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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一个叫“好人综合征”的说法。早在许多年前，便
有心理医生指出，一心当好人不是一个无大碍的问题，而是
一种有害的心理疾病，它源自“好人”对自己个体价值的信心
匮缺，渴望用对他人做好事来换取外来的肯定和赞美，这种
渴望一旦成为心理定势，就会严重降低行为者的判断力和自
控力，变成一种可以称作为“癖”的习惯和依赖。

好人综合征往往是生活或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危机的
征兆。 例如，好人综合征患者一般都是事业平庸者，他们工作
非常努力，但成就却相当有限，做好事成为他们博得他人另
眼看待或赞扬的补偿方式。 又例如，他们的家庭或家庭关系
可能有欠缺， 这会使他们更加在意关系疏远者对自己的好

感，不惜为之付出任何努力，有的甚至一面
对家人恶言相向， 一面对外人特别和蔼可
亲。 与好人综合征伴生的是扭曲的幸福观。
几乎所有的好人都有类似于这样的想法 ：

如果我把缺点藏起来，变成别人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那么
别人就会肯定我，我的生活就有了意义。

对于患有好人综合征的人们来说，做好事不留名，不让别
人知道自己是在做好事，那不仅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
根本就是一个毁灭他们唯一幸福的灾难。 对这样的人， 我们
不应该去做道德的指责， 而是应该给予理解和怜悯。 勃朗宁
夫人在长诗《奥萝拉·莉》中写道，“愿仁慈的上帝宽恕一切好
人”，这个“宽恕”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 10 期 徐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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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关
于爱情的答案
中 ， 美国心理
学 家 罗 伯 特·
斯坦伯格的答
案大概是最简
单的 ：“爱情是
一个故事。 ”

通过大量
的访谈和实证
研究 ， 他一共

总结了 26 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引
导着对于一种爱情关系的描述。在他
看来，一段感情是否幸福，能否维持，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女双方关于爱
情的故事是否相匹配。

一对恋人， 彼此的故事不兼容，
就像两个角色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
不同的剧目， 表面看起来也许很相
配， 但一方渴望灰姑娘式的拯救，另
一方在投资回报率上纠结，爱情不可
能走太远。 相反，一对争吵不休的夫
妻可能在外人看来难以长久，却因为
对于战斗的共同需求而保持爱情日
久弥新，白头到老。

改变故事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
情。 它涉及重新组织大量的信息，重新评估
对另一半的感觉和信任。 比如一个丈夫有了
外遇，被妻子发现后，很快承认并结束了外
遇，从此没有再犯。 但对妻子而言，他们的感
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她的爱情
故事变化了：他曾经是罗密欧，如今却成了
唐璜，他的一个正常举动在她眼里可能变成
对别的女人的勾引。 除非这位妻子改编一个
更可行的故事，否则只能陷在唐璜的故事里
痛苦。

从故事的理论看 ， 我们之所以爱上某
人，只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的某种特质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了你的故事对爱情的预设。 更确
切地说，我们不是爱上一个人，而是爱上一
个关于这个人的故事。 直到幻象散去，你才
发现自己原来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故事里，
或者你不再喜欢自己正在演绎的故事 。 然
后，我们开始创造种种分手的理由，就像我

们一开始创造种种相爱的
理由。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 6
期 陈赛/文 ）

真情义气派：不得不打的马虎眼
口述：大雷，30 岁，男，设计师
上个周末，我把小风夫妻俩约出来吃饭。三个人正吃

得热火朝天，米妮突然拿起桌上那包烟，脸色一变，问小
风：你从不抽这个牌子的烟，这是不是又是你们办公室那
个新来的女同事从韩国带回来的？

这小子很机灵，马上转头看着我说：是大雷给的，他
到外地出差带的，一片心意，我不收不好。 我马上心领神
会地对米妮说：哎哟嫂子，我这个男人的醋你也吃？ 米妮
抿嘴一笑，紧绷的脸色马上缓和了。

为了兄弟情，马虎眼算是打过去了。事后我拉着小风
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笑嘻嘻地说：没什么，就是我太
有魅力了，小姑娘对我献殷勤呗！ 我拿他没办法，但愿他
们家后院别起火，否则我也逃不脱干系。

真切坦诚派：不扯谎反而被朋友骂
口述：小鱼，23 岁，女，小学老师

好友周然突然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对我一阵埋怨。因
为，昨天晚上，我接到她男友的电话时说了实话。当时，我
已经睡得迷迷糊糊了，她男友打来电话的口气很着急：周
然出去唱歌，到现在还没回来，她说出门的时候跟你在一
起，是不是啊？

我当时还真有一闪而过的念头，帮她说个谎，但就在
那一秒钟之内，我脑子里有两个想法：第一，万一她真的
出了事，谁来负责？第二，我家这么安静，再怎么装也不像
KTV 的环境啊。 于是我坦白：没有这回事。

