“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
辞”，教人恻然。

还有张鸿渐的媳妇儿。 张鸿渐义愤填膺打算与同辈
秀才一起以卵击石时， 她对张鸿渐所说的是：“大凡秀才
做事，可以其胜，而不可以其败：胜则人人贪天功，一败则
纷然瓦解，不能成聚。 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君又
孤，脱有翻覆，急难者谁也？ ”照我说，难得就难得在“君又
孤”这三个字，是理解，又是爱怜，可值千金。

早先的电视剧《聊斋》，主题歌里唱“鬼也不是那鬼，
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他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其时
是 1980年代， 或是作词人趁机给前辈老友平反出气，但
也确实十分切题———不少妖异精怪，在蒲松龄笔下，都分

明是慧而多情的菩萨样貌， 几百年来不知道迷住了多少
我这样的第三类青年（前两类自然是普通、文艺）。

400多篇故事，将无数读者拉入这阵中。 有的是边读
边臆想那绝色女子夤夜来奔的完美艳遇， 有的是边瞧边
揣摩那“慧而多情”、“美而贤”的超凡姿态，有的是边看边
拊掌赞叹那一场场天理昭彰的痛快戏码。

意淫？ 是吧？ 是。
看客们固然都是意淫爱好者， 写出这些故事的山东

老头儿蒲松龄，又何尝不是意淫达人？
据说蒲松龄是少年时春风得意，后来却屡试不中，做

了四十多年的塾师， 在当时按说要算是现实生活中的失
意者。我猜，也正是做 loser做烦了吧，才自力更生，在笔下
捏造出那些楚楚动人的奇女子、快意恩仇的伟丈夫。

偏又写得出色：无一笔不世故，也无一笔不真挚———
越世故，他所建构的这个世界就越真切可信；越真挚，这
世界中的悲欢离合就越超脱动人。

古往今来，郁闷的私塾先生不只这一个。 旁人不满于
现实，只能在心中蓄积怨怼，或在旁处发泄愤懑，他却能
为自己造出另一重世界来。他是自己的多啦 A梦，凭空一
抓，便是一扇任意门。 门的那头，有女狐抚慰苦读的书生，
有义鬼扶助蒙冤的小民，是有情有义的境地，是善恶有报
的所在，是世上所有失意者的天堂。

有这般本事的人，真是有福的。 想到这点，也替那孤
灯下辛苦著书的老塾师觉得欣慰。 真想穿越回去，拍拍他
的肩膀，跟他说一声：值了。

（摘自《博客天下》第 7期 东东枪 /文）

臆想达人蒲松龄
旁人不满于现实，只能在心中蓄积怨怼，或在旁处发泄愤懑，他

却能为自己造出另一重世界来。 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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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众生，谁不想成功，谁不想令世人
瞩目，但成功背后，饱含多少辛酸。 迈克尔·
杰克逊的墓志铭，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拉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如果》。
让我们来细细品味一下，杰克逊传奇的一生
是否如诗所吟。

如果周围的人毫无理性地向你发难，你
仍能镇定自若保持冷静；

如果众人对你心存猜忌，你仍能自信如
常并认为他们的猜忌情有可原；

如果你肯耐心等待不急不躁，
或遭人诽谤却不以牙还牙，
或遭人憎恨却不以恶报恶；
既不装腔作势，亦不气盛趾高；
如果你有梦想，而又不为梦主宰；
如果你有神思，而又不走火入魔；
如果你坦然面对胜利和灾难，对虚渺的

胜负荣辱胸怀旷荡；
如果你能忍受有这样的无赖，歪曲你的

口吐真言蒙骗笨汉，
或看着心血铸就的事业崩溃，仍能忍辱

负重脚踏实地重新攀登；
如果你敢把取得的一切胜利，为了更崇

高的目标孤注一掷，
面临失去，决心从头再来而绝口不提自

己的损失；
如果人们早已离你而去，你仍能坚守阵

地奋力前驱，
身上已一无所有，唯存意志在高喊“顶

住”；
如果你跟平民交谈而不变谦虚之态，
亦或与王侯散步而不露谄媚之颜；
如果敌友都无法对你造成伤害；
如果众人对你信赖有加却不过分

依赖；
如果你能惜时如金利用每一分钟不可追回的光

阴———
那么，你的修为就会如天地般博大，并拥有了属

于自己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孩子，你成为了真正顶天立地之人！
杰克逊一生充满传奇和悲剧。 这个敏感、害羞的

男人，在成为“流行之王”后，也被身名所累；虽深陷众
多丑闻泥潭，仍不失为一个真正活过的大写的“人”。

（摘自《中国日报》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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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有句名言：“人生耐贫贱
易，耐富贵难；安勤苦易，安闲散难；忍
痛易，忍痒难。能耐富贵、安闲散、忍痒
者，必有道之士也。”其实，苏东坡自己
就是个忍不住“痒”的人。

苏东坡因为反对新法， 写了一些
诗表露不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因
诗致祸，教训可谓惨痛。弟弟苏辙和好
友都劝他“痛戒作诗”，他自己也下狠
心“戒”诗，有整整五年不作。

五年后的一天，诱惑来了。在黄州
的某个上午， 他意外地收到一件礼
物———别人捎来一块墨。 这是多么好
的一块墨啊，乌黑，发亮，润泽，散发着清香，手感极好！
就像一个通过各种方法竭力戒了酒的酒徒，忽然得到
一瓶名酒，这是什么心情？ 东坡摩挲着这块精美的墨，
竭力压抑五年的诗兴，慢慢在心头发酵。 他的手在颤
抖，诗句如地心的泉水，冲破重岩喷涌而出———

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 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
债。 今来复稍稍，快痒如爬疥。 先生不讥诃，又复寄诗
械。 幽光发奇思，点 出荒怪。 诗成一自笑，故疾逢虾
蟹。（《孙莘老寄墨四首》）

作诗的欲望，在心里发痒，就像挠疥疮的滋味一
样！ 他忍不住痒了，就是天塌下来，也要先痛快一下！
挥笔之间，他一气写出四首诗！

才华就像疖子，藏也藏不住。 不久，他又写了一首
《纵笔》诗：“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
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很快传到京
师，一向嫉妒他的宰相章 一见，笑道：“苏子尚尔快
活耶？ ”一纸命令，东坡再次被贬，这次是更远的儋州。

才华成了人生的梦靥，这真是人间奇事。 难怪苏
东坡在儿子出生后，写道“但愿我儿愚且鲁，无病无灾
到公卿。 ”对于“痒”和“挠痒”的后果，苏东坡吃过大苦
头，看得明明白白，但就是忍不住！ 这是这位绝代才子
率真可爱的一面。

（摘自《文史月刊》2011年第 11期 姜仲华 /文）

一个从“中国人背英语单词”到“中国人造英语单词”的跨越
性时代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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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天波切。如厕时可透过窗口观看世界最
高峰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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