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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毁校案”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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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之道
成功人士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很多外力的帮助，家庭的支持，配偶的条件，

时代的影响，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偶然性和幸运等等。我们眼中看到的仅仅是
冰山一角，水面下隐藏的众多因素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成功有99%无法复制。

这句预言终成现实，《哈利·波

特》畅销全球，被翻译成69种语言，

在200多个国家热卖，销售量超过4

亿，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其同名改编电影也成为电影史上

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之一。而这

位灰姑娘也在短短 5 年内，从需要

接受政府救济的贫穷单亲妈妈，翻

身成为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畅销和

富有的作家。

当美国著名脱口秀电视节目

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专程从美国

飞往爱丁堡贝摩尔酒店对她进行

采访的时候，乔安娜·罗琳说了如

下这番话：“我记得有一天当我结

束写作，离开咖啡厅的时候，我听

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

‘最难的部分是找到出版社出版，

但是一旦出版了，将会异常成功！’

值得庆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个声音

是正确的，否则的话，我会以为我

真的疯了。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

人，也没有太多的安全感，或者说

其实我对自己很多能力都有怀

疑。但是有一点我自始至终都没

有怀疑过，也没有动摇过，那就是

我知道我可以讲故事，从我知道书

是人写出来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知

道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了！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位作家，我

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大量写作，

一直到今天。”

