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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论》 历史有冷暖，老郭有故事
慢火烹茶，解读中国人骨子里的“忠”与“义”。拾遗明清历史、

解读市井文化、大话经典名著……郭德纲带你品人情冷暖、世态炎
凉；观荣辱纷争、死走逃亡。老郭的机智、幽默、热血和真性情在此展
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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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别人怎么看，反正我觉

得能够称得上“清君侧”的事儿，在

中国历史上好像只有四次，但这四

次里面，好像只有一次成功了。

头一个，发生在汉朝，故事的

主人公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叫刘

濞——你听这名字起的。刘濞是

个挺厉害的主儿，为什么呢？他好

像20岁不到就被封为了沛侯，到后

来又被封为吴王和诸侯王，管辖三

郡五十三城。好家伙，五十多个城

市都归他管，你想他还错得了吗？

他又是汉高祖的亲侄子，亲侄子跟

儿子差不了太多，所以说这个身份

也很厉害。但什么事情都没有一

成不变的道理，汉文帝继位之后，

觉得像刘濞这样的诸侯，权势是越

来越大了，到最后已经影响到了皇

上的执政能力，对江山社稷是一

个威胁，于是就开始逐渐地削弱

这些诸侯的势力。景帝继位之

后，干脆就正式翻脸了，直接开始

削藩，今儿把这个诸侯王给弄了，

明儿又把那个诸侯王给弄了。在

这样的情况下，刘濞不干了，你这

清来清去，清到我这儿来了，这样

的话，咱们就反了吧！于是刘濞就

联合了和他关系不错的几个王，一

共凑了七家，起兵造反了。在中国

历史上，刘濞的这次造反被称为

“七国之乱”，他们打出来的旗号就

叫“清君侧”。

好家伙，七家王一块儿造反，那

还了得？当然了，这次“清君侧”虽

然闹得挺大，但是最后没能成功，刘

濞本人也兵败被杀。所以说造反

这种生意，它的本钱太高了，而且

结局只有两个极端，要么成功，要

么就失败。成功了自然最好，江山

社稷都是你的了，如果失败了，江

山社稷哪儿都能埋你，必死无疑。

第二次“清君侧”发生在唐朝，

主人公是安禄山。安禄山做到节

度使之后，率兵造反，他不是一个

人，还叫了一个叫史思明的人一起，

历史上称这次造反为“安史之乱”，

他们也是以“清君侧”为名。安禄山

和史思明哥儿俩好，一块儿热热闹

闹地造反，等到打下天下来，哥儿

俩如何如何分设计得不错，但是也

没能成功，最后都垂败身死。

接下来就到了元朝，帖木儿也

来“清君侧”，而且差点儿就成功

了，他已经攻入元大都了，元朝太

子一瞧，好家伙，这忒厉害了，赶紧

逃命吧，于是元朝太子流亡了。到

了最后，元顺帝派人把这位“清君

侧”的帖木儿给杀了，这次“清君

侧”也没成功。

三次“清君侧”都没成功，第四

次终于成功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次成功的“清君侧”，主人公

就是明朝的朱棣。朱棣当上皇上

之后就是永乐大帝。当皇上之前，

朱棣是燕王，是朱元璋的四儿子。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燕王

的爸爸朱元璋去世了，到了这一年

的六月，新帝登基坐殿，名叫朱允

炆。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太子

朱标的儿子，始称建文帝。建文帝

朱允炆登基闹得不太愉快，为什么

呢？朱元璋的膝下有一大堆儿子，

大儿子朱标虽然早逝，但还有其他

的儿子呢，在其他的儿子里再选一

个当皇上呗，但朱元璋没有这么

做，他偏疼皇孙。这按下棋的术语

来说就是“炮打隔一位”，朱元璋不

让儿子继承皇位，而是让孙子继承

皇位，儿子们心里就不痛快了。建

文帝当了皇上之后，其实他心里也

不踏实，为什么呢？他往那龙椅上

一坐，往下一看就看明白了，我什

么人，我这个年纪，我的这些叔叔

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的皇位，

而且现在只有首都南京在我手里，

天底下的其他地方都分出去了，这

