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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
乾隆十三年（1748年），官僚机器遭遇了一场大地震。这一年，两

名内阁大学士一个被处死，一个差点丧命。两名总督一个自尽，一个
被处死，还有一名巡抚自尽。诸事不顺，皇帝情绪糟糕透顶，动辄暴
怒，屡屡作出极端决定，亲人与臣仆成了出气筒。这一年，是皇帝愤
怒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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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

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

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薙

发，不薙发者，无不处斩之理，此百

余年来人所共遵。

满洲旧俗，顶发周边长出来的

头发，须时时剃掉，若遇到父母或

国丧之事，可以不剃。这就是所谓

“定制”“祖制”。但乾隆帝所说并

不属实。

纵观自努尔哈赤至乾隆帝150

多年的实录，并没有国丧期间百日

内不准剃头的“定制”。唯一一次

事例仅见于康熙五十六年的谕

旨。当时康熙帝嫡母孝惠皇太后

去世，皇帝为表悲痛，要求在京亲

王以下官员丧期百天后才能剃头，

但并未说明违者作何惩罚。此例

距乾隆朝不过 30 年，所谓“定制”

“祖制”为“百余年来人所共遵”，不

合事实。

皇帝也承认，“定制”，“会典

事例并无明文”，但仍狡辩称，修

《会典》时，是在明朝的基础上进

行增损，原来没有的，我们也没加

上去，因为百日内禁止剃头是“理

法所必当然”，如子孙孝敬父母般

天经地义，不必先登记入律例之

后再实行。

这一狡辩很荒谬，因为习俗不

等于法令，既未见任何要全体臣民

遵守的谕旨，金文淳等人剃头充其

量算是违背习俗。所谓的“祖制”，

乃无中生有。

尽管如此，乾隆帝起初仍要硬

着头皮力行，不过后来发现，违规

剃发者大有人在，不光是汉人，连

杭州、盛京、四川等地的满洲兵丁

也剃了发。若严格执行势必会打

击面太大，皇帝有些犯难，便找了

个台阶下：然自朕思之，律例会典

究无明文，而部文究未传谕，其所

以未经声明者，亦因其为众所共

知。今既欲明正其违犯之罪，又当

曲体其愚昧犯法之情，且或远方僻

陋，拘于二十七日除服之文，实有

陷于不知，或见他人剃头者，即为

事属可行冒昧触网，此等情节，又

不得不格外矜原。

更恐外省见有此两案谕旨，虑

蹈徇隐之愆，纷纷查奏，国家亦无

此体制，可传谕各督抚、提镇、学

政、钦差各官等，此旨未到之前，或

现在已经查出之案，自当参处，不

当废法姑纵，其余未发觉者，概不

另行饬查。

皇帝解释称，既然“定制”连会

典都未载，金文淳并不知情，他有

可能是看到别人剃了，自己也跟着

剃，属于无知犯法，“不得不格外矜

原”，若有类似事件，仅“迟其升迁”

