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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這 12 種“病”中國人看不懂
经常看到报到，说美国人在中国不
能理解的中国人的习惯，比如中国人见
面打招呼喜欢明知故问“买菜呢？”
“出门啊”。中国人一杯茶水能泡一天
，中国人生完孩子坐月子等等。造成这
种不理解的原因莫过于两国文化的巨大
差异。
中国人去美国，面对美国人的习惯
一样会产生不理解，甚至把这些习惯当
成奇葩来看待，实在看不懂的，只能摇
头说：“美国人真是有病啊！"下面就
来看看中国人有哪些”病“是中国人看
不懂的。

充才能完工。在老美的家中，你会发现
厨房里专门有一个地方是放各种罐头食
品。几乎所有的老美家庭都这样。罐头
食品因为易储藏的原因，也被美国人狂
爱。有时候遇到学校义工来收捐赠的时
候还指名了只要罐头食品。

9、压根不懂客气
千万别和美国人客气，因为他们认
为接受别人的好意就是最大的尊重。他
们不懂什么叫客气，什么叫口不对心。
你若想要就接受，假如你一直客气的说
，不用了不用了。那美国人就真的以为
你不用了。总之，千万不要和美国人假
客气，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懂。

1、一年四季喝冰水
美国人一年四季喝冰水。它们的饮
水机上只有两个档：热水(仅限用来泡速
溶咖啡和茶包)和冰水(直接喝)。温水是
什么？美国人不懂。美国女生在生理期
照样喝冰饮，强健的美帝人民更加没有
“坐月子情况下不宜喝冰水”的概念;美
国女生在生理期照样喝冰饮;甚至生完孩
子就立刻喝一大口冰水解渴!

2、上床不脱鞋
不少美剧迷都有这个疑问：“美
国人回家都不脱鞋子的?就这么穿着鞋
子踩上沙发甚至上床?”原因有三：一
：观念不同欧美人与中国人对物质的
观点不同，美国人认为物质是为人服
务的，要尽情的享受物质世界，而且
，物质来源相对充裕，脏了、坏了就
不要了就该更新，所以沙发和床尽管
踩没关系。中国人因为东西来之不易
，要服从环境的限制，进门脱鞋生怕
把地板踩脏了，搞坏了。第二：美国
相对干净，有空地的地方就种草，所
以灰尘和泥不多，在外面走一天，鞋
子也脏不到哪儿去;到处踩踩没关系。
第三，美国家里大多有地毯，鞋子穿
进家里，蹭蹭就干净了。所以，美国
人在清洁地毯上倒是花了不少钱!

10、外裤穿得比内裤低

3、收藏品五花八门
中国人小时候可能喜欢集邮，集火
花这类，至少是觉得这些作品有一定的
历史价值。美国人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收藏品，有的收藏自己用废弃易拉罐做
的各种物品，有的收藏各种各样的瓷碗
。有的收藏上百种不同的锅子。有的喜
欢收集手工制作的木头头像。可是主人
们却当成至宝来分享。

4、边减肥边吃汉堡
对美国人来说，汉堡配可乐就跟豆浆
配油条一样天经地义。这个搭配虽然美味
方便，但热量很高。后来街上的胖子越来
越多，美国人就发明了一个低糖饮料：
Diet Coke(健怡可乐)，热量比一般的可乐
减少99%。但是说实话，汉堡薯条的热量
那么高，光喝个Diet Coke有什么用呢？

5、消费还要给小费
在美国，付小费是一个重要的传统

，美国人喜欢自己可以给别人一些东西
的感觉，同时也因为它传播“努力工作
会有回报”的“美国传说”。在美国，
服务业人员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在很多
州甚至低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因为
有些州的法律允许雇主对有机会收小费
的员工支付的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
他们需要靠小费填补最低工资差额，小
费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且需要
交税。在美国给小费是一个很常见的现
象，从餐厅吃饭、坐出租车、让酒店工
作人员帮你拿行李等等，都需要给一定
数额的小费作为给对方劳动的一个认可
和补偿。大部分情况是占你消费数额的
15%左右。

，他们早上洗澡。美国如果是化了妆的
女生，晚上一般就洗洗脸然后上床睡觉
。美国人解释说，只要是在有空调的地
方工作就可以早上洗澡，如果是在户外
，那么晚上也是要洗的。

7、户外不晒衣

这种穿法还有一个专用名词，叫Baggy pants，是一种在美国黑人社区首先流
行起来的裤子，几乎所有的嘻哈明星都穿
过这样的裤子招摇过市，贾斯汀比伯更是
对这种裤子喜爱有加。嘻哈风潮兴起以后
，黑人说唱歌手带起了穿 Baggy pants 的
潮流，而很多白人们并不知道这个裤子的
起源，也跟风穿了起来，现在已经成为美
国街头文化的一部分了。

11、直接喝自来水

在美国的许多地方，有一种没有正式
立法的禁令，叫做“晒衣绳禁令”。这并
不是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禁令，而是由各
种单位颁布的禁止户外晾衣服的禁令。这
些单位包括社区管理委员会、屋主协会、
城镇规划机构、小镇政府、大学校舍、医
院、养老院等。“晒衣绳禁令”最早从城
市开始，后来扩展到乡间，不仅在美国，
而且在加拿大也有。久而久之，人们习惯
6、早上洗澡
成自然，即使搬到没有禁令的地方，也不
很多人看了美剧，发现一个问题， 去户外晾晒衣服。
几乎所有洗澡的情节都发生在早上，极
8、喜欢吃罐头食品
少看见晚上洗澡的，所以他很疑惑：美
国人只是早上洗澡，上床前不洗的吗?
美国的超市到处都有罐头食品的市
美国人与中国人不一样，我们晚上洗澡 场，很多美国的食物都需要罐头食品填

美国的大部分州的自来水都是可以直
接饮用的，这在国内是不敢想象的。刚开
始你可能会觉得十分别扭，因为自来水有
种特别的味道。不过这的确是可以饮用。
曾有机构做过测试，发现自来水的卫生程
度比超市卖的某些矿泉水要高。并且喝自
来水而非瓶装水有利于保护环境。

12、夏天也穿 UGG
大家看《生活大爆炸》第一季第一
集的时候，美女 Penny 穿着短 T 和热裤
，脚下却踩着一双雪地靴，会不会觉得
奇怪？其实美国人夏天穿毛茸茸靴子的
，不在少数。

在美國生活的風俗習慣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终于踏上了这篇广袤并富于活
力生机的土地，也许你的旅行
计划是在快节奏的曼哈顿悠闲
地享受着落日下的长岛冰茶，
在不分昼夜的赌城豪赌，在西
海岸吹着海风和加州甜橙一样
让阳光把自己喂饱，甚至只是
去费城感受一下历史的沉重与
变迁，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过
多思虑的，既然来到这个开放
跳跃又井然有序的国家，提前
记住一些美国当地风俗也不失
为一种精神体验。

文学
作为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
潮流，预示社会发展方向的一
面镜子，美国文学也体现出美
国人独特的哲学观、价值观。
美国早期的移民多是从英国或
者欧洲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他
们想摆脱欧洲旧的封建传统，
追求自由、民主。而这些要求
体现在文学方面，个人主义成
为贯穿早期美国文学的一个特
色。就此而言，美国文学的发
展是承前启后，极具连贯性的
。

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
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
致更好生活的理想，人们必须
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
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

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
援助。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
着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

语言
由于没有联邦地位的官
方语言，部分州将英语定为
官方语言，但英语是事实上
的官方语言，就整个联邦而
言，并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
。由于多年来推动英语为官
方语言的运动，美国 50 个州
中已有 31 个州通过立法规定
英语为官方语言，也有其它
一些州提出相关议案，不过
，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有 3 个
州承认其他语言与英语有平
行地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法
语，夏威夷州的夏威夷语和
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语。

体育
体育在美国是民族文化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
人喜欢一些特别在美国流行
的体育项目，例如与美式橄
榄球、棒球、篮球和冰球相
比，足球在美国是一个比较
冷门的体育项目，但随着越
来越多的少年从事这项世界
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足球亦
被认为是在美国最有潜力发
展的运动。在体育比赛中所
体现出来的美德如团体精神
、公正、纪律和耐久性在美
国社会中有很高的声望。

“請不要和美國人談論這些”
一是忌有人问他的年龄，二是忌问他买
东西的价钱，三是忌在见面时说：“你长胖
了!”。年龄和买东西的价钱都属于个人的
私事，他们不喜欢别人过问和干涉。至于
“你长胖了!”这句中国人习惯的“赞赏话
”，在美国人看来是贬意的。因为在美国的
“瘦富胖穷”的概念，一般富人有钱游山玩
水，身体练的结实，容貌普遍消瘦;胖人没
多少钱，更无闲习去锻炼了，所以偏胖。
信仰忌讳
美国人忌讳“13”、“星期五”、“3
”。认为这些数字和日期，都是厄运和灾难
的象征。还忌讳有人在自己面前挖耳朵、抠
鼻孔、打喷嚏、伸懒腰、咳嗽等。认为这些
都是不文明的，是缺乏礼教的行为。若喷嚏
、咳嗽实在不能控制，则应同部避开客人，
用手帕掩嘴，尽量少发出声响，并要及时向
在场人表示歉意。他们忌讳有人冲他伸舌头
。认为这种举止是污辱人的动作。他们讨厌

蝙蝠，认为它是吸血鬼和凶神的象征。
礼仪礼节
美国人与客人见面时，一般都以握手为
礼。他们习惯手要握得紧，眼要正视对方，
微弓身。认为这样才算是礼貌的举止。一般
同女人握手美国人都喜欢斯文。
美国人在社交场合与客人握手时，还有这
样一些习惯和规矩：如果两人是异性，要待
女性先伸出手后，男性再伸手相握;如果是
同性，通常应年长人先伸手给年轻人，地位
高的伸手给地位低的，主人伸手给客人。他
们另外一种礼节是亲吻礼。这是在彼此关系
很熟的情况下施的一种礼节。
饮食习惯
美国人在饮食上如同他们的脾气秉性一
样，一般都比较随便，没有过多的讲究。但
目前他们已越来越重视食品的营养，吃肉的
人渐渐少了，海味及蔬菜品种越来越受他们
的青睐。他们喜欢“生”、“冷”、“淡”

