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在台湾都
是被禁的。 读者看到的大部份都是盗版书。 就
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好了，当初在台湾叫 《大
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
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问题就在于
“东邪” 在东方的桃花岛上， 有暗喻台湾的意
思，所以也被禁了。

另外一本，《天龙八部 》其中有一段：王语
焉见两个人在打架，就随口说：这是江南蒋家

的名招“过往云烟”啊！ 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还

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
因素也被抄家，警务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
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
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 所以，同理可
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
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
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每
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 应该可以从
日本时代说起，当时日本人不让台湾人读法政
相关科系，因此精英们只能选择医科 ；一直到
国民党统治，政治这种东西让台湾人彻底感觉
可怕与绝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
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急，久而久之，一直
到现在，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受人尊敬的职业
了；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党外以及
后来民进党，有很大一部份的主要支持赞助者
都是医界人士 。 （摘自 《我们台湾这些年 》
人民出版社 廖信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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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合 PK：物质关
麻绳男一号：金钱上的温暖
口述/肖晓，女，28 岁
男友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 手下指挥着三十来号

人马，用社会标准来看，应该是年轻有为了。平时，忙得像
个陀螺，有时好不容易能休息个周末，可他又累得只想睡
觉。

我们婚期将近，140 平米的复式楼，他大手一挥地精
装修了。 坐在花园露台上，我可以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不
用去挤公交车赶着刷卡上班。在一度满足于这种生活后，
我开始觉得索然无味。

我喜欢文艺，可是电影院里上了什么大片，他从来都
不知道，即使拉他去看，他也在不停发短信。上周，我电脑
坏了，让他帮我修，他满脸无辜地说：“我也不懂啊。”我一
下子烦了， 一个连电脑系统都不会换的男人还能指望什
么？ 没过几天，他送了一台索尼的笔记本给我，言外之意
再维修就是多余，可我没觉得满足，心里又冷又空。

螺丝男一号：看前途还是“钱”途？
口述/曾琳，女，25 岁
和男友交往了三年，我父母一直强烈地反对。像他这

样的外地人，没有什么家底，工作一般，连房子都买不起，
可是，为什么我和他在一起就那么的开心？

有一次，我在周大福的柜台前，对一条黄金手链多看
了两眼。 没想到，他第二天跑到夜市的地摊上，一个大男

人蹲在地上选珠子，一颗颗的，串成当时很流行的珠链。
一想到他放下面子像孩子一样挑选着， 我就觉得这是最
珍贵的一份礼物。

我们一起逛街，因为没有很多钱，每次都逛了一遍又
一遍，直到挑选到心满意足的为止。 现在的他，虽然只是
一个小小业务员，但是每天勤勤恳恳，嫁人到底是要嫁前
途还是“钱”途呢？

第二回合 PK：情趣关
麻绳男二号：只会赚钱不会玩
口述/牛莉，女，29 岁
起初认识男友时，他是长辈眼里绝对的一流人选，事

业一帆风顺，前途不可限量。 可相处久了，我觉得他除了
事业之外，似乎什么都不及格。

我们一起去旅游，兴致勃勃地到了山脚下，可一听说
步行需要 2 个小时上山，他立即大喊：回去吧，太累了。丝
毫没有注意到，我满脸的兴奋和期待。 每到一个景区，我
喜欢听导游讲讲典故，或是自己去老城区了解人文风情。
可是，他似乎都没兴趣，走马观花看一圈，然后坐在路口
等我。

平时，我们一起去吃西餐，他连看菜单都觉得麻烦，
每次都是重复上一次吃过的，这就是他的一贯风格，开车
出门，无论其他的路多么便捷，他永远只走第一次走过的
路。 我想了很久，希望他能放慢脚步。 我并不需要他拼命
挣钱，可他意识不到，也根本不想去改变。

螺丝男二号：穷快活穷情趣
口述/盈影，女，25 岁
男友是一个平凡的工薪族，在我眼里，却是生活的艺

术家。因为经济拮据，他只能买下 60 平米的小房子。可当
我第一次看到时，却觉得完全和我期待的小家如出一辙。
他买来原木，在客厅里打了一个小吧台，上面摆着自制的
蜂蜜柚子茶和葡萄酒，还有一面照片墙，上面贴满了他从
小到大的所有照片，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内心是有温度的。