就好。

此案高举轻放，或有更深层次

的考量，若执行这项连满洲人都未

必清楚的“祖制”，势必导致各省争

相举报，更多人头将落地。熟读史

书的乾隆帝一定不会忘记清初“留

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统治危

机，因而又特别说明，截至六月十

二日，“其余未发觉者，概不另行饬

查”，“定制”记入《会典》，试图将事

件平息。

但皇帝很快食言了。

督抚之隐

闰七月十六日，皇后去世四个

多月。福州将军新柱举报前福州

巡抚、现江南河总督周学健违制剃

头。他告诉乾隆帝，路过淮安时，

“周学健因已剃头，恐被知觉，即借

查河之名，避不相见”。皇帝起初

不信，后来江苏巡抚安宁亦秘密举

报此事，皇帝信了，于是大发雷霆，

下旨骂他“丧心悖逆”，意欲处罚，

但又想起此前说过“未发觉者不必

深究”，为免被指食言，便解释称

“朕原因微员人数众多，所犯又系

重罪……是以姑从宽免”，话锋一

转，“不意封疆大吏，犹有如是者，

实出意想之外”。更恼火的是，周

学健的二十多名下属也跟着剃，

“上下成风，深可骇异”，而他竟然

还“处之泰然，希图蒙混掩饰”，“揆

之国宪，实所难逭”，必须严惩。皇

帝抄了周学健的家，将其逮捕至京

问罪。与周学健同年中举的两江

总督尹继善被指“明知不奏”，“有

心欺隐”，被骂“托名科目好名无耻

之徒”，一度被逼到丢官的边缘。

不料，正待要将周学健问斩，

另一起剃头案冒出来了，湖广总督

塞楞额及其下属湖南巡抚杨锡绂、

湖北巡抚彭树葵俱在百日内剃头。

事情败露并非他人检举，而

是自首。塞楞额在接到六月十二

日皇帝不继续追究的谕旨后，本

来不想上报，意图率属下一同过

关，但被吓破了胆的杨锡绂与之

“意见不同”，认为最好自行检举，

以减轻罪行，几经劝说，都遭到塞

楞额拒绝。杨锡绂遂撇开塞楞额

自行上奏，“臣……于二十七日服

除后迷妄剃头……悔恨无极”，塞

楞额见状，坐不住了，带着彭树葵

一同请罪。 (连载2）

晚上，我给外孙女茜茜讲

《格林童话》里的寓言故事《虱

子和跳蚤》。刚讲了一段，茜

茜就歪着头问：外公，虱子和

跳蚤都长啥样啊，我有没有见

过？茜茜的问话一下子勾起

了我的回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

在极度贫困中过来的，那时候

冬天我只有一件棉袄，还是件

空棉袄，里面没内衣，外面也

没外套。棉袄穿在身上空荡

荡的，冷风直往里面钻。实在

太冷，就学着别人的样儿，拦

腰系上根绳。

棉袄从入冬穿上身，一冬

都不脱下来，经常是晚上睡觉

都不脱。家里被子少，我和弟

弟同床共盖一床被子，被子只

能盖，没褥子，垫的是床苇席，

苇席下铺着麦秸秆。苇席凉，

我和弟弟谁都不愿先去睡，后

来干脆都不脱衣服，和衣睡。

为夜里抢被子，我和弟弟不知

拌过多少次嘴。

同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几

个月，不洗不脱不换。那时候

不论是个人卫生还是公共卫

生，人们普遍缺乏最基本的卫

生知识和常识，卫生意识更是

淡薄。但最主要的，还是没有

讲卫生的条件。冬天不洗澡

是普遍现象，一是天冷，没澡

堂；二是没水，吃的水都是从

几公里外背回来的，水贵如

油。衣服穿久了，自然长虱

子，身上奇痒，不停地挠。

母亲知道我身上长虱子，

抱来她床上的被子，铺在苇席

上。在母亲的劝说下，我总算

脱了棉袄，光着身子钻进被

子。母亲在油灯下，翻开我的

棉袄，嘴里连声“啧啧”：天！

虱子长满了。接着是一阵“啪

啪”响，母亲两手飞快地掐灭

着那些虱子。我从被子里探

出头，看母亲手里的棉袄，衣

缝里果然活跃着许多灰褐色

的小生物，还密密麻麻布满了

芝麻粒似的针尖般大小的幼

卵，母亲说那是虮子，虮子长

大就成了虱子。虱子太多，掐

不了，母亲生燃一炉火，把棉

袄袖子都翻过来，在炉火上反

复烤，虱子就被烤死了。棉袄

经母亲这一弄，再穿在身上，

果然不似先前那么痒了。

那时候，身上有虱子似乎是

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仅我有，村

子里的其他人，不管大人还是孩

子，几乎人人都有。遇着天气晴

好的日子，正午，村子里的晒谷

场上，麦秸垛边，总是坐着一群

群赤裸着上身的男人，他们膝

上放着脱下来的棉袄，边聊着

天，晒着太阳，两手边忙碌着，如

母亲那般，飞快地掐灭着上面

的虱子。有人戏谑，这怕是在进

行一场“捉虱子”比赛吧。

虱 子 还 爱 生 长 在 头 发

里。那时候没有洗发精，冬天

洗发少，很容易长虱子，所以

几乎家家都有个篦子，篦子齿

比梳子密，梳子梳不下来虱

子，篦子一篦，虱子都出来了。

苇席下铺的麦秸秆，时间

久了就生跳蚤，隔段时间母亲

就用“六六粉”灭一次跳蚤。

“六六粉”毒性大，对人体有

害，国家早就明令禁用并停止

生产了。

现在，不要说外孙女茜

茜，80、90后们恐怕连虱子是