：“生”是爱吃生菜多，习惯菜品上锅就一
“冒”，因其特别重视菜肴的鲜、嫩;“冷
”是乐于吃凉菜，不喜欢过烫过热的菜肴;
“淡”是喜欢少盐味，味道忌咸，稍以偏甜
为好。
美国人饮食上忌食各种动物的五趾和内
脏;不吃蒜;不吃过辣食品;不爱吃肥肉;不喜欢
清蒸和红烩菜肴。
美国人不习惯厨师烹调中多用调料，
而习惯在餐桌上备用调料自行调味。他们
平时惯用西餐，一般都一日三餐。早、午
餐乐于从简，晚一天的主餐，内容比较丰
富，但也不过是一两道菜。加上点心和水
果。美国人对中餐是普遍欢迎的。他们在
使用刀叉餐具方面，一改欧洲人惯于马叉
不换手的习惯，他们好以右手为刀割食品
后，再换叉子取食用餐。他们特别愿意品
尝野味和海味菜肴，尤其对蛙肉和火鸡更
加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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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現在對人工智能吹的太玄乎

未來 30 年會很痛苦
4 月 23 日，在绿公司 2017
年年会上，阿里巴巴创始人马
云围绕未来、科技、实体经济
、普惠金融、人工智能、创业
等当下热门话题进行了大篇幅
的演讲。此次演讲中，马云可
谓是海阔天空又语重心长，他
的很多观点和判断甚至让人听
了有些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马云在演讲中反复强调：
未来二三十年对于大部分人来
说也许是灾难。马云说：“我
说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未来
三十年世界变化非常快，而且
会非常痛苦。”

CEO 主要是两件事，一是
看未来的机会，二是看未来的
灾难
马云在谈到给 CEO 们的建议是表
示，做 CEO 主要是两件事，一是看未
来的机会，二是看未来的灾难。“绝
大部分的老板如果看不到未来的机会
，是没办法激励你的员工，另外一个
职责是看到未来有什么灾难和麻烦。
如果你能知道社会一定会出这样的麻
烦，并且你提前做好准备，就会很成
功。”
马云认为，作为 CEO 有两个职责
：一是当全体员工以及所有的人都开
始提心吊胆，都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时
候，你必须看到希望所在。二是当所
有的人都在畅想未来的时候，你必须
看到灾难所在，任何一个灾难和麻烦
，都有可能是巨大的机会。

年轻人没有有钱有势的父
母，唯一要做的事是对未来的
判断
马云还提到，自己父亲是一个很
普通的职工，但他对文艺的爱好一直
努力，后来做了曲艺家协会主席；他
妈更是普通的人。“像我们这些年轻
人没有有钱有势的父母，没有有关系
的舅舅，我们没有昨天的积累，没有
今天的资源，唯一要做的事是对未来
的判断。”
马云认为，对未来的判断至少是
10 年以后，你认为这个会有这样的问
题或者机会，你坚持往这个方向走 10
年，也许你就会赢得机会。
“我们不能跟别人拼昨天，也许
没办法跟别人拼今天，必须要对未来
有一个判断。”

未来三十年世界变化非常
快，绝大部分人是很倒霉
对于未来的判断，马云给出的答
案另所有人感到意外，因为他很“悲
观”！
马云是这么说的：“我对未来 30
年整个世界的变化会超过大家的想象
，未来 30 年社会矛盾的经历，各行各
业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其实很多人在骂我们，部分企
业说我们把他们的超市、商场搞掉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 15 年以前我在世界
各地讲过两三百次这样的演讲，提醒

大家互联网、电子商务对各行各业的
冲击。今天既然已经有这样的资源，
还是要告诉大家，未来二三十年这个
世界的变化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力，而
且绝大部分人是很倒霉的。”
马云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说
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未来三十年世
界变化非常快，而且会非常痛苦。
不过在马云看来，麻烦就是机会
。他说：“对你来看，如果你感到悲
哀，它永远是个麻烦，如果你觉得是
个机会，它会是你不可多得的机会。
”

全世界只有中国把实体经
济和虚拟经济完全对立起来
马云在演讲中，重点谈到了大家
关心的所谓“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冲击
”的问题。他强调，未来 30 年任何一
个企业如果你不跟互联网挂钩，如果
不利用互联网去发展自己的业务，就
会变得比 100 年以前或者几十年以前
缺乏电一样可怕，甚至比断了电更可
怕。
马云认为，不是互联网冲击了某
些企业，而是落后的思想想保留昨天
这种想法，不拥抱技术的思考冲击了
他们。
“全世界实体经济越来越难做，
我认为实体经济从来没好做过，中国
多少企业在努力，剩下了这么一点点
企业家，他们付出的辛苦是超越常人
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把实体经济和虚
拟经济完全对立起来。”
说到“实体经济”，马云坦言：
“我经常听网上有一句话叫实体报国
，我总觉得这句话非常别扭，实体和
虚拟不应该对立起来，这样的完美结
合才是未来真正的经济”。
马云指出，也只有中国把互联网
经济称之为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欧
美主要定义为金融机构，在中国是没
人敢批评金融机构的，因为批评金融
机构你就贷不到款。
马云认为，该淘汰的实体经济必
须淘汰掉，不是所有的实体经济都是
好的，也不是所有的虚拟经济都是糟
糕的。我们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必
须淘汰掉，落后生产力必须淘汰。
马云还特别谈到在所谓互联网冲
击论上，美国和中国在观念上的截然
不同。
“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受到（互
联网）冲击以后反思一个问题，为什
么没有抓住互联网这一拨？而我们这

里似乎人人觉得批评互联网是很光荣
的事情！”马云说：“这世界上没有
人想故意害你，而且也不是实体经济
都不好，也有实体经济好的，特斯拉
不好吗？苹果不好吗？所有的企业今
天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怪一个
技术的时候，那只是你倒霉。”

机器永远成为人的合作伙
伴，而不是人类最大的对手
马云在演讲中还重点谈了他个人对
于火爆一时的人工智能的个人观点。
马云首先肯定了人工智能的优越
性。“我个人觉得，随着数据的大量
产生，对数据的利用已经变成人是不
可能（做到），现在有人说我是学数
据分析，这个人将来就没工作做了。
因为未来的数据不可能用脑子去算，
一定是用机器人。大数据的大是指大
计算，数据是指云数据。很多公司跟
我讲，我们早就是大数据，他以为东
西多就是大数据，大数据的大是大计
算，数据是云的意思，这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
“所以昨天大家看到的技术活很
多会被取代，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甚
至包括在座的 CEO 们，30 年以后时代
杂志封面的年度最佳 CEO 很有可能是
一个机器人，它记得比你牢，算得比
你快，根本不会对竞争对手生气。”
不过，马云觉得，现在外界对于
人工智能吹捧的有点太玄乎了！
“尤其是这两年吹得神乎其神，
人跟机器下围棋，人输掉了，机器跟
人之间比聪明，人肯定比机器聪明，
人类不要愚蠢到谁力气大，比谁跑得
快，比谁更聪明，这些你都没机会。
机器永远记得比你牢，永远比你算得
快，永远不会生气，我们下围棋的目
的就是等人家下一步臭棋，所以我个
人觉得机器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模式
，如果汽车按照人走路应该这么走，
但是汽车是轮子走的。”
马云还表示不太赞成人脑和机器
合二为一的想法。“我前段时间去美
国跟一些学者交流以后，他们搞 AI 有
很多是人的大脑意识在里面，把人脑
和机器合在一起，我不太认为这是一
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自己对大脑
都不了解，你让机器去学习，我认为
是有问题的。”
在马云看来，正确使用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的方式是，一定要想办法，
机器要做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如果这
么做，才有机会让机器永远成为人的

合作伙伴，而不是人类最大的对手。

新零售
第一是零售出现新零售，我的观
点是线上线下物流数据必须结合起来
，打造新型的零售体系。
互联网企业从来没有觉得打败超
市是光荣的事情，超市也不要觉得打
败互联网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未
来零售行业要学习的不是怎么卖东西
，而是怎么服务别人，学会服务是不
管你是互联网电子商务，还是线下零
售也好，最重要的事情。
一切不是以企业为本，不是以成
本为本，不是以资源为本，而是以人
为本。

新制造
零售行业启动了第一拨冲击刚刚
过去，第二拨冲击是新制造。原来制
造行业以标准化、规模化、低成本这
些我们听得最多，所有的 MBA 都是这
样讲，这一套东西很快会全部被个性
化、定制化、智能化取代，以前我们
希望买的东西越来越标准，今后一定
是个性化。
出现大数据以后，未来巨大的变
革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远远超过零售
行业。我现在提醒大家，在广东地区
原来我们以流水线为作业的很多单位
，这些冲击在十年到十五年以内会非
常令人恐怖和担忧，一切机器设备会
越来越机械化。
手机本来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加
入了操作系统和移动系芯片以后，打
电话只占 20%的功能，80%跟打电话没
关系。手机成为了人身体中的一部分
，手机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因为世
界会变得越来越移动，陪伴你超过了
你的父母和老婆。未来的汽车如果加
上操作系统，交通功能最多不会超过
40%，将来只要通过电的东西都会智
慧化，所以新制造的冲击很快就会来
临。而且你如果不去做这个准备，我
觉得有麻烦的一定是你。

新金融
我理解的新金融最大的变革是由
原来的二八变成八二，原来金融机构
只要服务好 20%的大客户就行了，服
务好国有企业，服务好跨国企业，服
务好有钱的企业，然后赚 80%的利润
，他们是服务 20%的客户赚 80%的利
润，日子过得非常好。
但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八二”