个叔在那儿雄霸一方，那个叔在这

儿占山为王，到处都是他们的势

力，这皇位怎么坐得安稳？

当然了，朱元璋活着的时候想

得很周到，这些儿子都长大了，都

被封为了藩王，有的在湖南，有的

在湖北，燕王朱棣在北平，封到哪

儿的都有。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不

允许他们到首都来，而且不允许他

们同时离开各自的属地。山东的

儿子要到首都来瞧瞧爸爸，可以，

但湖南那个就别来了，非得等山东

这个回去了，湖南那个才能来，反

正就是想方设法地把这些儿子都

牵制在各自的领地里。为了什

么？就为了让孙子朱允炆能拥有

一个太平天下。

建文帝登基之后，身前有这么

两位不错的官员，一个叫齐泰，一

个叫黄子澄。这俩人跟皇上说，您

琢磨琢磨吧，我们建议您削藩。削

藩的理由是，您这几个叔的能力太

大了，您瞧，哪个叔叔都比您厉

害。比如说您二叔，您跟他一块儿

跑步，同样的路，人家跑十五秒，您

得跑半个钟头，这不成；再比如说

您四叔，您和他一起做仰卧起坐，

同样的时间，您做三十个，人家做

七百来个。 (连载2)

1978年，我而立之年，依然

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

身汉。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晚婚

了，很多与我同龄的人，生的孩

子差不多都会帮着打酱油了。

一天，姑妈找到我，说她隔

壁有一位姑娘，年龄比我小两

岁，是服装厂的缝纫工，准备把

我们撮合在一起。于是，姑妈

就把我们约在一起见面。没想

到，双方都挺满意的。不过，姑

娘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结婚

的时候，我家里必须有“三十六

条腿”。

“三十六条腿”，只有经历过

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知道，那是一

套家具：双人床一张、方桌一张、

椅子四把、大衣柜一个、写字台

一张、饭橱一个，把这些桌椅床

柜的腿加在一起，正好是三十六

条腿。

可我当时除了长在自己身

上的两条瘦腿外，连一条“腿”也

没有，睡觉的床是用砖头加木板

搭的，装衣服的柜子是用纸板箱

代替的……因为当时我家里非

常贫困，我知青返城刚一年，全

部积蓄加起来只有100元。

那是个商品短缺的年代，不

仅市场上没有家具可买，即使有

得买，100元钱可能仅够买几条

“腿”。我决定利用这点钱自力

更生，自打家具。

打家具首先需要木料，我想

到乡下的一位远房亲戚，前些年

去他家时，我看到他阁楼上堆着

一些杉木。我花了68元钱从他

那里买来了12根杉木。乡下离

城里有四十多里路，雇车子运送

要花费一笔开支，我用了 12 天

时间，用自己的肩膀把它们一根

根地扛回到了家里。我又从朋

友那里借来一笔钱，买来桐木、

松木以及一批杂料，基本凑齐了

打一套家具的木材。

有了材料，还得请木匠师傅

来做。可我没钱，根本出不起做

工费。当时，隔壁有一户人家正

请木匠徐师傅打一套家具，我就

有了主意，利用晚上和星期天休

息时间，免费给木匠师傅打下

手，口袋里还备了一包香烟，时

不时地给木匠师傅点上一支。

等师傅三个月后把邻居家的家

具做好后，我也基本掌握了做家

具的最简单的技术。

我决定自己动手打家具。

我先把杉木拿到木板厂锯成板

料、条料，借来了斧、锯、钻、刨、

铲等工具，开始无师自通地做家

具。如果遇到技术上的难题，我

就找师傅请教。

历时五个多月时间，终于，

“三十六条腿”让我凑齐了。

当然，我没有本事把它们做

成美观大方的家具，一些复杂的

环节，我都去繁就简。比如双人

床，我只是做了两条有靠背的长

板凳，然后把木板铺在上面算作

成型了；比如小凳子，我锯出四张

圆板，在下面各钉上四条木料也

算完事大吉；我把几块木板拼在

一起做成一个四方形，然后钉上

四条腿做成了方桌；不过，大衣柜

和饭橱花费了我很多的心思和时

间，如果没有徐师傅的帮忙，我想

用不了几天肯定会散架……在

我打扫“战场”的时候，看到还剩

下一根长木料，我灵机一动，把

它做成了一个衣架，这么算，竟

然有了“三十七条腿”。

当那天我硬着头皮把对象

请到家里看我做好的家具时，她

确实不太高兴，但她还是嫁给了

我，她说：“你做的‘三十七条腿’

跟你的人一样，虽然不好看，但

实用，嫁给你，能过日子。”