什么都不知道了。时代的发

展，生活条件的变革，生活水

平的提高，卫生条件的彻底改

善，人们卫生意识、卫生知识

的增强，让虱子和跳蚤不见了

踪影。当年我所经历的这一

切，说出来可能都没人信。但

我很难忘怀，每每回忆起来依

旧会感觉全身发麻。

给娃起名，是项技术活。

最近流行把爹妈姓氏嵌进娃名

里，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娃是亲

生的。

有位漂亮小姑娘，父姓高，母姓

詹，名为“高詹远瞩”。还有一位，父

也姓高，母姓潘，叫高攀。问题是，

高攀并不是褒义词，而是贬义词，起

这名儿真的好么？

难为孩子们了，名字跟出生一

样没法选择。有的孩子的名字就很

别致了，爹妈将双方名儿不是死拉

活拽强塞，而是将俩名儿拆开、揉

碎、融合，重塑一个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新人。

有位男生叫周白焰，顾名思义，

苍白色的火焰嘛。他爸是位化学老

师，名里有“冰”字；妈是位语文老

师，名里有“美”字。高中化学课本

告诉我们，镁在干冰中燃烧产生耀

眼的光芒，周白焰就是美与冰的化

学反应产生的爱情结晶。由衷地感

叹，这一家子是文学与化学、爱情与

亲情、高智商与情商的完美结合。

有名儿里取谐音，讨口彩的。

一小学生姓农，叫农好帅；有个男生

名扬全校，叫朱古力；有位小女孩也

姓朱，爹妈给起个名叫朱佩奇，这下

好了，随着小猪佩奇一起出名了，经

常遭小朋友围观，哄笑。还有姓叶，

名叫叶斯，yes？姓王，叫王者荣耀，

想着王者荣耀如果有了弟弟妹妹，

是不是叫王者归来？

有的名儿傍名人，姓李，叫李

根，美国前总统里根。

名儿嵌数字的，有个小女孩叫

吴朵花，她是他家第五个丫头。还

行，吴朵花起码比王老五、张老三

动听。

名儿里面不但有故事，还有事

故。有位女孩叫杨四千，她总被同

学嘲笑。问原因，孩子爹说当初这

孩子是超生，被罚了 4000 块钱，故

得名。

有些名字大概是为着全中国独

一份，新、奇、怪。有个孩子叫马騳

骉（dúbiāo），6 匹马的豪华阵营，

难为他们老师了，点个名都得备课

查字典。

《西游记》里演猪八戒的演员马

德华，本名原叫马芮。有人喊“马

内”，他一想是喊他，就去了；有时候

有人喊“马丙”，他也去了，终于有一

天，听人喊”马肉“，他的心算是彻底

凉透了，此名不改何以行天下，从此改

名叫“马德华”，终于没人叫别的了。

有些个好名子，闻之如一幅山

水卷徐徐打开，刹那间山高云阔，满

目生辉。

有位女孩叫谢图南，是不是爹

妈图谋下面来个弟弟啥的，类似刘

亚男，李招弟？错。老子《逍遥游》

曰“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

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

后乃今将图南。”图南意喻大雁南

飞，志向高远，乃“水击三千里，抟扶

摇而上者九万里”者也。瞧人爹妈

这境界，荡气回肠，情思隽永。

白岩松家的公子名叫“白清

扬。”典出《诗经》：野有蔓草，零露漙

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

遇，适我愿兮。

知乎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一

天上古文课，老师点一女生起来答

题，说她的名字非常有意思。这位

仁兄就去百度了下，从此记住了一

首宋朝的七言律诗——林逋的《山

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

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这位女生名叫向小园。有位演

员叫江疏影，有位写手叫李清浅，芳

名都源自本诗，错落有致，精幽古

朴。可这俩名儿遇上向小园，就逊

色了，犹如“梅虽输雪三分白，雪却

逊梅一段香”。毕竟，占尽风情，一

枝独秀的是人家向小园嘛……

娃名起得好，证一亮，风景；起

得不好，名一喊，笑场。愿天下爹妈

多读书，家有芝兰玉树，皆名正言顺

乃至名扬天下。

在谈教育之前，我们首先要确

定，对于人类和个人来说，怎样的生

活状态是值得追求的。做这个判断

当然不是根据某种抽象的理想，因

为我们已经拥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

史，而对某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的不

懈追求是这部文明史中的事实。

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些伟

大人物，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共

同的目标是人性的进步，使人性中

的高贵成分得到发展，使人类臻于