，也就是你必须要服务好 80%昨天没
有被金融机构服务的东西。
未来的金融必须是普惠的，未来
的金融必须是每个人有公平的套路。
如果你今天不去思考 80%没有被服务
的，你不去思考金融是让每个人拥有
公平的权力，你没办法做，如果你不
去思考如何让金融变得普惠，你不会
取得很好的发展。
曾经有人问我，马云，你觉得未
来支付宝怎么挣钱以及未来的发展是
什么？我说我没有想象怎么挣钱，就
是一个要求，我希望支付宝能够让任
何一个老太太的权力跟银行董事长的
权力是一样的。刚好那一天我隔壁有
一个老太太说晚上回家晚了，那天断
了电，电费忘了交，老太太大清早起
来到银行门口排队缴费。那些大行长
、大银行家们叫秘书们去付了钱，我
觉得如果手机上按一下，不管是什么
长，按一下手机都可以付掉，这个叫
新金融。

新技术
什么是新技术？技术在未来的发
展也远远超过之前三十年，PC 芯片、
路由器等等，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
，使得绝大多数欧美地区和中国的发
达城市充分掌握了 IT 技术，使得企业
越来越强大。但是未来由于互联网导
致的数据技术，互联网将成为一个最
重要的基础设施，数据将成为所有企
业创新的能源。
如果这是一个基础的话，未来在移
动芯片、移动操作系统方面诞生的操作
系统将层出不穷。所以各种各样的人工
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这些东西大家
不要把它当概念，我这里提醒大家，你
听不懂没关系，但是不要去抵抗它，听
不懂唯一的办法把你们公司的年轻人叫
过来，如何支持你往前走，更何况这些
技术不是要靠大量成本投入下去才能做
到的，只要今天相信未来，这样去努力
一定会有机会。

新能源
最后还有新能源。第一代能源是
煤，第二代能源是石油，第三代能源
是数据。
第一次技术革命以煤为主的能源
造成的商业模式是工厂，第二次以石
油为主的商业模式技术革命诞生了公
司，这一次将会以什么样的公司商业
模式，这个值得所有在座的大小企业
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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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羽做為主帥只打過一場勝仗

稱為武聖徒有虛名嗎
在《三国演义》里，关羽作为主
帅只打过一场胜战，就是镇守荆州时
，出兵攻打曹军，斩庞德，擒于禁，
水淹七军。但胜利之后仍不能攻克樊
城，等到徐晃前来增援后，又打不过
徐晃，只得解除樊城之围，这说明他
不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
因为《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
，今天想谈谈三国中的任何一个人物
，都会引起争论。小人物也许争议会
小一点，但大人物就不一样了，尤其
像诸葛亮、曹操、刘备等人物，但真
正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争议的，要属关
羽了。这个人物在以后的历史中，以
令人奇妙的方式改变他本来的面目。
今天我们要说关羽，必然会引起关羽
粉丝的疯狂反对，甚至过激情绪，但
请记住，今天我们说的是历史。
要揭开关羽的真面目，得先从他
的武功和武德说起。“温酒斩华雄”
是《三国演义》中关羽刚出道时一个
著名的亮相。然而，在正史中，斩华
雄的其实是东吴孙坚。所以这个故事
没有办法证明关羽的实力。
再说斩颜良。当时袁绍手下的大
将颜良打败曹操手下的大将徐晃，曹
营中无人可敌，此时关羽出马，一刀
即斩颜良。颜良、徐晃在当时都是已
经成名的大将，特别是颜良，以勇闻
名。关羽竟然一个照面就杀了颜良，
许多人就此断定关羽强过颜良，但仔
细分析，就会发现颜良其实并非不能
战，而是死于毫无防备。
首先，于情理上，颜良没把关羽
当敌人。当时关羽的结拜大哥刘备是
与曹操为敌的，而且当时正在袁绍军
中，颜良见到关羽，自然以为他是来
投奔己方的，故不准备迎敌，结果被
关公斩于马下。
再者说，关羽纯属突袭，颜良根
本没有还手的机会。《三国志》中对
这一段的描写是：“（关）羽望见
（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
，斩其首还……”
《三国演义》中还有更详细的描
述：“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
下土山，将盔取下放于鞍前，凤目圆
睁，蚕眉直竖，来到阵前。河北军见
了，如波开浪裂，分作两边，放开一

条大路，公飞奔前来。颜良正在麾盖
下，见关公到来，恰欲问之，马已至
近。云长手起，一刀斩颜良于马下
……”这段话中，关公有两个出人意
料的举动，一是“倒提青龙刀”，二
是“将盔取下放于鞍前”。按常理，
古时武将上阵都要将头盔、铠甲穿戴
整齐，目的是保护自己，而关羽冲阵
时，却是一副完全不设防的架势，河
北军及颜良都以为关羽不是来投奔的
就是来传话的，因此根本未做迎敌准
备，河北军甚至放开一条大路。关公
则抓住了对方的心理错觉，完成刺颜
良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
通过上面一虚一实的事迹，都难
以看出关羽的武功实力到底有多强，
但能推测其胆子倒是不小。如果考虑
到斩颜良是一种谋略也就罢了，假如
从两军对阵先通名报姓的规矩来说，
关羽的武德似乎就欠奉了。
再说关羽的谋略。在《三国演义
》里，关羽作为主帅只打过一场胜战
，就是镇守荆州时，出兵攻打曹军，
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但胜利
之后仍不能攻克樊城，等到徐晃前来
增援后，又打不过徐晃，只得解除樊
城之围，这说明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军
事家。即使如此，此时的关羽军队元
气未伤，如果安然返回荆州，还有机
会。然而，却突然被东吴的吕蒙使了
一招白衣过江，夺了荆州。这当然与
关羽的失策有极大的关系。
最显关羽低能的是，他竟然将后
方基地托付给恨他入骨而又被他轻视
的两位将领。当初，在荆州誓师出征
时，关羽处罚糜芳、傅士仁两个留守
基地的统帅，即播下危机的种子；待
到进攻樊城时，关羽又因为这两位统
帅不能完成供应军粮的任务，派使者
去威胁他们：“如期把兵员粮草准备
好，要不然我回来就斩了你们。”关
羽此举就如将基地建立在沙滩上。他
的行为完全不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大
将，反而像是一个纵情任性的暴发户
。结果，吕蒙稍一策反，就连糜芳这
样的皇亲国戚也反了。
紧接着，在得知吕蒙占领荆州后
，关羽不但不封锁消息，反而派使节
与吕蒙联系，结果使节被敌方利用，

在关羽军中传递家书，使全军瓦解。
关羽此举让人颇为不解，如果他稍有
头脑，封锁消息都来不及，怎会让使
节往返于荆州与军营之间，不知他希
望得到什么？难不成希望用外交手段
让吕蒙主动归还荆州？如果真是这样
想，可真是愚蠢到家了。
再者，关羽大军撤退之日，曹军
的大将曹仁并没有追赶，情势跟当年
彭城落入刘邦之手，项羽回军一样。
而当年项羽一举就击溃了刘邦部队，
关羽大军却边走边散，最后只带着儿
子败走麦城，被砍了头。
第三说关羽心胸狭窄、不识大体
。在关羽眼中只有一个主子，和一个
小圈子。当年刘备从隆中请出诸葛亮
后，关羽就处处排挤诸葛亮。马超归
降刘备后，因为马超声名极响，关羽
不满，一定要跑到成都去与马超比武
，还好诸葛亮故意把马超比作张飞和
黥布、彭越之徒（二人均是秦末汉初
的名将），然后拍马屁说你关二爷绝
伦逸群，关羽这才作罢。刘备进位汉
中王后，封关张马黄赵为五虎上将，
关羽又开始排斥黄忠，嫌弃黄忠老迈
，居然说出“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
”这样没有涵养的话来。如果不是费
诗能言善道，谁都不能预料后事如何
。
第四说关羽自大自负，不识抬举
。最显著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例子
，就是以“虎女安肯嫁犬子”这样的
恶言，拒绝孙权为儿子的提亲。在当
时，孙权的权势只有曹操与刘备可与
之媲美，其又与刘备是同盟国，怎么
能以“犬子”来称呼一个友国头脑的
儿子呢？就算不愿意，也不应该恶言
相向。关羽这一冲动，破坏了诸葛亮
十二年前的隆中对策，如果像隆中对
策设计的，跟孙权保持和睦，吴、汉
坚持联合对抗曹魏，局势当可改观。
这还不算，在关羽围攻樊城时，
孙权一方面派使者告诉关羽，他将派
兵前来相助；一方面又命令军队慢腾
腾行军。关羽弄不懂孙权的心机，反
而发脾气骂道：“攻破樊城后，看我
不把你灭了！”关羽的骄狂和吹牛，
终使孙权在两难之中作出了选择，主

动写信给曹操，请求出兵讨伐关羽，
为之效命。
第五说关羽的浅薄。关羽镇守荆
州时，东吴年轻将领陆逊尚名不见经
传。他看透了关羽骄傲自大的缺点，
于是让大都督吕蒙假装病退，自己接
替其职。在与关羽的书信来往中，陆
逊极尽奉承之词，让关羽心花怒放，
对其不加提防。这给吕蒙实施白衣过
江之计打下了基础。
关羽身后被追赠为壮缪侯，此封
号颇耐人寻味。“壮”是武勇、功高
之意，而“缪”是一个多义词，包含
有：同“绞”；假装；深思状；谬误
；同“巧”。在封号中使用歧义很多
、褒贬均有的“缪”字，只能理解为
包含了最高当局乃至满朝文武对关羽
既褒且贬的用心。因为，此字显然不
是取“绞”、“假装”之意，纵观关
羽的一生，同“巧”字也没有多大关
系。以“深思”比喻似乎能说得通，
但十分勉强，只有取“谬误”之意更
为恰当，因为关羽荆州之败，给西蜀
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看了上面罗列的关羽事迹后，我
们发现，关羽军事能力、智慧、心胸
都有致命的缺陷，唯一可取的就是其
对刘备的忠与义。然而，这个效忠并
没有让刘备受益，而是替刘备把天下