她的这种来自内心深处对于

写作的需求和渴望，是她可以写作

出版7本《哈利·波特》系列和5本小

说的原动力，也是她成为一位成功

的作家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

原动力来自于一个人的本质，一个

人最核心的地方，所以它根深蒂

固，不会受到环境变迁的影响，也

不会被贫穷和挫折摧毁。

孔子有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懂得学习

的人比不上喜欢学习的人，喜欢学

习的人比不上以此为乐的人。学

习的三层境界由此而出：知，好，

乐。做人，做事，做生意，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

有些人很幸运，他们很小就找

到了自己的原动力，找到了自己该

做的事情和该走的路，比如说乔布

斯。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大一

部分人很迷茫，稀里糊涂地在消耗

着自己的人生。朋友圈里的那个

谁谁谁现在在做什么，很赚钱，有

的人就动了心；亲戚你一言我一语

地说这个行业好，稳定，那个行业

好，有前途，有的人连脑子都不过

一下，就去了；今天看到了一些人

创业成功，没有进一步了解市场和

他们的背景故事，明天大学毕业就

到社会上开始闯荡，进行创业。

设想一下，一个完全由外因决

定和引导的决定怎么可以经受得

住时间的考验？当低谷出现的时

候（相信我，这个低谷是一定会存

在的），这种随势而定的决定又有

多大可能坚持下来不被淘汰？一

个不是由内因激发的人生，又有多

大的可能会发挥到极致，体现出最

大的价值和意义呢？我们的人生

其实很短暂，也无法预见自己会在

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退出人生这

个大舞台，被动地生活就是在不负

责任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既然我

们无法具备掌控时间和死亡的能

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多花些时

间和精力在我们可以控制和改变

的事情上面——我们自己身上，来

找一找，挖一挖自己的原动力呢？

一次朋友聚会上，我碰到了一

位之前在股票市场操作的美国朋

友，当他回顾起职业生涯的时候，他

充满了热情，说：“我非常幸运在我

19岁就找到了我的原动力！那是一

段非常神奇的经历，现在事情过了

近30年，我还是记忆犹新。19岁那

年，我处了一个不是很认真的女朋

友，几个星期也见不了一面，也不经

常联系。突然有一天，她莫名其妙

地给我寄了她哥哥的驾照，因为她

的哥哥21岁，这个年龄可以买酒喝，

而且我和她哥哥长得有点儿像。于

是我就拿着驾照冒充他哥哥，去纽

约的一个屋顶酒吧买酒喝。刚坐下

没多久，就有人来查证件，我把驾照

交了上去，谁知道在我身边站着的

那个人居然就是我女朋友的哥哥！

我穿帮了，结果我们两个人都被赶

出去了。你说有多巧？我和她哥哥

以前没有见过面，她哥哥和我也不

住在一个城市，怎么就那么巧，在同

一个时间，同一个酒吧，同时被检查

到身份证件呢？被赶出去之后，我

们反而聊得很起劲。他告诉我第二

天他要去一个地方找朋友，问我要

不要一起来。我说好。他带我去的

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我一进去，看

到人们的胳膊在空中挥舞，听到大

厅里大家的尖叫，感受到那种热烈

的气氛，我当时就听到了一个非常

清晰的声音告诉我，这是我想要干

和该干的事情。虽然我完全不知

道他们在叫什么，在干什么！我申

请并且得到了面试的机会，两个星

期之后，我站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里，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这之后

的每一天，我都非常开心。我找到

了我该做的事情！” (连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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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

