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房子的时候， 甲乙两种房子各有千秋，
这时候房地产代理也许会给你推荐丙房子，这个
丙房子和甲很像，但是屋顶要修。 面临甲乙的时
候你很难选择， 而出现丙之后你却去选择甲了，
而甲往往正是代理要卖给你的房子。 这就好比相
亲时的“灯泡”。 人找对象往往也是这样，有时候
未必是仔细思量过对方的优点和好处，而是因为
这个对象和其他某人一比，有了明显的强项。

▲某托儿所， 以前家长接孩子有时候会迟
到。后制定规则，迟到的罚款。谁知道制定此规则
后，迟到的更多，更心安理得了。

▲你买一支钢笔，甲商店卖 25 元，乙商店卖
18 元， 你会为了这 7 块钱跑 15 分钟的路去乙商
店。 你买一件衣服， 甲商店卖 455元， 乙商店卖
448 元，同样是省 7 块，你却不愿意跑 15 分钟的
路去乙商店。

▲有一段时间， 为抵制企业给 CEO 乱涨工
资的行为，美国媒体将 CEO工资公开并排名。 结
果，CEO工资涨得更是无法收拾了， 因为富人这
时候眼睛都盯着超级富人了。

（摘自《怪诞心理学》）

本周历史大事件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知，《红楼梦》并
不是女性的颂歌， 而是一部鄙薄汉族权
贵以及依附权贵之徒的不智不明、 隐射
清朝统治腐朽不堪的政治讽刺小说。《红
楼梦》反的是非“大舜之正裔”的昏君，而
不是反封建。 曹雪芹并没有把“大厦将
倾” 看成是封建王朝的必然地彻底灭亡
的信号，而是期待一个汉唐盛世般的“大
舜之正裔” 大治的新的封建王朝再度出
现。

在思想上， 曹雪芹封建制度的捍卫
者。 举两个小例子，便可清晰说明。

首先是戏子的地位。 蒋玉菡作为一
位出色的优伶，曾逃出忠顺王府，与昏庸
的贵族王爷背离，是以宝玉非常满意，屈
尊与之交往，但蒋玉菡卑贱的社会地位，
并没有得到丝毫提高。

一心向往作宝玉之妾的袭人， 最后
嫁给了蒋玉菡，令人十分费解！ 但我们在
分析宝玉在厌倦袭人的阴私谤诡、 诤劝宝玉亲近仕途，
为了保住自己在贾府长此以往的位置，不惜在同类中制
造冤假错案的把戏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原来，按曹雪芹
的观点，袭人的卑鄙行止，与低贱的戏子正相般配。

当时戏子的地位低下，书中几次提及，而曹雪芹从
未将戏子的地位提到什么高度，反而描写林黛玉因心直
口快的史湘云无意说出小戏子与她相像，就气得无可如
何（22 回），无所不为的游侠浪子柳湘莲，因薛潘把他当
作优伶一类，很是生恼（47回），不仅如此，宝玉还把小戏
子芳官扮得不伦不类，当作汉唐时的外患匈奴人玩耍作
戏（63回）等等。

其次是对世法平等的理解。 虽然宝玉在丫环面前
“作小服低”、“体贴有加”，这决不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
而是为了突出宝玉怜惜下人的所谓“大舜之正裔”的明
君思想。 按孟子之言，即“与民同乐”，爱民如子，表现他
是一个爱心遍及人间的有情义的“明君”，与书中描写的
圣上形成鲜明对比。

那时的“世法平等”， 根本没有人人平等的公平意
识， 不过是同一阶层上的

“一视同仁”。 说白了，就是
贵族与贵族平等，奴才与奴
才平等。 奴才给贵族效劳
时，贵族要好好笼络奴才的
心，不能厚此薄彼。 这才是
曹雪芹“世法平等”的内在
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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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

品味 三堂“绝”课 文化 大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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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输的能力
□ 林达