人得罪精光，并且是导致刘备死亡的
重要原因。关羽死后，刘备悲伤过度
，不顾诸葛亮劝阻，执意攻打东吴，
结果夷陵一战被陆逊所败，死于白帝
城。此战也使西蜀元气大伤。
有人会说，如此一个满身都是缺
点的关羽，凭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上
始终光芒四射呢？究其原因，不是因
为他的英勇，而在于他对刘备个人的
效忠，这种效忠，又被解释为“道义
”。
罗贯中笔下的关羽成了武圣，这
当然是因为罗贯中佩服关羽。而封建
王朝的当权者们极力吹捧他，则是出
于愚民的考虑。在民间，关老爷也依
然备受恭拜，其原因很简单：人们认
可小说中所描写的这种忠、义。尽管
罗贯中笔下的关羽徒有虚名，甚至还
有移花接木之嫌，武圣的整个高大形
象却早已深植人心。“千里走单骑”
的故事，更是让人们为他的光明磊落
而折服。
总之，读历史是为了发现真相，
而民间传说，我们可以尊敬，但不能
因此和历史混为一谈。还是那句话：
以史为镜，可以知真伪。我们必须怀
着理性态度来看待历史，以及每一位
历史人物。这其实也是对人物本身的
尊重。

揭中世紀西歐獵巫運動：什麼樣的女性最容易被迫害
如今在人们的印象中，猎巫运动已
经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词汇。基于这
一点，与其相关的文艺作品不在少数，
但虽如此，大多数人对这一运动的具体
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有人认为它是一
场由基督教会支配的狂热社会运动，也
有人认为它是中世纪末一次针对女性的
大规模迫害，出现了诸如“魔女狩猎”
一类的形容词。虽然比较形象，但并不
是特别准确，那么真实的猎巫运动究竟
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位生活在这个
时期的女性都处在一种朝不保夕的境地
中，女巫的“选定”还是颇有规律的。
就当时遗留的审判案例数据来看，独居
、年老的妇女更容易成为迫害对象。而
且她们的经济水平一般比较低下，贫困
是“女巫”的一个深层次特征，她们往
往既是社会的救济对象，也是被控告的
主要对象。具有这些特征的女性无疑是
当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而当自然灾
害或瘟疫发生时，这些女性就成了社会
不满的发泄渠道。
虽然底层女性是猎巫运动的主要迫
害对象，不过在这种大背景下仍然有一

些个案存在。例如一些富裕的女性也会
被指认为女巫，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在
占去绝大部分比例的女性目标之外，仍
然有一部分目标是男性，甚至在一些地
区，被迫害的男性比例要远远超过女性
。例如在冰岛，被控告的群体中有 90%
是男性，爱沙尼亚则为60%。
猎巫运动无疑是西欧近代历史的一场
悲剧，由于猎巫运动这一事件明显涉及到
宗教本身，因此或多或少的与发生于同一
时期的宗教改革都存在关系。具体来说，
由于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和新教在各地激
烈的教派斗争，使得宗教之间的隔阂与对
立愈发严重，互相指责对方为“巫术”。
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曾发起
过猎巫运动，并将之作为打击对方、清
除自己所控制区域中的信仰不同者的武
器，而新教思想中禁欲思想的改变又使
得基督教中较极端的道德受虐狂的瓦解
，因此更多的人将道德自责转化为了对
魔鬼的厌恶，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情况的
出现，所以猎巫运动迅速发展的地区往
往也是宗教改革斗争激烈的地区，这一
点并非偶然。所以说，代表新教的路德
等人不仅致力于和教皇战斗，这些人烧

起女巫来也是毫不手软的。
西欧当时普遍流行的神学观念与巫
魔体系是推动这一运动的重要力量，在
《圣经》中的相关记载并不止这一处，
《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行邪术的女
人，不可容她存活”，也是一处猎巫思
想的来源反映。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
也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由二元体系的转
变，使得这一理论得到了完善，直接影
响到了猎巫运动时对巫觋的裁定，以及
驱魔的相关过程。
其次，猎巫运动期间战争频发，教
权与王权的矛盾尖锐，都使得国家对一
些地区出现了缺乏控制的现象。在这种
情况下，存在于王国边远地区，也就是
中央控制力较弱地区的一些民间秘密组
织就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同样
需要惩治这些社会中的失范行为来达到
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这种做法由来已
久，早在中世纪时，对圣女贞德的审判
就采用了这一套路。法王担心她对自身
的统治产生威胁，而英国人则认为如果
不将她所取得的胜利归结为魔鬼的帮助
而是上帝的庇佑的话，那么就说明上帝
是反对英国人的，这也是贞德被判处巫

术罪处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一运动的前期，世俗政权对它
的利用更为明显。例如法王腓力四世为
攫取财富的需要所发动的对圣殿骑士团
的搜捕。当时的巫术案件判罚也多由世
俗政权而非所谓“宗教裁判所”做出。
所以从这一层面上看，世俗政权同样有
着推动猎巫运动进行的因素。
而且，这一时期西欧社会的大背景非
常动荡不安，除前文所提到的宗教冲突、
战争频发以外，还存在有许多其他影响社
会稳定的因素，例如黑死病的传播，还有
近年来学者所指出的小冰期所带来的影响
。这些现象所带来的粮食减产、人口死亡
、阶级对立极大地刺激了西欧社会的不稳
定因素，不仅战乱四起，更为重要的是在
社区中带来了普遍的紧张情绪，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相互对立，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人们更加趋向于将压力释放于
社区中的弱势群体。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西欧未进行工业
革命，本质上仍旧处于农业社会，大多
数人都处于贫困的生活中，社区环境、
居住环境仍处于混乱、肮脏的状态之中
。至十七世纪末，英国有一半的人口生

活在贫困中，而在法国，这个数据则达
到了九分之五。这种情况下的个人主义
与邻里救济间便爆发了尖锐的冲突，使
得其以巫术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
，巫术审判在这一角度也可以看作是一
种偶然的、由大众恐慌情绪引发的集体
事件，是一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其中
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持冷静的态
度。而其产生也极其简单，只需要通过
某个人的指控，和几个人的证词（甚至
是儿童）便可成立，例如1629年维尔茨
堡的一位要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总之，整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受到牵
连。一些富有的、杰出的、受欢迎的教
士也被处决了。一周前，一个19岁的少
女被处死。很多人认为她谦虚而纯洁，
但她和其他一些人被控背弃上帝并参加
巫魔会（sabbat）。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延
续数百年的悲剧事件所具有的特殊性与
广泛性，因此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猎巫
运动更像是一场整体社会背景下的集体
恐慌，社会群众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很
大的推力作用。这些被诬陷为女巫的人
，同时遭到人文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批
判乃至迫害，自然难逃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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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只活了 50 歲 卻被人評說了 2000 余年
关于秦始皇，林剑鸣先生曾有过经
典的评论，他说：“一个人生前只活了
五十岁，但死后却被人评说了两千余年
。此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本人就是一
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神奇
色彩和极其矛盾的现象。”

以往的秦始皇形象
关于秦始皇的形象，《过秦论》
、《史记》、《战国策》、《新语》
、《淮南子》、《盐铁论》、《汉书
》等典籍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主要
是“刑法太酷、奢靡与横征暴敛、穷
兵赎武等”。（黄琼仪：《汉画中的
秦始皇形象》，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6 年，第 17-20 页）综合传世文
献记载，秦始皇的形象以负面为主。
我们从中看不到秦始皇有“仁义”之
举，“爱子”之心，“护民”之为，
其所作所为大都可以打上“负面”标
签。
我们以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为
例，贾谊把秦始皇构建为一个威严无
比、自以为是、错而不改、贪鄙多疑
、诈力暴虐、不施仁义的专制君主。
由于贾谊出色的文采，尤其是“铺陈
、排比的运用，读起来气势雄健，文
笔恣肆酣畅，一直是历代公认的文章
经典”。（吴承学：《<过秦论>：一
个文学经典的形成》，《文学评论》
2005 年第 3 期）从而使得《过秦论》在
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汉代士人对秦始皇
的认知。司马迁在《史记》中便多次
引用贾谊的《过秦论》，并说道：
“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史记》
有关秦始皇的负面记载更是不胜枚举
，且重点刻画了秦始皇的长生思想，
进一步把秦始皇的愚昧展现出来。

新材料带来哪些新记录
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亦有对秦
始皇形象的刻画，虽然对秦始皇的描
述性文字不多，但却非常具体，从不
同侧面彰显了秦始皇将死之时的悲痛
、疑虑、惆怅、不舍的感情。这为我
们加深对秦始皇的了解，提供了更好
的资料。
1.威严与流涕 秦始皇“流涕”之
言，不见于传世文献，然《赵正书》
中两见。一是：“秦王赵正出游天下
，还至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
太息，谓左右曰：‘天命不可变于？
吾未尝病如此，悲□……’”二是：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
，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
“流涕”，无需多言，流泪哭泣
也，便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痛哭流涕
”。“哭泣”在战国秦汉间较为常见
，时人也并不以此为耻，上至君王下
至百姓均有“哭泣”的记载。如屈原
、太子丹、章邯、项羽、刘邦等都曾
“流涕”。
秦始皇第一处的“流涕”容易理
解，自知病重，将不久于人世，对
“天命不可变”的失望自不待言，将
死的哀痛叹息孕育其中，由此“悲叹
”、“长太息”、“流涕”符合情理
。然第二处的“流涕”来得很突兀，
值得探究。秦始皇两次的“流涕”所
带给我们的感觉不同于威严的君主，
其在死前的这种哭泣现象，把他从神

的高位拉到了普通人的层面，给我们
的感觉无疑更加真实。
2.信任与多疑 秦始皇怀疑李斯
“侵主”，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
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
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李斯听
闻此言，急于辩解，感谢秦始皇提携
之恩，大赞秦始皇高义，并表忠心曰
：“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
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死，以报于天
下者也。”如此方打消秦始皇的疑虑
。始皇回应道：“吾非疑子也，子，
吾忠臣也。其议所立。”在君臣对答
中，“疑”这个字均被两人提及，可
见当时政治生态的恶劣。
再如秦始皇怀疑群臣，《赵正书
》载秦始皇曰：“今病笃，几死矣。
其亟日夜进，趣至甘泉之置，毋须后
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
秦始皇自知病重，害怕大臣泄露消息
，故打算甩掉群臣。字里行间中，秦