后来，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房子都换了好几茬儿了，何况家

具呢？“三十七条腿”的家具如今

仅剩下一条腿——也就是那个

衣架还在使用。

十年前，在朋友家

玩，见她家仙人掌生得蓊

郁，就顺手掰了两片。回

家，胡乱插在花盆里。

我没有“绿拇指”，人

又疏懒，十年间，无数怡

红快绿，都在手下香消玉

殒。亦养石，青螺盘里养

几粒雨花石，却往往忘记

续水，久而久之，连石头

也蒙尘积垢，灰扑扑地没

了灵气。先生戏说，你能

养什么？连石头也养不

好，只配养仙人掌！

还真是，窗台上的那

两盆仙人掌，又生了脆生

生、绿盈盈的叶片，我仔

细数了数，竟有二十一片

之多！它们像一只只绿

色的手，在阳光里，笑嘻

嘻地举着，很顽皮，很淘

气。看电脑时间长了，就

看它们，看着看着，会情

不自禁地笑起来。

最初认得仙人掌时，

我才五六岁。我的腮边，

鼓了好大一个疱，亲戚对

母亲说，不用急，掰两片

仙人掌，拍碎了，焐焐就

好。她把母亲带到一棵

带剌的植物前，用剪子

“咔咔”两下，用牛皮纸包

了，递给母亲。从此，我

记住了这种花，它有一个

奇怪的名字“先人长”。

再后来，在苏联人盖

的老街坊里，见到很多的

仙人掌，很大很大，我怀

疑它们至少长了六十年，

跟这些房子一样老，比许

许多多的人还老，它们趴

在青砖上，看一群群的光

屁股孩子长大，看一层层

的岁月，纷纷而下，落叶

似的堆积。它“长”给人

看，又“不长”给人看。

它与我灵魂的大冲

撞，是二十年前，在云

南。这次，它是一堵堵

绿色的墙，一排排精神

抖擞的战士。是土家人

的篱笆墙，很奇特，一米

高的泥墙上，种了密密麻

麻的仙人掌，邻居两家人

说话、递东西，不用拍门，

只隔着一墙半人高的仙

人掌。仙人掌带刺，攀爬

不得，看似森严，却不会

比一堆 碎 玻 璃 渣 更 冷

酷，用它作墙，好比是春

秋战国，秦晋之好，秦和

晋，连了姻，又相互抵

防。是汉与匈奴和亲，

刀枪中带着柔情，朔风

里游荡着情丝。

我没有见过仙人掌

开花的样子，印象中，它极

少开花，就像有种人，一辈

子都穿职业装，然而，当有

一天，她突然一袭雪纺长

裙，将翱将翔，会惊为天

人。我看过一张图片，一

棵开花的“树”，这树，是仙

人掌—— 海 碗 粗 的 树

干，气喘吁吁地生了无

数只手，这些手，还捧出

嫩黄嫩黄的花，将近两

千朵！

坚强，阳光，吃苦耐

劳，不卑不亢……仙人

掌，总使我想起一些人

和事，比如说，母亲。

我的母亲，虽目不识

丁，却是一个能干的人。

她不仅庄稼种得好，能挑

能背，扬场打掠，还会裁

衣、绣花、纺花、织布……

她还有一手“绝活”，这

手绝活，使我深信——

如果母亲有受教育的机

会，她肯定是一名优秀的

外科医生！

无垠的麦浪里，燕

子在飞，布谷鸟在叫，

母 亲 是 一 个 绿 色 的 分

割号。

田里有只鸡吃得过

多，嗉子鼓得像要炸开，

母亲看着它，急得团团

转，突然看到地上的镰

刀，有了主意。

母亲拿起镰，把鸡嗉

子割开，挤出麦粒，又拿

出随身的针线，缝了，把

麦粒嚼碎，糊在伤口上。

那只鸡不但没死，而且很

快恢复，到处游逛，母亲

笑了，她的第一次外科手

术，宣告成功。

母亲的名气也不胫

而走，谁家的鸡需要手

术，母亲再忙，也要丢下

手里的活——救命要紧！

十年后，我长大。我

的女同学，有考入医学院

的。当她说起第一次上

解剖课的恐怖，吓出一身

鸡皮疙瘩：“天哪，你无法

想象，解剖一只兔子有多

可怕，我吓得冲出解剖

室，又哭又吐……”我虽

然也能体谅她，但还是

忍不住地笑，我想起我

的母亲。

我的母亲，内心无

比温柔，却能在关键时

刻，狠下心来，拿起“手

术刀”。

母亲把我们一个个

养大，她自己也老了。老

了的母亲还在劳动。她

的手很粗糙，当摸过我女

儿细嫩的脸时，女儿会咿

咿呀呀地大叫：“婆婆的

手，好扎哦，像仙人掌！”

我笑。

母亲常戴着老花镜，

用她仙人掌一样粗糙的

手，扎出一双双猫头鞋虎

头鞋，精细的做工，可以

上架，当工艺品收藏。

清苦的岁月，沉重的

负担，都没有压垮过母

亲，她觉得日子，就应该

是那个样子。就像一棵

仙人掌，无求于人，安静

阳光地生长，挥动着绿色

的手。

珍惜血汗钱珍惜血汗钱 远离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案件资产的追缴范围
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一直呈现高发态势。因资产追缴范围的法