□ 钱理群

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三堂“绝”课，或许我们能从中体味到大
学课堂的乐趣和人生应有的目标。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 刘老
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
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上 7 时 30 分
继续上课。 原来那天是农历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 你想
想，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头一轮皓
月，大讲《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有多美妙！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 不是先
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 你提个问题，他就知道你
的学识程度怎么样，当场断定你本学期的成绩是多少分。更有趣
的是， 这个蒙先生是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考
试。你问得好，他猛吸一口叶子烟，请你坐下陪他喝茶，然后对你
提的问题详加评论；问得不好，当场请你走人。 学生是又紧张又

感兴趣，思忖着自己能不能留下陪蒙先生喝茶。
这两堂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随心所欲，表现的是大

学教师的真性情，是一种自由不羁的生命存在形态。 因此，它给
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

把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
的最后一课。 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里要我请那些退休的老教
授给中文系上堂课，其中就有林庚先生。

那天上课，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 诗的本质就是发
现。 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
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 ”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先生又旁征博引，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
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 但刚走下讲台，先生就站不住了，回
到家就病倒了。 他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

“天鹅的绝唱”。

西方人常说，民主素质是在学校的球赛场上训练出来的。 这样训练
得到的民主素质第一条，就是具备认输的能力。 要输得起，输得漂亮。

美国大选年政治家的公开演讲，看多了也就摸出了规律，无非是说
本党本人的政策理念于民于国有利，而对方的政策误国害民，听多了就
疲了。 不过有一个演讲，我有机会时却总是听的，这就是紧接着大选日，
落选总统者的认输演讲。 你想想看，就在一天以前，这位总统候选人还
在大庭广众之下言之凿凿，说自己比对方强不知多少。 现在，选民用票
数表了态，照规矩这落选的就得当着选民的面公开认输，这脸皮怎么拉
得下来，这认输演讲该怎么讲呢？

认输演讲是面对电视摄像机表演的。 开口头一句，通常是说：我刚
才给当选者打了电话，祝贺他当选总统。 落选者照规矩要向支持他的人
发出呼吁：现在，我们的竞选对手已经被选为总统，他是所有美国人的
总统，是我的总统，也是你们的总统。

认输演讲，无一例外，是呼吁团结的演讲。 这通常是失败者将近一
年竞选活动的最后一次演讲。 比赛已经决出胜负，失败者却要表演好这
最后认输的一幕。 因为，对于民主政治来说，认输的能力，对政治家来说
至关紧要。 民主政治，常常被称作“公平游戏”，就像奥林匹克比赛一样，
是在平等规则下的竞赛。 西方人常说，民主素质是在学校的球赛场上训
练出来的。 这样训练得到的民主素质第一条，就是具备认输的能力。 要
输得起，输得漂亮。

所以，落选者的认输演讲非常重要。 讲得漂亮不漂亮，对于他个人
来说，就是他是否为这场呕心沥血的竞选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对于
选民来说，这是检验落选者是不是有谦卑宽宏的胸怀，是不是具备民主
政治家的必要素质。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到了不幸有机会表现认
输能力的时候，尽管大势已去，却都会使出全身本领，唱好这最后的一
台戏。 这就是每次大选的认输演讲都颇有听头的原因。

西藏和平解放
1951 年 5 月 23 日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和中央人

民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协议》。

《天体运行论》出版
1543 年 5 月 24 日，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出

版。 当时的他已经因为脑溢血而双目失明，他只摸了摸
书的封面，便与世长辞了。

美首次载人宇宙飞行成功
1961年 5月 25日，美国首次载人宇宙飞行成功。 37

岁的海军中校小艾伦·舍巴德在距地面 115 英里的空间
进行了 15 分钟的飞行， 这次飞行使他成为第一个进入
太空的美国人。

毛泽东作《论持久战》演讲
1938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驳斥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
降主义分子的“亡国论”、“速胜论”。

我国首批博士诞生
1983 年 5 月 27 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培养的首批博士，18 名登上学术之巅的学子荣
膺“金冕王冠”。