始皇对下属的不信任，可见一斑！
秦始皇“多疑”的性格，既和他所
推崇法家有关，也与后来他喜爱方术有
一定联系。当然，秦始皇的个人经历也
可能导致了他多疑的性格，如早年为质
、吕不韦专政、嫪毐乱国等。《赵正书
》则把秦始皇的“多疑”性格尽现，生
动刻画出了一个将死君主在小心翼翼地
“疑神疑鬼”，既不放心大臣，又怕大
臣对自己不满而引发祸乱。
3.民主与专制 传世文献多载秦始
皇“专制”，如《史记· 秦始皇本纪》
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可《赵正书》中秦始皇却显得很“民
主”，秦始皇两次要求大臣“议所立
”，要把立储的权力下放给大臣，给
人以强烈的“民主”气息。《赵正书
》载秦始皇曰：“吾哀怜吾子之孤弱
，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
立……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
其议所立。”

然而，秦始皇并非真
的让大臣“议所立”，他
是有指向性的，是想让大
臣替他表明他的意愿。简
文中的“孤弱”一词，比
较关键。在秦始皇的儿子
中，长子扶苏内有声望，
外有蒙恬为援，绝非秦始
皇所言的“孤弱”之子。
胡亥倒是符合“孤弱”的
条件，胡亥此时仅 20 岁，
既符合“年少”、亦符合
“无依”的条件。秦始皇
已经暗示李斯等大臣，意
在胡亥。扶苏不在“所立
”人选内。
可知秦始皇的“民主
”并不真实，此处是在运
用法家的“术”。李斯等
大臣在领会秦始皇暗含之
意后，以“道远而诏期宭
”为由，抵制“群臣”参
与“议立”，继而迎立胡
亥为储君。秦始皇曰“可
”，正说明李斯迎合了秦
始皇的心思。《史记· 秦
始皇本纪》载：“丞相诸
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在此也得以体现。司
马迁评论李斯曰：“持爵
禄之重，阿顺苟合。”亦
符合事实。
4.易命与被骗 秦始皇
的“天命观”在传世文献
中很少涉及，《赵正书》
则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资料
。秦始皇曰：“吾自视天
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
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
。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
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
以变气易命，不可于
？……吾霸王之寿足矣，
不奈吾子之孤弱。”据此
，秦始皇的“天命观”可
总结为：知天命但却想易
命。从某种程度上看，这
是一个很矛盾的逻辑。
简文中秦始皇以“霸
王”自居，《管子？度地
》：“能为霸王者，盖天
子圣人也。”秦始皇以
“霸王”自居，自视功绩
很大，“功盖五帝”，自
当享有“至尊之寿”。《新书· 数宁》
：“至尊之寿，轻百年耳。古者，五
帝皆逾百岁，以此言信之。”由于此
时秦始皇才五十岁，其“霸王之寿”
相较于《新书》所言“轻百年耳”的
“至尊之寿”明显差距太大，这对秦
始皇来说，似乎很难接受。“吾霸王
之寿足矣”之语，亦不能当真，其本
质还是想“变气易命”。
“变气说”曾出现于东汉王充的
《论衡· 变虚篇》，其文曰：“说灾变
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
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
水也。鱼动而水荡，人行而气变。
’”《赵正书》所言的“变气”无疑
是灾变家所说的“人行而气变”。
孔子主张“知天命”，《论语· 为
政篇》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秦始皇虽然此时也

是五十岁，但他的“知天命”自然与
孔子不同。其“知天命但却想易命”
的态度，说到底还是对长生的渴望，
也即希望打破“天命”的束缚。郭沫
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评价秦始皇
道：“他的人生观自然是一位非命主
义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所以他想永远长生，而富贵始
终在他自己的手里。”无疑是《赵正
书》中秦始皇的注脚。
秦始皇“长生”之术，《史记· 秦
始皇本纪》记载借助于“仙药”，而
《赵正书》则依赖于“出行变气”。
仙药不易得，“出行变气”则容易得
多，知秦始皇再次被术士所欺骗。
5.怜子与爱民 传世文献中，秦始
皇温情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赵正书》
中则有两处。秦始皇曰：“吾霸王之寿
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吾哀怜吾子
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
整理者认为：“‘蒙容’，文献作‘蒙
戎’、‘蒙茸’或‘尨茸’……‘蒙容
之民’犹今言‘芸芸众生’。”
始皇死前怜子是真，亲情在此处
也得以体现。然爱民之心是否为真，
则还需考究。也即秦始皇的政治理念
中，是否具有“民本”思想？
张分田先生认为：“即使秦始皇
摒弃诸子百家，单凭法家学说治国，
他也会知晓民众为国家政治的基础、
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施政应爱民利民的
道理，也会在一些时期或一定程度上
推行重民政策。”（张分田：《秦朝
统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因素——以全
社会普遍意识为视角》，《中国社会
历史评论》2006 年第 7 卷）我们认为，
秦始皇的爱民思想可能仅限于姿态。
众所周知，秦始皇多次兴修大型工程
，如大建阿房宫、兴修驰道游观、营
建陵墓等等，苏诚鉴先生认为：“工
程浩大，工期迫促，徭役繁兴，超过
了当时民力国力的负荷。”
司马迁《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
有秦始皇巡行各地的铭功刻石，其中
有“黔首安宁”、“黔首康定”、
“黔首是富”、“振救黔首”、“黔
首改化”、“黔首脩絜”、“黎庶无
繇”等语。我们观刻石中的安宁、康
定、振救、改化等字词，更多的是在
宣扬统治的功劳。秦始皇救济万民，
使得百姓生活安定。这无疑是一种以
“救世主”自居俯视百姓的态度，是
上对下的认知，以粉饰太平，并不代
表百姓的真实想法，实际情况则是
“天下苦秦久矣”！
此外，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上表中，
也曾提到了“民”，曰：“缓刑罚，薄
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
而不忘。罪七矣。”梁玉绳在《史记志
疑》一书中认为：“以秦之嗜杀深税，
而曰缓刑薄敛；天下共欲亡秦，而云万
民不忘，可笑也。”李斯自以为的七功
，而“民”列于最后，可见秦统治高层
对“民”的态度。《赵正书》中秦始皇
虽语“吾蒙容之民”，然其爱民之心，
亦恐与李斯同。
综上，北大藏汉简《赵正书》刻
画了一个对死亡不甘，对臣下怀疑，
对弱子爱怜，对国事忧虑的君王形象
。其中杂糅有秦始皇的一些法家之
“术”和姿态性的“仁爱之心”。这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史记》的记载
，但又有别于《史记》固定化的负面
刻画，有利于我们对秦始皇全面的了
解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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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邊上 古樸又時尚的黎陽 in 巷
谁说古典与时尚不可兼得？黎阳 in
巷给你好看。
对于徽州一带，我是初来乍到，对
徽州的印象，一直是白墙黑瓦幽深巷弄
。这次来到黄山边上的黎阳 in 巷，不仅
有黑白的徽州古韵味道，还有时尚与古
典的巧妙混搭。
行走在黎阳 in 巷的老街文化街区，
沐浴在因水汽而变得曲折迷离的空气中
，时而有穿着旗袍的美女走过，在融融
古意里，感受老街的美好。
走累了，我便随意找了一家咖啡馆
，叫“古早· 叙”，这是一家徽式老宅改
建的客栈，一楼是咖啡馆，可以随意参
观和拍照。
这里环境清幽雅致，点一壶桂花茶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桂花香，岁月静
好，静听时光的低吟。
在黎阳 in 巷，一切都慢了下来，时
间是用来浪费的。
从徽式老宅出来，我还沉迷在它的
清醇美好中，一个转身，就是现代化的
西式建筑，不要惊讶，这就是黎阳 in 巷
独有的气质，古典与时尚并存。

在黎阳 in 巷的几天，我们都是大饱
口福，徽菜重色重油重色，最适合我这
种重口味的女汉子。
这次我们在黎阳 in 巷尝了几家徽菜
馆，一家是王家庭院，非常地道的徽菜
；另一家是银蝶咖啡，一线江景，自带
花园和欧式包厢，主打新派徽菜和江浙
菜，出品精良，环境也非常好，特别推
荐。
“周一碗馄饨”是黎阳 in 巷非常受
欢迎的馄饨店，老板是一对夫妻，这家
馄饨的皮是手擀的，非常薄，汤底味道
很鲜美。还有他家的锅贴饺也非常不错
，馅料味道很足。
在黎阳 in 巷，有一家路边摆摊的毛
豆腐特别好吃。毛豆腐是徽州传统名菜
，将豆腐进行人工发酵，使其表面生长
出一层白色茸毛，故称毛豆腐。外表金
黄酥脆，内里鲜嫩美味，是来徽州不可
错过的美食之一。
暮 色 朦 胧 ， 华 灯 初 上 ， 黎 阳 in 巷
开始热闹起来。明清之屯溪，唐宋之
黎阳，一条新安江将黄山市一分为二

， 江 那 边 是 屯 溪 老 街 ， 这 边 是 黎 阳 in
巷。吃完晚饭在江边散步，也是很惬
意的事情。
江边的酒吧，传来了动听的《天空
之城》，跟随着歌声，来到了这家名叫
兰桂坊的酒吧，驻唱的歌手嗓音很清亮
，很像中国好歌曲里面的蒋敦豪，流淌
着天然与性情，喧闹的世界也因为他的
歌声也变得安静起来。
我们点了几杯造型好看的鸡尾酒，
喝着小酒，听着歌声，吹着晚风，尘世
间的烦恼仿佛缓缓远去……
在 黎 阳 in 巷 ， 真 的 就 能 玩 上 几 天
：早上睡到自然醒，在温柔的阳光中
醒来，用一碗美味的馄饨唤醒味蕾；
然后闲庭信步穿梭在古街的青石板路
上，感受都市不曾有的宁静安然；可
以听场徽剧，看场民俗表演，也可以
在桥畔随意找家茶馆，依窗而坐，饮
一壶清茶；到了晚上，去品尝最地道
的徽菜，到江边走走，喝喝小酒，听
歌 声 缭 绕 …… 在 黎 阳 in 巷 的 假 期 就 是
如此安然舒适。