今年我过生日，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他悄悄自己灌制
了一张 CD。 里面的歌，全部是我平时喜欢听的，而每段
后面他还自己录制了旁白……每到夜晚， 我听着他亲自
唱起的歌声睡觉时，眼眶里总有些湿湿的。 可是，有时看
到其他女友的富裕男友也会嫉妒， 为什么他不能将生活
的时间用来赚钱，不能用享受的心思去计划未来？

点评：爱情就是对味
拿出硬币，仔细翻看，怎么看 ，都只有两面对吧 ，所

以，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你选择哪一面而已。 如果实在
不知道怎么选择，就用反推法，想“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什
么”，答案自然呼之欲出。 现代人，贪病和懒病实在太普
遍，什么都想要，什么又都想要现成的，哪有这么爽的事
呢。 就像一个最通俗的说法，嫁人是选“条件
好”还是“谈得来”的？ 看完上面的案例，也许
你会发现，爱情就是对味。

（摘自《武汉晨报》 蓝牙/文）

当麻绳男 PK 螺丝男

她与他恋爱的最初，她老问，
你喜欢胖还是瘦， 是更喜欢姐姐
还是妹妹？ 诸如此类，他总给不了
答案。

她生气，焦急，然后想，没劲，
算了。

这时他说了一句 ： 爱情里有
一句口头禅叫什么？ 就是“你猜”。

“猜 ” 是恋爱的一种妙趣 。
“懂 ”固然舒心 ，但却始终少一点
趣味。

婚后，月夜，他与她躺着聊哲
学、聊人生，聊着聊着吵起来。

他说：你就不能包容我一点？
她终于答道：我的身体已经包

容你了，思想就不了。爱你就够了，
互相吸引就好； 贸然地成为知己，
最后通常会落得“因了解而分开”。

总有人感叹 “为何总觉得枕
边人不是知己”。 有“爱情赢家”之

美誉的小 S 这样谆谆教导后来者 ：不需要
追求跟你的男人有聊不完的话！ 男人就是
男人， 能在寒风中紧紧抓着他的手臂 ，就
是一种幸福！ 想聊到昏天暗地、欲罢不能，
那是姐妹淘的事。 强求，反而辛苦。

情人间、 夫妻间也是一种微社交 ，太
过于黏密的关系，让人感到窒息，有压力；
过于疏离又显得孤单落寞、被边缘。 所以，
恰到好处就好 ，知冷知热就好 ，知面知心
很不错，只是别苛求有解剖学意义的掏心
掏肺。

婚姻里的两人 ，要有默契感 ，但是常
常不是知己 ；彼此理解 ，比无尺度的了解
更重要。 人因自我而自由，也因自我而隔
阂。 别巴望枕边人可以包医百病。

她给他发短信：“老公，你在干吗？ 在做
梦吗？ 把梦传给我！ 在笑吗？ 把笑发过来
……” 过了一会， 他短信回复道：“我在大
便。 ”

这就是生活， 没有你预料的桥段，不
如你所料的周密与完美，但是
不等于不如意。 料事如神，那
是神干的。 （摘自《深圳青年》
第 8 期 黄良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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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读到一则以英文撰写的 《电
话答录机留言》，觉得它尖锐辛辣而又无
奈惆怅地道出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家
庭问题。 全文试译如下：

早安！ 我们现在不在家， 请在听到
“嘀”声之后留言。 如果你是我们的孩子，
请在拨号之后，选择 1 到 5，让我们知道
你是排行第几的孩子。 如果你需要我们
去你家照顾孙儿，请按 2。 如果你需要借
车子用，请按 3。 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洗
熨衣服，请按 4。 如果你要把孙儿送过来
过夜，请按 5。 如果你需要我们代你到学
校接孙儿放学，请按 6。 如果你需要我们
星期天为你烹煮晚餐并送上门去， 请按
7。 如果你要到我们这儿用餐，请按 8。 如
果你想邀请我们共进晚餐， 或者请我们
上剧院看演出，那么，请开口说话 ，我们
正在聆听！

孩子和父母之间。 是有一根直线连
着的，那是一根象征着 “关怀 ”的线 。 但
是，有人说，孩子连向父母的那根线 ，就
像筷子那么短； 父母系在孩子身上的线
呢，却像道路一样长，而且 ，那是铺设得
极好的高速公路，一通到底，
无所阻拦， 总能以最快的速
度抵达孩子的心。
（摘自《青年博览》 尤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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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线