第二天早上，周然回到男友那里，迎来一场避免不了
的恶吵。 她以一副对我失望到极点的口气说： 小鱼啊小
鱼，就不能机灵点？下次这种事，我再也不说你的名字了！

我还一肚子气呢，没有扯谎，反而成了一种过错了？！
弄巧成拙派：“白手套”左右为难不好当
口述：豆皮，35 岁，男，工程师
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男人怎么了，特别喜欢扯谎，还要

把朋友搭进去。 我总是对老婆说，我绝对不搞这种事。 但
每次朋友找上门来了，我还是不得不“掩护”他们。

上一次，老牛的老婆又打电话问我，昨天老牛在你家
打了一晚上麻将，是不是啊？ 我连忙答应：是是是。 结果，
没过多久，老牛打来电话说：你是不是有点苕啊？ 我老婆
是在诈你！ 后来，从电视里学了一招。 朋友的老婆再打电
话来问，我就用特别关心的口吻回答：又闹矛盾了？ 你们
感情蛮好的咧， 闹个什么劲啊……用顾左右而言他的方
式把对方绕晕。

偶尔也遇到过清醒的，一句话把我“喷熄火”：莫跟我
扯，说，到底在还是不在？我只能暗暗赌一把，瞎说了个答
案。 挂了电话，看见老婆对我直摇头，说，你说，你在外面
是不是也是这样哄我的？

唉，“白手套”不好当。
但凡谎言总会穿帮

想背着老婆出去和兄弟喝酒，找朋友打下马虎眼，那
你算是赚了。 从调查可见，“白手套”们都蛮讲义气。 只要
是无伤大雅的小谎言，他们还是愿意当这个挡箭牌的。

真把 “白手套 ”当朋友 ，就别总是利用人家 。 但凡
谎言 ，总有穿帮的那天 。 只是 ，善意的谎言 ，即使有一
天拆穿也成了笑话 ， 一笑而过 ；故
意的欺骗以及原则性的错误 ，总有
纸包不住火的时候 ，那时候 ，失去
了朋友 ， 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 ，得
不偿失 。

（摘自《武汉晨报》 马梦娅/文）

一位朋友在去年春天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婚姻。 非常无奈
非常被迫地想找到一个接手的人。 可惜，一年多过去了，她连
场恋爱都没谈。 看她的微博，无不是与剩女或文艺女青年的互

动，有几分悲伤亦有几分励志。 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同为抑郁症患者，怎可能携手走到阳光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离婚女人喜欢与离婚女人做朋友，恨嫁女愿意与恨嫁女聊天，无它，一来有共同语言，二来情绪相

合，最最重要的是，对方的存在有利于缓解自己的忧心———“原来，世界上有许多人与我一样，至少在她们没有嫁出去之前，我
不孤单。 ”表面上，这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实际上却是纵容了软弱与拖沓。

无论在离婚女群体还是大龄未嫁女群体，男人都会被描述得特别不像东西，为什么？ 如果不将男人说得那样不堪，又怎么
能够解释自己的失败？ 如果不将男人说得那样不堪，又怎么能够阻止自己的朋友动不动就重色轻友、欲火焚身？ 有人会说，你
真的偏激，其实我们在一起也经常规划与找个好男人地老天荒。 但这就像一个年轻人，从没有认真学习，却说，我一定要努力
过上好日子。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舒服的事情往往让我们停滞，而不怎么舒服的事情才
会让我们成长，除非你想永远做一个爱情的差等生。 （摘自《女报·时尚》 艾小羊/文》）

情感“白手套” 你身边有几只
政治上的“白手套”，简单说来，就是充当“黑钱”漂白的中间人。

如果“手”很肮脏，那么就戴上一个“白”的手套，让人觉得“手”被保护
的很好，应该很干净。 情感中也有“白手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朋友
的老婆突然打电话给你， 哭哭啼啼地说： 我屋里老张昨天一晚上没
回，今天跟我说，昨晚睡你那，是不是啊？ 你会怎么回答？ 回答是的，是
耍诈怎么办？ 回答不是，就把老张给出卖了。

不是每个“白手套”都做得圆滑自然。 “白手套”事件怎么处理？ 这
和情商以及反应力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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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自以为，是诤友。
有一个女友， 鬼使神差爱上了

有妇之夫。 我替她不值， 一个矮胖
寻常的中年男人，有什么可要———这其实是我庸俗审美观的
体现，但当时的我确实觉得，她应该找一个同龄的少年，一起
唱歌一起蹦迪，笑声如阳光雪片，洒落一地。