江西人必去的佛教聖地
为什么说宁波是佛教圣地？因为宁波的寺庙真的是太多了！著
名的阿育王寺、保国寺、天童寺等皆位于宁波的山麓之中，这些寺
庙个个历史悠久，作为信佛的江西人，没有去过就太可惜了！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江西人必去的宁波五大佛教圣地。

謎一樣的
崇左花山巖畫

雪窦寺
雪窦寺的魅力在于山水秀美，名人名僧辈出，文化底蕴深厚
。坐落于“秀甲四明”的雪窦山山心的雪窦寺，全称雪窦资圣禅
寺，早在晋代旧有比丘尼结庐于山顶事佛，名“观音瀑布院”，
后逐渐扩建，至唐宋时规模达到鼎盛，宋时被称为“天下禅宗十
刹之一”，是佛教界公认的“未来佛”弥勒佛的道场。雪窦寺素
由禅宗执帜，代有创获殊荣，南宋被敕为“五山十刹”之一，明
代列入“天下禅宗十刹五院”之一，民国一度跻身“五大佛教名
山”之一。

天童寺
天童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东乡太白山麓，号称“东南佛国”
，为我国“五大丛林”之一。天童禅寺自义兴祖师开山以来，经
历代相承，终于成为巍巍卓立。雄尊秀蔚，千楹万础，规模宏大
的禅宗十方丛林。

保国寺
原寺创建于东汉，现存的保国寺大殿为北宋大中祥符六年重建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也是我国江南幸存的最古
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 古刹以建筑闻名，是一个集汉、唐、宋、
明、清、民国等各时期的古建筑群，建筑壮观，内部藏品丰富。

阿育王寺
这是一座拥有 1700 多年历史的西晋名刹，国内唯一藏有佛陀
真身舍利的寺庙。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太
白山麓华顶峰下的阿育王寺烧上一炷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阿育
王寺是中国现存唯一以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寺，里头珍藏
的 “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更被视为镇寺瑰宝。寺内大雄宝殿庄
严气魄，殿前叶落归根，香炉紫烟。
阿育王寺，宁静祥和，风景秀美，绿树成荫，是一个拜佛好
去处。

五磊寺
五磊寺位于浙江慈溪五磊山，周围重峦叠嶂，危峰参差，溪
谷幽深，与山麓平湖相映衬，风景秀丽独特，有浙东第一古寺之
称。据记载，五磊寺创始于三国赤乌年间，后屡有兴废，至文革
，几无遗迹。到了唐代，五磊寺的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各种
经幢阁楼美不胜收，殿堂亭榭尽浮佳气，真可谓“古寺楼台高避
暑，晴天松柏昼生寒”。现建筑重建于 1995 年。
寺门前有一水池，取名“真明池”，常年不枯竭。池旁有赤
松五棵，作为五磊寺的香木，为后世传人所栽。
杏黄是佛家的颜色，代表众生之爱。佛门面前众生平等，即
便是之前经历了万般苦难，一入寺门也终将化解。这些寺庙历史
久远，风吹雨淋的拷打在墙面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沧桑，却也凭
借着沉稳的气势屹立不倒。这世间繁华光景往往容易钩生欲望，
也只有佛墙之内才守得住安宁。千年古刹，青灯古佛，杏黄是佛
墙的颜色，也是佛人的外衣，更是芸芸佛教信徒的坚守。一缕细
风，满地黄叶，唯虔诚永驻。

明江峭壁危，花山岩画奇。万丈描绝绘，千年色未蚀。置难题，先民
聪慧，至今未解疑!
——【仙吕•后庭花•宁明花山】
2016 年 7 月，崇左花山岩画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广西目前唯
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同时也填补了中国岩画类世界遗产名录的空白
。目前人们所说的花山岩画主要使之左江与明江流域的崖壁画。
花山整座峭崖画满了各种呈土红色的人像和物像，即使从远处看也能
够发现岩壁上土红色的痕迹，这些画像有大有小，各种姿势不一，有的像
练兵习武，有的像正在狂舞欢歌。
这些画的意思是什么?又是如何画到岩壁上?这些问题上尚无定论，唯
一能确定的是花山岩画的颜料是一种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赤铁矿，这种
矿物质做成的颜料耐久性比较好，能保持几千年不褪色，这也是为什么如
今岩壁上的岩画依然清晰可见的原因。
每年春天，左江边的木棉树都会开出红彤彤的木棉花，是花山岩画旁
的风景之一，和土红色的小人们相互辉映，好像每一个小人都是一个个有
生命的个体，一齐努力往山顶上攀登，等待着登顶的那一刻。
花山岩画申遗成功之后名声也逐渐变大，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岩壁前
观赏这跨越千年依然鲜艳的岩画，并了解花山岩画背后的故事和传说。崇
左市政府也越来越注重对花山文化的保护，在崇左壮族博物馆中就展览着
花山岩画的雕塑，用现代的呈现手法向更多的人就讲述花山岩画背后的故
事。
花山岩画本身就是一个谜，没人知道它的用途，专家们有的认为这是
描述骆越人庆祝战争胜利的庆祝场面，有的认为是骆越人祈求上天保佑社
会繁荣的愿望......各种观点说法不一。花山岩画为中心的左江流域岩画长廊
如今依然伫立在左江岸边，其岩画地点分布之广，作画难度之大，画面之
雄伟壮观实在令人咋舌。
岸畔的木棉花红了又败，来此观赏的游人们来了又走，不管是否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花山岩画所具有的艺术内涵和重要的考古科研价值
自古就存在，即使经历了千年的风云变幻，也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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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法國大選：最後一點懸念已被謀殺
4 月 23 日深夜，五年一度的法国总
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完成计票。
和选前法国本土绝大多数民调、预
测基本吻合，原属社会党、此番代表自
创新政党“前进！”（EM!）的马克宏
（Emmanuel J Macron）赢得 23.86%选票
列第一，极右翼法国国民阵线（FN）候
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获
21.43%选票列第二，中右翼法国共和党
（LR）候选人菲永（François Fillon）获
19.94%选票列第三，极左翼“不屈的法
国 党 ” （FI） 候 选 人 梅 朗 雄 （Jean-Luc
Mélenchon）获 19.62%选票列第四，现执
政 党 法 国 社 会 党 （PS） 候 选 人 阿 蒙
（Benoît Hamon） 获 6.35% 选 票 列 第 五
，剩下六位候选人得票率均未超过 5%，
其中最多的“法国崛起党”（DLF）候
选人杜邦-埃涅昂（Nicolas Dupont-Aignan）得票率 4.73%，最少的“团结与进
步 党 ” （S&P） 候 选 人 舍 米 纳 德
（Jacques Cheminade）得票率仅 0.18%。
根据法国大选规则，如果第一轮投
票有候选人得票率过半，则直接当选，
否则得票率居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
轮决选，决选中得票最多的当选总统。
本届决选将于 5 月 7 日举行，由马克宏
和勒庞对阵。
选前许多舆论、尤其法国以外舆论
普遍担心勒庞当选，惟恐这名主张排外
、退欧、控制移民、驱逐已入籍的“可
疑外国人”，对异文化（包括但远不限
于个别宗教）采取打压限制措施的“另
类政治家”当上法国总统，会将整个欧
盟局势搅得天昏地暗，并进而影响全球
政治、经济格局。在一段时间内，勒庞
的民调支持率曾跃居第一，更加剧了人
们的这种担心。
然而正如熟悉法国政治“游戏规则

”者所指出的，勒庞和 FN 从一开始就
“机会不大”。
勒庞在近两次大选中表现都不错，
奥妙在每次都抓住了一个热点，利用了
法国选民对热点的恐慌，2012 年是欧债
危机，当时她主打“退欧”，获得
17.90%选票列第三，只差一步未能进入
决选；此次她则利用公众对移民、恐怖
主义和公共安全的担忧大打反移民、排
外牌，声势一度显得很浩大。3 月 20 日
，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发生袭警恶性事件
，事发后勒庞借机再弹“排外”高调，
一些人曾担心袭警事件会成为“勒庞选
情的助推器”。
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勒庞的势头
在最后两周实际上已悄然回落，“3.20
”事件也被证明对其选情毫无助益。
实际上和欧陆一些新崛起的“明星
极右”政党、政客不同，法国国民阵线
是一个早在 1972 年便成立、2002 年就进
入过总统决选的老党，而党的创始人和
2002 年创造奇迹的候选人，正是玛丽娜.
勒庞之父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勒庞一家三代在法国政坛打熬
多年，时分时合，翻云覆雨，法国选民
对他们既不陌生，也乏新鲜感，这就让
FN 和勒庞很难“爆冷胜出”。
传统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不
出中右（保卫共和联盟 RPR-人民运动联
盟 UMP-共和党）、中左（社会党）和
中间派（法国民主联盟 UDF-民主运动
MoDem）3 个主流政党之门，甚至决选
也往往在这三家中展开，2002 年 FN 的
让-马里勒庞在初选中爆冷获第二，挤掉
PS 的候选人若斯潘（Lionel Jospin）闯
入决选，已被认为是“惊世冷门”。本
次 大 选 ， 中 间 派 领 袖 贝 鲁 （Francois
Bayrou）早早宣布退选，并呼吁支持者