初二傍晚，一群“愚民”横蛮地毁

坏了常熟归市一所小学校。随

即传出风声，还将捣毁桂村的学

校。官府派人暗中调查造谣惑

众者，打算事平时惩办之，以儆

效尤。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邻近的太仓时思庵小学堂

等，又遭受毁坏，学堂的所有器

具付之一炬。官府立即采取紧

急措施，一边秘密捉拿首要，一

边通告全境小学校停课。这时

候，又冒出一千多名“饥妇”出来

索册——户口调查的名册。她

们肆无忌惮地闹事，或哄抢大

米，或损坏学堂。官府派出勇

丁，偏又不敢当场捉拿，担心激

发更多的祸殃。就在这时候，常

熟城里的虞兴织布厂，又遭滋

扰，厂区毁损严重。半夜里，二

百多名匪徒试图前往一富户家

抢劫，幸亏地保闻讯，带人前去

解救，才免受灾难。

常熟、太仓一带，历来是江

南鱼米之乡，富庶安宁，突如其

来冒出这些乱子，顿时四处人

心惶惶，谣言飞得像蝙蝠一样。

里耆村老纷纷指责官府，置我等

身家性命于不顾，不敢捉拿首

犯，甚至准备赴往省城叫喊。

地方官府无奈，只得急电上司，

请兵增援。

地方史料表明，如此突发事

件，远远超出了官员的心理准

备。为了防止酿成巨变，他们紧

急请兵弹压，捉拿滋事首犯，驱

散聚众人群。“饥妇”最初有一千

人，很快增加到了三千人，气势

汹汹涌向城区。在向苏州抚台

禀报，得到“凡系乱民，格杀勿

论”的命令后，警察持刀乱砍，很

多妇女受伤，一溃而散。随即，

县令亲自去各处城门巡视。但

仍然忧心忡忡，唯恐事态只是暂

时平息，很可能死灰复燃。

晚清政府的这场公关危机，

最初由“毁校案”引发，随后蔓延

至抢劫、毁厂，滋扰社会秩序，波

及面很广，令官员疲于奔命，捉

襟见肘。其实，根源恰恰在于官

府的信用出了毛病。

“毁校案”的爆发是有背景

的，这跟清末的户口调查紧密相

关。“饥妇”索册，正是明确反对

户口调查的举动。从1909春至

1911 年秋的两年多时间里，因

为反对调查户口的民变，遍及全

国十个省区，其中江苏爆发的案

件居于首位。乡民不仅毁坏学

堂，还群殴调查员、撕毁调查册、

拒钉门牌、毁坏自治局所，甚至

与官兵发生武装冲突。

反户口调查风潮，最早起于

宜兴。随即各州县乡民不服调

查，聚众毁学的事件接踵而起。

从1910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

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江苏省

各州县因调查户口，讹言迭兴，

聚众毁学拆屋伤人之事，几于无

地不有，无日不有”。

清末人口清查，是预备立宪

的需要。全国人口数字的准确

统计，显然是施行选举、自治、教

育、纳税、征兵的基础。从理论

上讲，进行户口调查，本无可厚

非。不仅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

具体措施，也可以作为检验清政

府权威合法性的一把量尺。但，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从鸦片

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的

政治合法性已不断丧失。清末

频频发生的战乱、灾荒、瘟疫、匪

患和苛政，使人们对政府机构的

办事效率和执法标准，产生了无

法排解的怀疑。长久处于戒备、

紧张和激动情绪中的乡民，一有

风吹草动，就会产生过度防范心

理。对学堂、富户、工厂采取暴

力行动，体现了乡民的认知局限

和非理性。而政府执政能力欠

缺、苛政积重难返、官绅行径丑

劣，客观上提供了谣言滋生的温

床，谣言又很快成为了民变的重

要诱因和助推器。

王蒙在自传里写道：“我曾经

抱着沉痛、同情却也是轻视和怜悯

的态度回顾父亲的一生，我认定他

一事无成。”

王蒙的父亲叫王锦第，北大哲

学系毕业。后来赴日本留学，就读

于东京帝国大学。仅这样的学习经

历，从某个视角去写，足可以写得

光辉灿烂。然而王蒙着重写的却

是家里的父亲，王锦第没有责任

心，只顾自己快活潇洒，妻儿面临

忍饥挨饿的困境，也毫不在意。他

事业上没有成就，生活中拈花惹

草，嫖暗娼、搞婚外恋……而王蒙

的母亲呢，虽然喜欢读书，但性格

剽悍，家里发生冲突时，场面往往

惊心动魄。有一回王蒙的父母缠斗

起来，他二姨中途助阵，一锅滚烫的

绿豆汤倒在了他父亲身上……

这样写自传，着实十分罕见。

王蒙也意识到读者必然的惊讶，在

书中解释道：“也许这是忤逆，是弥

天的罪，哪有一个人，人五人六能这

样书写自己的父母，完全背弃了避

讳的准则。是的，书写面对的是真

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

真相到底真不真……如果说出这

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

即便父母乏善可陈，也必须将

他们PS成严父慈母或者慈父严母，

这基本上是自传的惯例。看似出

于孝道，本质上恐怕还是为美化自

己打伏笔。就像古代历朝开国皇

帝，必给父母追赠称谓。刘邦这样

出身低微的皇帝，甚至得编造神话

说自己是赤帝之子。父母事关自己

的血统、出身，这或许是某些人宁可

说瞎话，也要美化他们的真实动

机。至于为了孝道而避讳，只不过

是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说辞。

除了父母，家乡也事关自己的

荣辱，所以许多文人笔下的家乡山

美水美人更美，哪怕那里曾以匪患

丛生闻名。王蒙自传里的家乡南

皮，民风好斗，有些人后来成了知

识分子，进了机关，生活中仍情不

自禁爱骂人……这样写是否意味

着不爱家乡？显然不是。记得几

年前游庐山，地接导游是位中学老

师，暑假兼职干这行。在大巴车

上，他说起庐山的种种典故，滔滔

不绝。也说起种种不足，同样很生

动。问及他为什么主动揭家乡的

短，他说这是“减落差”。景区好的

方面，你们能见识到。不足的方

面，你们肯定马上也会发现。与其

说得天花乱坠，最后你们发现与想

象中大有出入，不如提前将问题说

出来。爱家乡就一味以“艺术照”

的手法予以美化描述，实则是一种

高级黑。

写文之人往往心重，常有人争

论作家与写手的区别。我觉得区

别不在于写千字文还是长篇小说，

而在于创作态度。“真”是对于作家

的第一位要求，读者通过阅读你的

文字，要能准确了解笔下的人物和

他们所在的时代风貌。从大处说，

写出“真”文章是作家应有的使命

感；从小处说，求“真”才能找到创

作的存在感。如果写文章只是供

人消遣、解闷，看电影、打游戏、听

相声……哪样不比看文章轻松有

趣？如此写文，早晚会沦为社会多

余人，失去存在的价值。

要写真文章，应该首先从自己

家写起，其次是家乡，因为了解得

最深刻。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同理，一个屋里的人、一个村里的

人写出来都严重失真，又何以写天

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