律界定存疑,追缴不易,以及后续处置困难等问题,群体性上访频发,成为影响
社会运行和发展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明晰界定涉案资产追缴范围,是非
法集资案件成功处置的基础。

警惕三种伎俩
远离非法集资

据此,非法集资案件资产追缴

范围应包括:

1.犯罪直接所得及其孳息,即非

法集资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

金及其存入金融机构所获得利息。

2. 犯罪替代所得,即由犯罪直

接所得全部或者部分资金交换后

所取得的财物及财产性利益,如非

法集资人用集资款租赁的房屋、土

地、购买的家具等办公用品、个人

消费品、奢侈品等。

3.犯罪衍生所得,即非法集资人

利用集资款放贷、投资、置业、购买

保险等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基于犯

罪直接所得置业、投资所获取的租

金、股金红利等财产利益实为犯罪

直接所得的转化形态，无论其财产

形态发生如何变化,经历几次变化，

都不改变其违法所得的本质。对于

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非法集资人的再

投资行为中资产混同情形如何计算

追缴比例的问题,我们认为,应重点

考察资金来源及份额,按初始投入

的个人合法财产与非法集资款比例

计算合法收入与犯罪衍生所得。

4. 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收益,即

帮助吸收资金人员基于其帮助行

为而从非法集资人处获取的,以吸

收的资金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

返点费、佣金、提成等收益。这里

需要强调的是,应严格区分聘用人

员正常工资收入与帮助吸收资金人

员收益之间的区别。这里的正常工

资收入应综合考量受聘人员的文化

程度、岗位要求、工作量以及对集资

活动的参与度，可参考各地类似岗

位平均工资确定。对于明显高于当

地类似岗位平均工资收入，以帮助

吸收资金数或人头数作为收益主要

依据的，应属追缴对象。

5.集资参与人超本金收益,即非

法集资人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

人支付的高于其本金投入的利息、

分红等回报,既包括货币、也包括实

物奖励等。在实践中,有人提出,在

单个集资行为中,集资参与人与非

法集资人之间应属民事借贷关系,

因此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24条之规定,对集资人认可

并已偿付的低于36%的收益应予保

护,不可纳入追缴范围。对此,我们

持反对意见。所有源自犯罪行为的

收益均属违法收益,法律不允许任

何人通过犯罪违法手段获益,这是

法律正义价值的要求。同时,对投

资人超本金收益的追缴在保护既得

利益投资人本金权益的同时将有效

弥补其他投资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

的财产损失,使得其他投资人的基

本财产权最大限度地恢复与平衡,

这是法律公平价值的体现。国家运

用其强制力帮助投资人挽回损失,

阻止投资个体高成本、无序、无效能

自救,维护社会秩序,这是法律效益

价值的要求。 据《法制日报》

目前，有不法分子利用

一些人贪小便宜的心理设计

非法集资陷阱，网警提醒广大

群众应认清非法集资陷阱的

几种形式：

1.假冒民营银行的名义，

借国家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

立金融机构的政策，谎称已获

得或正在申办民营银行的牌

照，虚构民营银行的名义发售

原始股或吸收存款。

2.以境外投资、高新科技

开发为旗号，假冒或者虚构国

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并在网

上发布销售境外基金等信息，

虚构股权上市增值前景或者

许诺高额预期回报，诱骗群众

向指定的个人账户汇入资金。

3.以“养老”为旗号，以投

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为

名，以高额回报、提供养老服

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

盟投资”；通过举办所谓的养

生讲座、免费体检旅游、发放

小礼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

投入资金。

网警提醒：如遇到以上情

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避免

损失。

我国《刑法》在六十四条对“犯

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被

害人合法财产”、“违禁品”、“供犯

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处置方式做

了区分规定。基于该规定,可纳入

公安机关追缴范畴,做返还被害人

之财产的仅一项,即“犯罪分子违

法所得的一切财物”,而“违禁品”、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罚

金”均需没收,上交国库。

何谓“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

切财物”？基于语义分析,可以总

结出以下特征:1.财产性。财物包

括货币、物品及其他财产性利益。

2. 关联性。即强调该财物与犯罪

本身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

乃犯罪行为所指向对象。3. 因果

性。即犯罪行为与该财物权属关

系或占有状态改变之间有直接因

果关系,追缴之目的在于对原财产

关系或占有状态的恢复。

何谓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追缴范围包括哪些？ 警方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