她和人家纠纠缠缠三四年，男人向原配提离婚了，原配打
电话骂她……一团乱麻，每一个绳结她都向我倾诉，我无一
例外，道：“趟这浑水干嘛？ ”苦口婆心，把天理人情掰碎揉断，
恨不得像养小孩一样，嚼得稀烂喂给她，逼她咽下去。

到最后，男人辞职，净身出户，欠下百万债务
付给原配作为赔偿，只为给她一个交待。 我们仍
然可以质疑他与她的爱情道不道德，另一方面也
不得不承认：这男人，是条汉子。

而我与她，就渐渐地失去了联系。 还说什么

呢？我见她丈夫会尴尬，人家估计也
不想见到我。很惭愧，在他们众叛亲
离、 内外交困的年代， 我扮演的角

色，不是“我永远挺你”，而是所谓的“诤友”。
人，其实是不需要诤友的。
奥斯丁有部小说叫《劝导》，以她特有的微妙讥讽，说到那

些劝导、那些大道理，在生活中的行不通。 尤其是爱，是一种
半癫狂状态，肉体痛苦在所不惜，生死大限都全不在乎，何况
闲人的几句闲话。 更何况，你以为你知道的是全部吗？ 我们听
了开头，就以为这也是一个老套的中年男人与小三故事。 那
男人玩够了就回头，继续扮演好丈夫好父亲。 我们都看错了，
唯有她一个人，看对了人。

看对人的人， 不需要诤友， 因为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诤
友。 看错人的，更不需要了，因为他分不清谁是诤友，谁说的
是良言。 （摘自《广州日报》 叶倾城/文）

这个女人，不知道她的名字，《春秋》称她为 “伯
姬”（指姬姓国君的大女儿），是鲁宣公的长女，后嫁
给了宋共公。

在春秋时期， 诸侯公室的婚姻嫁娶算是大事，所
以大抵要记上一笔。 但对伯姬的出嫁之事，《春秋》着
墨之多，是其他人不能比的。 比如，伯姬出嫁前，宋共
公派大夫公孙寿到鲁国来送订亲聘礼； 嫁到宋国之
后，鲁国特派上卿季孙行父去探望她；这些本来按例

不必写，可《春秋》却破例地写了，为什么？ 《春秋公羊
传》指明，是为“录伯姬也”———不单指“记录”，还包含
着“彰扬”的意思。

《春秋》为什么对伯姬如此青睐 ？原因在伯姬的
死。 鲁襄公三十年五月初五 ，伯姬的宫舍忽然发生
火灾 。 眼看火越烧越大 ，宫里侍者惊慌地说：“火要
烧进来了 ，请夫人快出宫吧 ！ ”伯姬却镇定说道 ：
“我听礼义上说 ，妇人若没有傅母 、保母相陪 ，夜里
不可以下堂 。 ”这时傅母匆匆赶来了 ，人们劝伯姬
快离开火场 ，伯姬还是不肯 ，说不见保母 ，她绝不
能下堂一步……就这样 ， 伯姬被活活烧死在大火
之中 。

按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伯姬无疑是个可怜的
女人，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然而，在古人尤其是儒
家看来，伯姬则是难能可贵的贞节女子。 因此，儒家
经典要不惜笔墨，书写诠释有关伯姬的事件，用以对
她特加彰显和褒扬。 也可以说，《春秋》最早用文字树
起了一座垂范天下女子的“贞节牌坊”。

（摘自《悦读 MOOK》 伊人/文）

“三大垄断”说
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

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 苏共
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三垄断”制
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

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
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
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
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 出现了一个脱离人
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
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
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三垄断”揭示了苏联
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 让苏联终于
把自己葬送了。

改革失败说
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所致。

其一，认为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
路；其二，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所致，特别是在新技
术革命期间， 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经济并驾齐驱；其三，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
民主改革”派和各层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
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
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

蜕化变质说
该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

质，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
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违背了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支持此观点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彭真认为，“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
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 到戈尔巴乔
夫时期， 恶性发展， 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
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
亡国的悲剧”。

精英叛变说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兹教

授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真正原因是来自苏共内部上
层精英的变节，他指出：“70 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
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 80 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

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 实行资本主义最
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
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
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

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显示， 截至 1995 年，
在俄罗斯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中 ，有
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
精英，则有 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
和经济领导人。

“斯大林”说
这其中分为两种看法。 “斯大林模式”说认为，“斯大

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
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
终导致了苏共解散、 苏联解体。 与此说相反，“非斯大林
化” 说则认为，“苏联解体、 苏共灭亡是斯大林的继承人
（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
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

和平演变说
该观点认为，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 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通过武力后盾和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的同时， 强化
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加速苏
联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 1945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
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
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
国家管理、干部道德基础、作风形态、青少年培养上对苏
联实施全面的和平演变战略。 40 多年后，“一场就其规模
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毁灭的