转而支持马克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这将又是一次“中左对中右”的“老一
套”。
然而中左、中右两大主流政党先后
出了状况：PS 方面，持“正统中左”立
场的奥布里（Martine Aubry）等“大佬
”和持“温和中立”立场的现任总统奥
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前总统候选
人罗亚尔（Marie-Ségolène Royal）矛盾
激化，前者借后者支持率低迷“逼宫”
，迫使和后者关系密切的社会党“希望
之星”马克宏退党“单干”，不孚众望
的阿蒙成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如此一
来 PS 固然元气大伤，无力问鼎，马克宏
的选情也一度告急；右翼方面，菲永志
得意满之际突然爆出家人“空饷门”，
民调支持率刹那间从第一滑到（最低时
的）第五，且他出于不想让老对手、另
一位前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占
便宜（在党内提名初选中险胜对手，
“空饷门”曝光后民调显示，当时 LR
如立即让朱佩换下菲永，可轻松挺近决
选）等目的坚持“死战不退”，从而将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此前仅缺席一
次（1974 年）决选的中右翼拖下了水。
很大程度上勒庞和 FN 的崛起，是
拜传统中左、中右两党临阵自乱所赐，
而非仅仅依靠其在海外人士看来“火爆
十足”的过激言论。从这点上讲，玛丽
娜.勒庞此次所获成绩，“含金量”尚不
如 2002 年之乃父。
第五共和选举体制的奥妙，在于多
党（最多时总统候选人达 20 个上下）和
两轮决选相结合的特殊设计：“多党”
意味着几乎无人能一轮夺得过半选票直
接当选（连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都
做不到），“两轮”则意味着一旦有所
谓“另类”“一不小心”闯入第二轮，

所有第一轮被淘汰的候选人和主流政治
领袖都会呼吁支持者投票给这名“另类
”的对手，从而避免“另类当选”的尴
尬——这就是所谓“弃保规则”。2002
年就是这样，初选拿到 16.86%选票，仅
落后对手希拉克（Jacques Chirac）3.02
个百分点的让-马里勒庞，决选时在 14
名被淘汰候选人的“围攻”下，以
17.79%对 82.21%的悬殊比分（希拉克次
轮得票率甚至超过一百多年前靠贿选和
武 力 恫 吓 上 台 的 拿 破 仑 三 世 (Napoléon
III).）。
此次大选唯一的悬念，在于最后关
头菲永的反弹和极左派候选人梅朗雄的
“抽风”。当时 4 人民调结果接近，均
在统计误差范围值内，倘若初选“不小
心”出现马克宏和菲永被挤出前二、勒
庞和梅朗雄这对“另类”入围决选的低
概率结果，则 5 月 7 日选民将不得不面
对“极左极右二选一”的尴尬，如果那
样，“投票给‘另类’的对手”这一
“弃保原则”就自动失效（因为“‘另
类’的对手”是另一个“另类”），勒
庞就有至少一半的当选概率。从菲永
“空饷门”到选前民调窗口关闭，几个
月间历次、各家民调均显示，除非对手
是梅朗雄，勒庞在第二轮都会因“弃保
规则”生效而出局。
低概率结果并未出现，勒庞的对手
是表面上代表一个不满“周岁”新党、
实则背后是社会党深厚背景的马克宏，
一个特色不鲜明、但足够成为“弃保的
不坏选择”候选人。正如多家法国主流
媒体的评论标题所言“最后一点悬念已
被谋杀”。
一些中国分析家拿出彩色形势图，
试图以“支持勒庞的地域更广大”来证
明后者也有胜算，这显然是对法国情况

不了解所致：法国人口集中在大城市，
而“支持勒庞的地域”却在地广人稀的
“外省”，这让她很难在单纯“数人头
”的总统大选中占到便宜。
那么议会呢？FN 能否通过议会斗争
，对主流政坛构成牵制？
可以说，更不能。
法国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是分离
的，议员选举是小选区制，选区内得
票第一则当选。FN 注册党员人数一直
稳居法国第三、四位，却和绿党系一
样“撒胡椒面”——哪里都有，哪里
都不多，这导致其在法国参众两院选
举中从来表现平平：2012 年立法选举
，FN 在有 348 个席位的参院仅获两席
， 有 577 个 议 席 的 众 院 同 样 是 两 席
（后来因故还丢掉一席），席位数甚
至比共产党、绿党等中小政党还少得
多，发言权可以说聊胜于无。由于新
一届议会选举同样是小选区制，FN 照
例占不到便宜。
相反，在实行“超级大选区制”的
欧洲议会选举中，FN“绝对粉丝多”但
分布分散的特点就反倒成为优点：在全
部 736 个欧洲议席中，FN 居然占有 20 席
，超过 PS（12 席）和 LR（上次欧洲议
会选举时尚未完成改组），是欧洲议会
中法国占据议席最多的党派。尽管其所
属“民族和自由欧洲”ENF 这个极右翼
党团总共只有 39 席，是欧洲议会最小的
党团，但也正因如此，囊括党团议席半
数的 FN 得以成功推举勒庞为 ENF 党领
。本次大选，勒庞和 FN 在欧洲和世界
平台声势比在法国国内大得多，“黑天
鹅”、“法国川普”等过甚之词不绝于
耳，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欧洲议
会发言权远胜国内政治平台的特点，也
是重要因素。

土耳其修憲公投：懸念早在投票前被排除

当地时间 4 月 16 日，土耳其修宪公
投落下帷幕，公投结果在几小时后便被
土耳其高级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
51.4%的投票者支持由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所推动的
、长达 18 款的“总统制修宪动议”，投
票率高达 86%。
这意味着埃尔多安自 2003 年首次当
选总理以来孜孜以求、自 2007 年起开始
直接谋划的，旨在强化总统（或干脆说
他自己）权力的修宪“长征”，基本抵
达了其“胜利的终点”。
修宪的主要内容，是改变宪法第 15
条，强化总统权力，具体内容包括授予
总统任免阁员（这原本是总理的职权）
、制订颁布临时法令（这原本是议会的
权限）、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利
，同时取消“总统必须是无党派背景人
士”的限制。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
，修宪的成功意味着“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主义的死亡”意味着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奥斯曼帝国崩溃、凯末
尔推行世俗民主改革后，欧亚之交的土
耳其再次从制度上（而不仅仅是内容上
）回归威权主义。有人甚至就此感喟
“凯末尔的遗迹自 4 月 16 日后只剩下伊
斯坦布尔机场的名字（伊斯坦布尔机场
的名字是以凯末尔姓氏命名的‘阿塔图
尔克国际机场’）”。
表面上看起来，埃尔多安是“险胜
”、“惨胜”：尽管做足“功课”（借
“反恐”打压政敌、派出部长在欧洲各
国土耳其社区穿梭拉票，甚至不惜惹恼
东道主们），反对票也达到几乎“翻盘
”的近半，而支持票则远低于其一直宣
扬的“不下 60%”，即便这样的胜果，
照两个反对党——资格最老的土耳其政
党共和人民党（CHP），和库尔德色彩
浓厚的左翼政党人民民主党（HDP）指
控，还是在临时修改规则（原本投票只
能使用专用信封，公投前夕改为可随便
使用任何信封）情况下所获得。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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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 和 HDP 已向高级选举委员会提交了
数以百计的“操纵选举”投诉，欧洲委
员会（PACE）观察团团长普雷达（Cezar Florin Preda），以及欧安会、欧洲
理事会等观察团代表也纷纷表示“不理
解”。
但这些看似悬念的一切，实则都不
过幻影：修宪公投的悬念，早在投票前
就已被排除。
诚如投票结果所显示的，埃尔多安
的全国支持率并不具备绝对优势，但反
对派四分五裂（CHP 和 HDP 政见分歧极
大，一左一右，另一个“反对党”民族
运动党 MHP 则是比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
AKP 更保守的原教旨政党），而埃尔多
安本人却长袖善舞，在自 1994 年起的三
届立法换届选举、三次地方选举、一次
补选、三次公投、三次改制后的大选中
无一次真正的失败。
原本，土耳其军官团号称“凯末尔
主义的门神”，对任何集权或宗教化尝
试都能进行有力压制，但自 21 世纪初，
埃尔多安打着“捍卫民主”、“反对军
人干政”的堂皇旗号，先后宣布粉碎了
5 次军方“未遂政变”（2003 年、2005
年、2006 年、2010 年、2016 年，最近一
次即去年“7.15”），由于其口号选择
精心，最初几次“粉碎政变”，美欧大
多数国家非但未加干涉，反倒站在埃尔
多安一边对敢于抵抗的军官们极力压制
、严厉谴责，待回过神来，“门神”早
成了毫无威慑力的纸糊泥塑。
原本，反对党势力不凡，2015 年 6
月曾在立法选举中让埃尔多安和 AKP 遭
遇意外挫折（虽保住第一大议会党派地
位，但三大反对党议席相加过半，且激
活修宪公投需要 550 个议席的议会 3/5 赞

成票），但三党间的不团结让老谋深算
的埃尔多安等到机会——2015 年 11 月，
三党组阁失败，一年内第二次立法选举
，AKP 翻盘重夺简单多数，随即他们积
极游说 MHP 和 AKP 结盟，最终在今年 1
月 20 日通过了修宪动议。MHP 领导人巴
瑟里（Devlet Bahçeli）被埃尔多安说服
后，不惜开除党内包括 4 名高级领导人
在内数百骨干，力挺修宪公投，更在公
投结果出台后高唱“这是一次伟大胜利
”的赞歌。即便到了此时，CHP 和 HDP
的“公投违规”投诉也是各搞各的，很
显然，他们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正因为他们只能让
埃尔多安虚惊一场，而不足以坏了他大
事，才能在公投当天正常活动：自
“7.15”后，许多有活力和影响的反对
党政治家被以“反恐”甚至“拒绝为恐
怖主义宣传有关罪行作证”的口实逮捕
、驱逐或限制活动，以至于 1 月 20 日公
投动议在议会表决时，议会中最激烈的
抵抗行为，就只剩下“缺胳膊少腿”的
HDP 两 名 议 员 纳 兹 利 亚 卡 （Aylin Nazliaka）和帕维（Safak Pavey）虚弱且迅
速被粉碎的“站台抗议”——这两位抗
议者一位是女性，另一位则是独臂独腿
的残疾人。
当然，这次“虚惊”可能稍大了一
些，谨慎的埃尔多安不会不感到紧张，
这将促使他在公投后进一步“消毒
”——紧急状态再一次被延长，他还可
以继续“反恐”，同时，一大批法官、
检察官将被重新提名，清洗置换军官团
的活动也一直在做。
未来的土耳其会否更加原教旨化？
可能但未必。在权力和原教旨两者
间，埃尔多安很显然更在意前一点，他

