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三国读到董卓，总会想起曹操。 这两
人的经营手法有点相似：抄底汉王朝，挟天
子以令诸侯。 经营手法一样，收获却大相径
庭，在哪个环节掉链子了？

善于投机，敢于分红
董卓年少时就有侠义风采，认识了西部

边城一带的各路人马的大佬。董同学的家境
似乎不太殷实，自己还得耕地种庄稼。某年，
西部边城的豪杰们上门拜访，家里没啥招待
的，董卓将自己赖以为生的几头耕牛宰了待
客，虽不能说是“侠”之大者，却也是“侠”之
豪爽者。西部边城的豪杰们回去后都大加赞
叹，报之以千余头牛马羊。

董卓不仅善于投机，而且敢于分红。 加
入军界后，董卓在并州平定叛乱。 朝廷给了
他一笔奖金：9000 匹缣。 在当时，9000 匹缣
十分可观。然而董卓却把这些财富给了弟兄
们， 还说了一句很给力的话：“为者则己，有
者则士”，功劳虽是我的，享受功劳的却可以
是弟兄们。

公元 188 年，朝廷对董卓不放心，要他
把苦心经营多年的资本———西凉军，交给皇
甫嵩打点，然后调来京城就职，董卓坚决拒
绝这种恶意并购，他写信给中央：说我本来
打算上路了，哪晓得广大的边疆人民群众拦
住我的车子，不让我走。

正在中央与地方胶着的时节，实权人物

大将军何进写信邀请他进京，何进企图借助
董卓这家外来的大公司，来洗荡被宦官“十
常侍”盘踞着的中央管理层、董事会。

在《三国演义》的描述中，董卓是个大浑
球，一天到晚就是杀人，喝酒，泡妞，其实不
然，董卓进入最高管理层之后，提拔人才，善
待仇人。为了让西凉军政权顺利转变为全国
性政权， 他选用的全是本集团外的人才，而
对于自己的亲信，几乎一个也不提拔。

套现无所不为 终被清盘
收纳贤才，化解旧怨，董老大其实做得

还行。 不得善终，就坏在套现上。
不少管理者，总想要在历史中，给自己

留下漂亮的看得见的一笔，这就是一种政治
套现心理。 董卓抄底成功后，最热衷的一件
事就是要改变国家元首，理由是当时的天子
刘辩傻不拉几的， 而陈留王刘协却寂静聪
明。 按照中国传统，一个王朝的老大不是不

可以换，但有个底线：必须是这位老大混账
得不行了，如果只是平庸而已，就不能换。

最先反弹的就是他亲手提拔的那帮地
方大员。 例如韩馥，在他的提拔下任冀州刺
史，可才到任就扯起反董的大旗。 这让董卓
很焦躁，提刀杀了荐举人。 公元 190年，针对
董氏集团的最大的反对党成立了，党魁就是
袁绍。 反对党联盟从东部往西部猛烈攻击，
董氏集团缩回西部。 西进路上，董老大要了
洛阳城二百万市民的财产、性命，“二百里内
无复孑遗”。

从这时开始， 他的套现滑入很低的境
界。 他将自己的政治资产套现放在了固定资
产上，建起高耸的城堡，名曰“万岁坞”，“万
岁坞”里积存了可供三十年食用的粮食。 董
老大宣扬：“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
毕老。 ”这分明是一个土财主的套现宣言！

董老大一次次的套现，导致他下滑成一
只政治负资产， 负资产没有长久存在的道
理，东边的反对党收拾不了他，自然有身边
的王允、吕布收拾他。 于是，曾经的抄底高手
董卓，被清盘了。 为何历史上那么多英才在
创业期间那么足智多谋， 一上位却狼狈收
场？ 原因就在于一颗急于套现的心。 董卓套
现，完了；袁术套现，完了；曹操吸取他们的
教训，摒弃套现路线，坚持长期持有，熬到曹
丕，换了庄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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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李提摩太（1845 年—1919 年）是英国著名
传教士，他 1870 年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发表
过很多看法，其中有一条至今读来还感慨颇多。

在 1887 年，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
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 100
万两白银。对于李提摩太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
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
倍的收益。 ”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
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

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
我之所以觉得这段对话极其重要， 因为雷

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在 1898 年， 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

“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
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 ”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 你这条道
如何来得及？ ”

在 1905 年， 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
复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改革非当务之
急。 孙中山的回复却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

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
的诸多悲剧就蕴藏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
的领袖， 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份急
切却是一样的。从好的方面讲，这表现了几代政
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 可从另
一个方面看，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不耐烦”
和内心焦躁？

他们不愿意耐心经营、慢慢等待，总想争取
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中国人也因此变得一波
比一波焦躁，一茬比一茬激烈。 一百多年前，就
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
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备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
唏嘘不已？

抄底高手董卓败在套现太早 等不了
□ 郑连根

真相

武则天为何不受李世民待见
□ 梁纪峰

探究微观

清朝流行免骂钱

晚清朝庭有项不成文之罚例， 官员
有忤朝廷者，要受“传旨申斥”处罚。即着
被罚官员跪于阶下，任由太监臭骂，不得
还口。

光绪末年， 数传部尚书张佰熙与待
郎唐绐怡闹不团结，被朝廷处以“传旨申
斥”。 那唐某事前暗中贿赂太监四百两银
子。“申斥” 时太监令张首个跪于阶下受
骂。太监骂人十分专业，声音不大不细，从
张某长相言谈， 到祖宗八代统统都成骂
资，历时半日太监才收住嘴，那时张某双
脚早已麻木乏力，哪能站立行走，只好用
手爬行而去。场面真够雷人。接着是唐某
下跪受“申斥”，那太监随便谈上几句就算
完事，四百两银子“免骂钱”真起作用。