最近，在日本的情感畅销书里，麻绳男人成为最流行的概
念。 麻绳男人也是社会定义里，那群事业有成的成功男人。 他
们辛苦工作，积累下丰富的物质，可是却过早地丧失了对生活
乐趣的感知，最终，你也许会发现他就像熏完腊肉后的麻绳，
一无是处。

和麻绳男人相比， 螺丝男人也许是社会上并不占优势的
平凡阶层。 但对于生活，螺丝男自得其乐。 而且，螺丝永远只寻
找对的螺母，就像和你很谈得来的男人，情趣相当，配合默契。

麻绳男 PK 螺丝男，你会如何选择？

某天在节目后台和年轻的演员聊天，我
说：你们真的以为好朋友是可以同甘共苦的
吗？ 太天真了！ 世上没有同甘这个字。 好朋
友是只能用来共苦的。 现场一片哗然，所有
人都觉得我的说法无法接受。

十几年前，我和一个哥们儿在某夜总会
里唱歌，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收工后，我们一
起站在寒风中，拿着啤酒瓶在魏公村的路边
吃烤肉。 然后我入了歌坛，进入了另一个圈
子，大家几年都见不上一面。 一天在街边遇
上，寒暄几句，一个拥抱。 他说：你那么忙，找

时间约上老朋友们聚会吃饭啊。 我说：
好啊。说过就拉倒，他不会来联系我，我
也不会去联系他。 不是谁变了，只是大
家都不想辛苦。

再过几年，他大火，见了面，他说：大家现在都好忙啊，如果可能，你
会来我的戏里客串吗？我说：好啊。这不是寒暄，这是有底气的说话，区别
在哪儿呢？ 区别在于大家往前走的步伐上面。

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的时候，这种交往是最没有压力的。 我可以吃
你的、住你的，你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分享。 因为你没有的，我也没有，大
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的我的其实都是我们的。 一旦你红了，你的世界就与我
无关了。 我是个有尊严的人，我不与你来往不是我不爱你了。 而是我不想让自己
那么辛苦啊。

你可以一如既往的和我们一起聚会、吃饭、玩。 然后，你把买单的事也承包
了。 但是，我也希望在你买了十次单以后买上一次，但这一次就会让我伤筋动骨。
你觉得你红了以后一切都没有变，但是我们一起住的地下室里只剩下了我，每次
抬头看到你住的高楼我的脖子都会很酸痛。 我为什么还要和你做朋
友？ 朋友是同一时间段站在同一平台上的人，你上或下，平衡改变，就
不再是了。所以，当你俯下身子说：嘿，好哥们。我只会说：哦，其实我们
并没有那么熟啊。 （摘自《北京消费导刊》第 13 期 戴军/文）

K 要考研 ，W 拦不住 K 向学的一颗
心，虽然万般难舍 ，还是泪眼婆娑地挥手
告别。 临行前，K 信誓旦旦：“等我回来，我
会加倍疼爱你。 ”

几年后 K 学成归来，他打算兑现他的
诺言，不过这时他发现，W 对他很是冷漠，K 不在家的这几年，
W 有一次被顶头上司欺负， 挺身而出替 W 出头的不是 K，而
是 W 的同事，因为患难，所以碰擦出爱情的火花，虽然 W 与 K
领过结婚证，但一纸证书，没有让 W 停止对证书之外爱情的
向往，W 坚决提出分手，这一次泪眼婆娑的是 K。

另一个男孩喜欢玩，他不想太早受到感情的牵绊，向女友

提出等他几年的要求。 半年后，女友就结婚了，他后悔莫及。 等
待是件刻薄的事，能够窥见个人的自私，这样的人，不等也好。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爱情经得起距离的考验，认为距
离产生思念，思念又因为距离变成妙不可言的牵肠挂肚，可偏
偏有时，爱情会变成在时光里渐渐微凉的一杯咖啡，爱情的醇
香，随着温度渐冷变得苦涩乃至无味。

掘川院的百首和歌中有歌云：旧垣今又来，彼姝安在哉？唯
见萋萋处，寂寞堇花开。 感情是经不得等待的，最初的分别，思
念一定是有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就不再浓烈，我们
会迅速适应没有对方的日子，忽然觉得，其实分开
并不是不可忍受，甚至感觉这种日子其实也不差。