可以为了权力和教派保守派结盟，也可
以为了权力和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教派保
守派翻脸（被指控为“7.15”幕后黑手
的前盟友葛兰 Fehtullah Gülen 就是著名
保守派宗教领袖）。中东近期原教旨运
动的“原动力”是源自阿拉伯人的瓦哈
比运动，后者最大的特点是蔑视国家、
法律和世俗权威，不承认“人间的国”
及其领导者，而埃尔多安要做的，恰是
这样一个“国”的强大领导者，且土耳
其又是非阿拉伯国家，彼此间为现实利
益结盟可以，合作更没问题，“共富贵
”恐怕不易，届时埃尔多安为巩固自身
权力，借“反恐”或“坚持民主法治”
修理比自己更保守、更原教旨的派系，
甚至把只剩躯壳的“凯末尔”象征性抬
出来，人们都不应感到太过惊讶。
但埃尔多安的权威会进一步加强：
由于下次大选定在 2019 年 11 月，现任总
统不仅可参选，且修宪前任期“归零”
，总统又可连选连任一次，因此如果不
出意外，他可以执政到 2029 年底。
当然，不论天上、人间，谁也不可
能确保自己一次意外也不出，倘出了意
外又当如何？
“反恐”、重新修宪，实在不行就
等待对手出错——自出道以来百战百胜
的埃尔多安，丰富的政治履历绝不乏应
对的办法。
公投结果出台后不久，欧洲的政客
们还在絮絮叨叨七嘴八舌，美国总统特
朗普（Donald Trump）的祝贺已经公之
于众，并被得意洋洋的埃尔多安拿去
“朋友圈”传阅了一遍：一直摆出赤裸
裸实用主义姿态的特朗普此举也从另一
方面表明，埃尔多安的修宪公投，至少
在此时此刻，实在是半点悬念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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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門高中學生劉相志成立＂陽光行＂社團
幫助有音樂天賦的中，美盲童學習鋼琴及鋼琴調律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俗話說： 「 虎父無
犬子 」 ，著名慈善鋼琴家劉寧，吳曉萍夫婦的
長子劉相志，多年來耳濡目染，受其父母大愛
之行的感召，在年僅十年級生的小小年紀，即
與同學共組＂陽光行＂社團，幫助有音樂天賦
的中，美盲童，學習鋼琴及鋼琴調律的計劃。
以下即為劉相志同學成立＂陽光行＂社團的個
人心路歷程：
我叫劉相志（James），現就讀於克萊門
斯中學十年級。我攜我的同學們汪霆易.......建
立一個名為“陽光行”的社團。下面我將會對
建立社團的初衷，以及社團職能和即將開展的
活動進行詳細的說明。
我的母親吳曉萍女士一直熱衷與社會慈善
活動，長期致力於盲童的鋼琴教育，資助多名
盲童學習鋼琴及鋼琴調律，其中盲童姜明明已
經在我母親的資助下學習鋼琴十餘年之久。在
我母親的影響下，自 2011 起，我在中國參與一
系列的社會慈善活動，在中國大連市慈善總會
，大連獅子會等社會公益組織的幫助與支持下
，我用一直以來積攢的零用錢，資助了多名孤
兒及盲童學習鋼琴，我本人也參與到盲童的鋼
琴培訓中，義務擔任一名鋼琴陪練。
2013 年 11 月 30 日，由我的母親吳曉萍女士發
起並策劃的“為了未來的盲人調琴師”慈善音
樂會在中國大連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我也參與
其中，為呼籲社會更多愛心人士的關注、幫助
盲童群體，盡了一份綿薄之力。
2015 年 3 月，第一屆美南“肖邦”國際鋼
琴大賽中國賽區的選拔賽在中國大連舉行，盲

童姜明明參加了比賽，並以優異的成績晉級美
國總決賽，但很不幸的是，姜明明的家庭難以
承擔她赴美比賽的費用。
為了幫助姜明明完成她的音樂夢想，讓她
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才華，也希望通
過明明的經歷，讓更多的盲童對未來的生活能
夠充滿希望和嚮往。我決定以舉辦慈善音樂會
的形式，幫助明明籌集赴美的經費。
2015 年 5 月，我們有幸邀請到了美國休斯
敦國際音樂學校校長 Matthew Loudermilk 博士
及 夫 人 ， 在 休 斯 頓 著 名 的 Emerson Unitarian
Universalist Church 舉辦“讓愛成就夢想”休
斯頓慈善義演鋼琴音樂會。同年 6 月，Matthew Loudermilk 博士及夫人、學生一行，被我
們邀請到中國大連，也舉辦了同樣以“讓愛成
就夢想”為主題的鋼琴慈善音樂會。兩場慈善
音樂會我都有幸參與並演奏，義演取得了圓滿
的成功，為姜明明赴美參賽及學習籌集了經費
，明明也不負眾望，在第一屆美南“肖邦”國
際鋼琴大賽的決賽中取得了專業組特別獎的好
成績。
2017 年 2 月，第二屆美南“肖邦”國際鋼
琴大賽總決賽在美國休斯敦 KAWAI 中心舉辦，
盲童姜明明在中國獅子聯會大連會員管理委員
會的資助，再一次登上了國際舞台。
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是一項國際性
的鋼琴賽事，在交流鋼琴藝術文化的同時，大
賽也希望通過影響力讓更多的人關注盲童及社
會弱勢群體。中國赴美參賽的盲人選手都是由
我，汪廷逸以及我的同學朋友負責全程接待的

我們還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回到中國幫助盲
童學習英文，練習鋼琴，幫助他們打好鋼
琴基礎，將來做一名鋼琴調音師。
一直以來，在幫助盲童學習鋼琴的道
路上，我們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
名為“陽光行”的小團隊，我們不僅幫助
盲人，我們每個月都去休斯敦老人院為老
人們彈鋼琴，豐富他們的業餘生活，如今
，我想把“陽光行”團隊發展成一個更龐
大，更專業更正規的公益服務性社團，共
同幫助中、美兩國有音樂天賦的盲人學習
鋼琴及鋼琴調律，歡迎更多的人能加入我
們的團隊，用我們的音樂為老人們送去溫
暖，我們希望在克萊門斯高中建立名為
“陽光行”的社團，招收群體面向 9—12
年級的中國學生，有一定鋼琴基礎者優先
。社團服務對像是美國當地盲童以及每年
中國赴美參賽的盲人群體。服務內容：幫
助有音樂天賦的美國盲童學習鋼琴及鋼琴
調律；幫助中國赴美參賽的盲人選手學習
英語口語，讓他們能夠做到基本的英語交
流，同時教授他們美國人文禮儀，讓他們
了解美國的生活方式。在此過程中，我們
要尋求社會公益組織的幫助和支持，如休
斯敦 LIONS CLUB，在中國，我就曾獲得
過中國獅子聯會大連會員管理委員會的支持和
幫助。
我們相信，在我們團隊的齊心協力下，越
來越多的盲童將會對未來重拾信心，他們會成
為鋼琴演奏師，調琴師，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

改變生活，改變命運。我也希望，通過建立社
團，呼籲更多健康的孩子，喚起他們的慈愛之
心，能讓他們在青少年階段建立正確的人生關
，價值觀。

喜歡象棋？跟著休斯頓這位國際
象棋大師參加夏令營就對啦！
（本報訊）休斯頓的翰林教育學
院擁有中國城、Katy 和德州醫學中心
（TMC） 三 個 校 區 ， 成 立 伊 始 便 將
“高起點、高規格、高師資”作為宗
旨，獲得了眾多家長的認同與贊譽。
許多人只知道這裏的英語、漢語、數
學培訓特別強，其實在國際象棋上也
是臥虎藏龍啊！

翰林的國際象棋老師叫做 Daniel
Fernandez，有 15 年以上的教學經驗
，他的國際象棋分數在 2500 分以上
（國際象棋大師的級別 International
Master），是休斯頓地區僅有的幾位
國際大師級教練之一和美國國際象棋
聯合會中的專家。
和藹和親的 Fernandez 曾是美國

最年輕的大師級參賽選手，曾獲得過
德州和佛羅裏達州的冠軍，並曾在美
國公開賽中獲得第六名（超過 30 名大
師級選手），多次代表美國隊參加世
界性的國際象棋大賽。在職業生涯中
，他也培養了許多獲得過德州冠軍和
全美冠軍的學生。他的學生中有 10 個
專家級選手（分數 2000+）和一位大

師級選手（分數 2200+）。目前，他
的學生國際象棋的排名在休斯頓是最
高的。
最近，Fernandez 就帶領了他在
翰林教育學院的學生們參加了一場國
際象棋北美晉級賽，其中三名學生均
獲得了獎項。
國際象棋是翰林教育學院日常課

程中頗為受歡迎的一門課，在周一至
周五的 after shool 和周末的課程中都
有安排。為了滿足學生和家長們的要
求，方便更多喜愛國際象棋的年輕人
互相結識與切磋，翰林教育學院今年
夏天開辦了北美晉級賽專業級別的國
際象棋主題夏令營哦！

休城讀圖

休士頓影展頒獎之夜

（上）

來自中國大陸的電影 「
Me 」 榮獲金獎後合影
榮獲金獎後合影。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知名影星盧燕（ 右
），陳燁
），
陳燁（
（左）在
大會上。
大會上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左二 ） 與東北同鄉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會會長張玉誠（
會會長張玉誠
（ 右一 ） 等人在大會上
等人在大會上。
。

知名影星盧燕 （
知名影星盧燕（
中 ）與本報記者
秦鴻鈞（ 左 ）
， 雕塑家王維力
（ 右 ） 在大會
上。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 「 全景中國 」 主席蔣瑞
（ 右 ）與中國代表團在大會上
與中國代表團在大會上。
。

台灣電影黃建樺導演的 「 海豬仔
海豬仔」」 獲得金獎
獲得金獎。
。

台灣著名演員涂善妮 （ 左 ） 出席大會
台灣著名演員涂善妮（
出席大會，
， 與一
同拍戲的吳凱俊（
同拍戲的吳凱俊
（ 右 ） 合影
合影。
。

台灣電影蔡銀娟 （ 左 ） 導演的 「 心靈時
台灣電影蔡銀娟（
鐘 」 獲得金獎
獲得金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