领导不宜有爱好

魏征忠心耿耿，为国尽心竭力，是一
位社稷之臣。一天下班后，太宗和身边人
唠闲嗑：“魏征平时总是一副油盐不进的
样子，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他的吗？ ”知
情人就告诉太宗说：“魏征最喜欢吃醋
芹，吃饭时只要有这个菜，他就高兴，一
高兴就真情流露， 跟平常板着脸一本正
经的模样大不一样。 ”

第二天，太宗和魏征一起吃饭，特意
准备了几碟醋芹，魏征一见，果然高兴得
手舞足蹈，一顿饭才刚开始，醋芹就被他
吃了个干净。 太宗笑着说：“你总劝我不
能有嗜好，可我今天看到，你自己明明也
有嗜好啊。 ”魏征就说：“您是一把手，国
家的最高领导人，应该无为而治，最好什
么嗜好都不要有。 我只是一个具体做事
的，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嗜好影响不大。 ”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一个人但
凡多一种嗜好，就是多一个弱点。上有所
好，下必盛焉，做领导的自然是嗜好越少
越好。

（本报综合）

作为一个宫廷新人， 武则天也会跟我们
今天的大多数人一样， 处处在领导面前表现
自己，以获得加薪晋职的机会。 何况，武则天
将李世民视为偶像，刻意迎合、模仿他的兴趣
爱好和性格特征。

比如， 李世民是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武
则天深受他的影响，便潜心研究历史、政治、管
理。再如，李世民重视文化建设，武则天积极响
应他的号召，整天书不离手。 武则天如此投其
所好，就是想和李世民更近一点。 但她的竞争
对手太多了，李世民想注意她都注意不了。

武则天进宫不久的一天， 善于骑射的李
世民突然来了兴致， 便领着一帮嫔妃出宫遛
马。 一匹叫做狮子骢的威猛宝马性格暴烈，没
有人能够驯服它。

李世民很想征服它， 便问身边的随从：
“谁能够驯服它？ 我有赏！ ”大家都默不作声。
这时，站在人堆里的武则天却自告奋勇地说：

“陛下，我能驯服它！ ”李世民听后惊诧不已，
忙问：“武媚，你说说看，你怎么能够驯服它？ ”

武则天镇定地回答：“我需要三样东西， 一是
铁鞭，二是铁锤，三是匕首。 先用铁鞭抽它，如
果它不服，我就用铁锤砸它的脑袋，如果再不
服，我就用匕首捅它喉咙，看它还能暴烈吗？ ”
武则天本来是想在李世民面前出出风头，没
想到弄巧成拙，让李世民觉得她心狠手辣，于
是对她多了一份戒心。

李世民喜好政治、文史、书法和骑射，武则
天处处模仿。这种做法，也是弄巧成拙。作为一
个日理万机的皇帝，李世民肯定有工作疲惫的
时候。他也想忘掉国事彻底放松一下。比如，有
人能帮他捏捏后背揉揉肩， 聊聊家常调调情，
但这一切武则天都给不了他。武则天巴不得时
刻和李世民畅谈军国大事与理想抱负。在李世
民面前，她张口是政治，闭口是文史，根本不分
上下班时间，搞得李世民很烦很累。

比起武则天，长孙皇后的温文贤淑、与世
无争，杨妃的娇柔妩媚、体贴入微，徐惠的心
怀慈善、爱意深沉，就是李世民的最爱，就是
他业余时间的情感寄托和归宿。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
台湾实施戒严时期（1949 年 -1987 年），政治禁
区自不用说，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
彩。

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
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 审查歌曲
每周一次，1979 年到 1987 年共审查了 320 期，
930余首歌曲遭禁。

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 有的被认为是
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
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
治暗示等。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
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现在
看来非常好笑，因为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淫
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 邓丽君的《何日君再
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
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
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
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
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
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
港小镇》等，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
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
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
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 导致民众生活困苦
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
“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
想到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台湾戒严年代的荒唐事
那年

□ 纪彭

“文革”中，摩登文人郭沫若出了一本“学
术著作”《李白与杜甫》。 因为毛泽东喜欢李
白，所以，在此书中，郭沫若就对李白捧之上
天。 为了衬托，还顺手对自古以来就与李白并
驾齐驱的另一个唐代大诗人杜甫按之入
地———好让李白在整个群星灿烂的唐代“会
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书中《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老
引用了杜甫一首题为《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
示此诗》的诗：“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 熟
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 鹅鸭宜常数，柴荆莫
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而后指
出“后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心理。 鹅鸭

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数’；柴门闩好，提
防强盗进来”云云。 这种深文周纳简直叫人跌
破眼镜：数自己的鹅鸭，关自己的柴门，就成
了“赤裸裸的地主心理”？ 莫非要像陶渊明那
样鸭虽养而不数、门虽设而常开，才算是赤裸
裸的贫下中农心理？ 推测郭诗人的意思，似乎
是讲杜甫既然孜孜不倦地数鹅鸭而关柴门，
说明他财产不少， 也因此说明他是地主———
贫农哪有什么鹅鸭？ 如此划分成分，真让人啼
笑皆非：鹅鸭居然成了是不是地主的依据！ 郭
沫若是大诗人， 可是当他以诗人的身份来写
文章颂圣之时， 也难免为文而造情的胡说八
道。

郭沫若这样证明杜甫是地主———
经常数自己鹅鸭

□ 孙玉祥

荒诞

□ 刘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