人生苦短，等到爱情微凉时，我会再也没有耐
心等下去，而转身离开。

（摘自《潮州日报》 伊尹/文）

等 到 微 凉

一般而言， 一位官员如果在任内被问责丢了
官，就几乎跟官场绝缘了。 理由很简单，阁下所以
被问责丢官， 乃是实践证明你不适合做 “人民公
仆”，最好的归宿当然是闭门思过、反躬自省。可事
实并不总是如此。 一些曾被问责而遭撤职的各路
官员，像被摁在水里的葫芦一样，上头的手一松就
纷纷浮头———复出了。 不过， 这样不仅会失去民
心，也会失去政权———前苏联就是这样的例子。

1980 年， 苏联一位警方人员偶然买到了一批
准备出口的廉价鲱鱼罐头， 一打开却发现这罐头
里面装的全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 鲱鱼为何会变
成鱼子酱？一番调查取证后，真相大白。原来，苏联
渔业部的一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 把索
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
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 由西方公司用低廉的价格
买下，然后再将其还原为鱼子酱高价销售。那些官
员自然不会白干， 可以获取高额回扣并存入瑞士
银行。 让人惊讶的是，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 10
年之久，由此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

此案涉及苏联渔业部、外贸部、食品工业部等
高官共 300 余人。 当时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是索
契市市长沃隆科夫， 他的直接领导是克拉斯诺达
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 麦杜诺夫是苏共
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当《文学报》刊登了
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麦杜诺夫极为紧张，多次跑到莫
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勃列日涅夫听了克格勃主席安德
罗波夫亲自向他陈述的事件经过后， 在铁证如山面前问
道：“你看怎么办？ ”安德罗波夫说：“那就得把麦杜诺夫交
法院审理。 ”勃列日涅夫说：“这可不行，现在我们在克拉斯
诺达尔没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
去。 ”于是，麦杜诺夫被撤销了原职。 但其后，他又很快复
出，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了
莫斯科的豪华住宅。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有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
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个国
家的结局是什么———苏联，现在已经变成“前苏联”了。

（摘自《同舟共进》第 6 期 孙玉祥/文）

两国互相派遣常驻外交人员，这在欧洲自 17 世纪已
经开始，到 19 世纪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但是，近代中国被
迫打开国门后， 用了几十年时间仍然难以接受和适应这
一规则，直到 1876 年清廷终于第一次正式派出常驻英国
公使，正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

按照现在的社会心理，如果有一个人被派往英、美等
大国出任大使，其乡人必引以为荣。 但在 1876 年，情况完
全相反。 按照时人观念，出使外国相当于向夷人低头，是
被人鄙视的、正人君子“不屑为”，“为士大夫所不齿的事
情”。 有人撰写对联羞辱郭嵩焘出使是“事鬼”，即服侍洋
鬼子。乡人引以为耻，其家乡湖南准备参加举人考试的儒
生聚集起来，要去捣毁郭家的住宅。

到了英国之后， 郭嵩焘周旋于英国官方高层和各国
公使之间，获得普遍尊敬，这也象征着大清帝国终于步入
国际舞台，侧身列国之林。 其个人魅力，就连一向不太赞
扬他人的英国自由派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1868—1894
年间曾四度任英国首相）都称赞他是“所见东方人中最有

教养者”。但是，副使刘锡鸿却不断向清政
府打“小报告”，对他的行为大加攻击。

在刘锡鸿所列出的郭嵩焘的种种“罪
名”中，有三条是：1877 年 8 月 17 日，中国
使团受邀前往伦敦附近的罗彻斯特参观
炮台，乘船时风大，英国将军斯多克斯见
郭嵩焘寒噤而取所带的大衣为其披上，刘
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另一次
是见巴西国王， 郭嵩焘为了外交礼节起
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
致敬”，有失国体。还有一次是在白金汉宫听音乐，郭嵩焘
取音乐单翻看， 刘锡鸿认为既然不懂英文，“仿效洋人所
为”，就是取悦洋人的卖国行径。

刘锡鸿还指控郭嵩焘自己及让小妾学英语、 看洋戏
是重大罪状，郭嵩焘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谈话是“闭门
密语，怨谤国家”，有叛国嫌疑。

郭嵩焘在赴英途中， 曾将见闻及自己的看法用日记

的形式记下来， 寄回总理衙门， 以供参
考。 日记刊行时取名《使西纪程》，因其中
多有对西方文明的称赞， 激起了国内士
人的群起围攻。 郭嵩焘成了士林公敌，被
人看作“汉奸”。 朝廷在士林舆论压力之
下，将《使西纪程》毁版。 而郭嵩焘也深知
洋务不可为，“气索心灰”， 决定辞官，并
且不再踏入仕途。