爱迪生发明电池
1902年 5月 28日，爱迪生宣布发明了蓄电池。 这种

电池是用镍、铁和碱溶液制成的。
人类首次登顶珠峰

新西兰登山运动员埃德蒙·希拉里以及他的尼泊尔
向导坦新于 1953年 5月 29日上午 11点到达珠峰之顶，
成为首次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人。

有一次， 为了拜
访托尔斯泰， 在出发
前， 对于该穿什么样
的裤子， 契诃夫考虑
了整整一个小时都无
法决定下来。 他换了
一条又一条， 都不满
意。穿上窄的，他在想
托尔斯泰肯定要说：
“不像话，这个蹩脚作

家。 ”而换上宽的，他怀疑托尔斯泰又会说：“快赶
上黑海了，这个无赖……”

契诃夫为什么会对托尔斯泰的感受如此在
乎呢？ 这也许可从契诃夫的谈话中找到答案。 有
一次，契诃夫对蒲宁满含深情地说：“我只害怕托
尔斯泰。 您想想吧，是他写出了这样的文字，说安
娜（《安娜·卡列尼娜》主人公）感觉到，看到自己
的眼睛在黑暗中放光！ ”

能够想像吗？ 这是那个已写出了《带哈巴狗
的女人》和《草原》等旷世名作的人，那个说过“大
狗有叫的权利，小狗也有叫的权利”名言的人。

无独有偶，蒲宁，这位在俄罗斯文坛一向清
高、独来独往的贵族作家，对托尔斯泰也同样怀
有这种高山仰止的敬意。 蒲宁在回忆录中供述：

“不知怎的，这位老人还是让我觉得害怕。 ”
又是害怕，与契诃夫有着同样的害怕。 他们

害怕，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写出了《战争与和
平》、《复活》 这样皇皇巨著的文学巨人； 他们害
怕，是因为他有着父亲般的威严；他们害怕，是源
于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仰慕和热爱。

你可能想不到，积病而孱弱的晚
清帝国，在风雨飘摇、财政入不敷出
的窘境下，曾经屡屡对他国灾害施以
援手。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二月，
清朝政府“颁帑十万助赈日本灾”。这
样规模的经济援助是中日甲午战争
后，中国对日本的首次援助。

清政府第二次援助日本是在光
绪三十三年（1907 年）九月，“日本以
水灾来告，输江、皖、浙、鄂诸省米粮
六十万石济之”。 若细看清朝历史，
1907 年恰是中国的灾荒年，但是，晚
清政府依然怀着“国际情怀”，赈济日
本 60万石大米。

1908 年 12 月 28 日凌晨 5 时 25
分，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市发生
7.5 级地震， 墨西拿人口的一半，约
7.5万人丧生，震惊世界。清政府没有
袖手旁观，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十二月，“癸酉，义大利地震灾，出帑
银五万两助赈”。

此外，晚清政府对海外的华人也

体现着祖国的“关心”。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三月，美国旧金山地区发
生 8.3 级地震，清政府也没有置之不
理，“丁酉，美国旧金山地震，颁帑十
万赈华民”。

其实， 看 1905年 -1908年的中
国，饥荒、灾难几乎遍地皆有，不仅是
天灾，其时，各地剿匪的大笔军饷开
支也是清政府在正常行政开支之外
的一项沉重财政负担。

为什么在这种窘况之下，清政府
还积极地搞国际援助呢？两次鸦片战
争以及甲午战败， 尤其是 1900 年之
后，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实行改革，融
入国际社会刻不容缓。

在光绪年间，清政府参加的国际
社会组织有万国保和会、 万国禁烟
会、万国红十字会等，在屡遭国际列
强势力打击，屡战屡败、积贫积弱的
情形之下，晚清政权很想融入国际社
会，从而学习国际经验，实现社会改
良进步， 以达到巩固满族统治的目
的。

史料

晚清中国的国际援助行动
□ 李晓巧

我只害怕托尔斯泰

书林

经济学里的怪诞行为学

□ 孔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