悲剧”完全实现了。
戈氏葬送说

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
于戈尔巴乔夫。有的提出“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是从根本
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有的提出“平庸论”，认为他
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 在领导改革中
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致
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秩序失控。 特别是在危急关头，他
只顾个人得失，主动放弃阵地，直至“8·19”事件发生，苏
共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竟弃船而逃，自动辞职，使苏共
迅速走向衰亡。

民族矛盾说
有人认为， 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大俄罗斯

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
不满的结果。苏联本是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
国家，俄罗斯人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族矛盾复
杂而尖锐； 而且建国时期签订的联盟条约为民族的分裂
埋下了隐患。 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
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

军备竞赛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

源，用于扩军备战，开展美苏军备竞赛，畸形发展重工业
和国防军事工业，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特别
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与美国搞“太空”竞赛，对广
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援助”式的渗透和
捆绑，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多次侵略，压制东欧国家本土化
的改革，扩张霸权主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
矛盾积聚，最终拖垮苏联经济元气，导致苏联解体。

舆论失控说
还有学者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

领导，导致舆论失控，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
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 他们还把从新闻改革
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 新闻改革———媒体
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
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 国家
解体。 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
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

（摘自《人民论坛》第 6 期 李永忠 董瑛/文）

关于苏联解体的 10 种学说

对被问责的清代官员来讲，只要没被斩立决，就
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清代的行政处分，大约可分为罚俸、降级、革职
三种基本类别。 罚俸，即对责任官员扣发俸饷。 降级
则分降级留任与降级调用两种。 降级留任是照所降
之级食俸，仍留任；降级调用则是实降调任。 凡降调
而级不足以及无级可降，则议革职，又有革职留任、
革职、革职永不叙用三种。 革职永不叙用最为严厉，
基本上宣判了官员的仕途死刑。 革职留任与革职的
处分则比较有弹性，官员有足够的运作空间，去“一
二三四，再来一次”。

受到行政处分的官员，常以各种手段谋求开复。
如果不获开复，官员就没有升迁机会。 有趣的是，他
们甚至会采用向皇帝老儿行贿的方式。 他们私下交
纳的巨额罚款，少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如河工等，大部
分则纳入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

被革职的清代官员还可以通过公开“捐复”的形
式复出。 凡革职离任官员，其原来的官职等级、头衔、
花翎都可捐复。 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级更高
的官衔。

除了行贿或捐复之外， 有些官员还能因为与皇
帝的私人关系而复出。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工部
尚书王鸿绪开浚京城河道， 因经费动用问题遭到部
议，被革职留任。 但河道工程一结束，康熙就赐他官
复原职，理由是他治河有功。 这看上去有点诡异，不
过如果我们知道他跟康熙的私人关系就可以理解
了。 康熙下江南，曾住在王鸿绪家，亲笔御书匾额、诗扇、楹
联，并称“此地以金丝桃胜于他处”。此外，王鸿绪还常常密折
奏事，双方讨论的话题有时相当私人，甚至包括苏州美女被
骗一类的事儿。

从皇帝的角度看，允许官员复出，也是治理术的一部分。
乾隆曾说：“从前曾有捐复之例，复经部议删除，第念此等人
员内，未尝无可及锋可用之人。 若以微眚淹滞多年，亦觉可
惜。”既然可用，就算它有时偷主人的鱼吃或跟邻居的猫眉来
眼去，也是可以容忍的———不妨薄施惩戒，做做样子，风头过
了，再让他低调复出，继续效命。

（摘自《南方都市报》 四一/文）

在三峡工程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勘测、设计、论证和建设过程当中 ，尽管有各种各样反对的声音 ，但还
是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帮助 。 美国是国外最早接触三峡工程的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和国民政府合作进
行三峡工程的查勘规划工作 ，提出过萨凡奇计划 。 70 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 ，美国逐渐成为三峡工程主要
的对外交流对象 。

1982 年，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水力发电及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附件二》，其中第四项即三
峡工程技术合作。 从 1984 年到 1989 年，我国先后花了一两百万美元，请美国专家到中国来，一共有 64 人次。
在技术咨询中，美国专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的优越条件，认为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

美国的这些专家分别来自垦务局、陆军工程师团两个联邦政府机构以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 泥沙方面的
专家西蒙斯曾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 他对模型试验方法作了改进，认为三峡泥沙问题并不构成
威胁。 而中方也 3 次派代表团赴美考察。 （摘自《美国参与三峡工程始末》魏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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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花巨资请美国参与三峡决策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
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 中国外交部原部
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
不下 30 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
到的回答不少于 30 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

言行不一、 法制不健全、 经济体制僵化等
等。 ”经梳理，大体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春秋》为何特别青睐这个女人
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