海外著名中国近代史家汪荣祖先生
评论说：“我们不禁要假设：如果郭嵩焘真

能影响政策，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士大
夫的支持，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那么这条路必定会平
坦得多、容易得多、代价更要小得多。 ”但“此一假设仅止于
假设，真能实现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近代史上的儒生，“由
于根深蒂固的华夷种见，只有高昂的情绪，没有冷静的是
非”。 只有情绪而无是非，终致误国误民，使中国近代社会
转型特别的坎坷崎岖。 （摘自《新京报》7.29 洪振快/文）

郭嵩焘：开眼看世界却成“名教罪人”

明朝开国不久 ，
朱元璋曾提出一个
令大臣们十分震惊
的计划：以老家凤阳
为中都。 后来因种种
原因，这个想法未能
实现，但如何复兴凤
阳这块“龙兴之乡”，
让乡亲们生活得好
一些，朱元璋没少费
脑筋 。 经过深思熟
虑，他为凤阳提供了
一系列“特殊政策”。

第一条是大移民。 为了迅速改变家乡面貌，
朱元璋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凤阳，作
为复兴经济的劳动力。 洪武年间的大移民，达到
六次之多，数字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 这
么庞大的数字在中国移民史中， 都是极为罕见
的。

第二项政策是减免赋役。 朱元璋建国之初，
宣布减免凤阳、临淮二县土著十年徭赋。 洪武十
六年（1383 年），朱元璋再次读刘邦传，发现刘邦
永免家乡的赋役。 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乡们十
年，明显没有刘邦大方，于是再发谕旨普免故乡
赋役。 可是在这份圣旨里，朱元璋所免的，是土著
人口的赋役，并不包括后来的移民。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兴修水利，发展交通，一
系列建设使凤阳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

然而，谁也没能料到，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
关爱，最终却给家乡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恶果。

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时虽给农业提供了充足
的劳动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涌入，却给
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凤阳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经被勋贵圈
占，凤阳本地人又占据了中等土地，移民们所获，多是挑剩
的低产土地。 没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来移民就上山毁林
开荒，很快造成了水土流失，加剧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态环
境的恶化。 修建凤阳皇陵、泗州祖陵及勋贵府第等一系列
建筑，不可避免地要开采附近山区的大量山林。 大规模的
采伐，使许多山变成了荒山秃岭。

位于洪泽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由于害怕洪水
淹没祖陵，导致“王气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严重
之后，明政府定下了这样的治水策略：“首虑祖陵，次虑运
道，再虑民生。 ”于是明政府经常不顾民生而决高家堰放
水，人为降低洪泽湖水位以护陵。 它暂时减轻淮河对祖陵
的威胁，但使得附近河道极为混乱，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
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凤阳周围森林损毁殆尽，
淮河则经常泛滥，两岸百姓民不聊生。 本来经过朱元璋的
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四十万顷。 至明代
中期的弘治十五年（1502 年），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
仅有六万一千二百六十三顷。

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既不及苏
南富裕发达，也不如鲁中的蓬勃兴旺，同为沿海开发地区，
差异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当地生态环
境在明代遭到了严重破坏。朱元璋当初做梦也想不到他的
一片好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 张宏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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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是在活给别人看。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导致了官僚资

本的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 据
史料记载，大业六年(610 年)正月十五，杨广在东都洛
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
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 来自全国
各地的 5 万多名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
街，足足闹腾了半个月。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还将自己的物质
文明展示了一番。 东都的市场被整饬一新，供各国商
人参观。 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
在店铺里铺上地毯。 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
带拽进去喝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用付
钱。 那些老板们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
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

喝了酒的胡人们，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

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
没有感觉到疼。 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
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胡商们很不理解。他们转
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
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
服呢？ ”

杨广急于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成就自己的“圣王之
业”，于是他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
服 ”的霸主地位 ；另一方面 ，又建东都、凿运河 、筑长
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 如此集
中、如此大规模地将这些形象工程连续上马，全国老
百姓在短时间内几乎都被集中到劳动工地上。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 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
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
来，最终一个澎湃的帝国就这样生生被拖入死亡的泥
沼。 （摘自《人民论坛》7.20 宗承灏/文）

被形象工程拖垮的隋炀帝

台湾的“文字狱”

苏
联
官
员
也
曾
快
速
复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