美好和完善。借用《圣经》中的比

喻，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

那么，在自己身上守护上帝的形象，

让人的精神性得到印证，便是人的

职责。这就是高贵，而高贵是一种

精神血脉的传承，教育的使命——

使命中的本质部分，即在其中。

【
周
国
平●
思
想
录

教育的使命是传承高贵

经常清空自己，
才会有空间接受新的
东西。

珍惜血汗钱珍惜血汗钱 远离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集资

银行业非法集资的手段有哪些？
非法集资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了金融行业的诈骗手段之一，很多金融行业

都会面临这一问题，甚至现在不止是金融行业包括其他普通行业也是会遇到
这样的情况，那么到底这些手段是怎样的呢？

继9月28日开通110家非法集

资案投资人信息登记平台后，日

前，公安部非法集资案件信息登记

平台又新增了22家立案平台。

本次新增平台包括菠萝理财、

财富星球、大同行、2025财富、2025

金融理财、冠石钱包、惠人贷、吉盟

财富、罗斯金融、拉美金、融融网、58

车贷、贤钱宝、壹宝贷、豫商贷、银

豆网、有利金服、赚吧理财、赚吧金

服、砖头网、中再融、中融乐投。

另外，此前在登记平台名单中

的华融道已被撤销。

现共计有131家立案平台的投

资人可在信息登记平台上进行登记。

非法集资登记平台新增22家

四大手段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

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

资；跨省非法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

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

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

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

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

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

其他形式。

三、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

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

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

四、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

的实质。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

子往往与投资人(受害人)签订合同，

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

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三大新特征
河北省发生的涉嫌非法集资案

件13起中，都是采用直接吸收公众

存款或集资诈骗形式，大致可划分

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

四大类，具有三大新特征：

一是非法集资方式变化多样。

犯罪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

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

持新农村建设等旗号，由传统的种

植、养殖向工程项目、科技开发、投

资入股、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

二是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

犯罪分子将非法集资与传销、合同

诈骗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相互交织

在一起，采用传销手段首先对集资

人员进行洗脑，许诺种种优惠条件

和获利模式，然后再引诱集资，层层

下套。一般在集资初期，犯罪分子

往往积极“兑现”回报承诺，骗取信

任，吸引更多的人踊跃加入，集资规

模迅速呈几何级放大。三是非法集

资宣传不惜血本，利用媒体造势。

如聘请明星代言，在一些媒体上刊

登专访文章，利用报道宣传不法企

业的“业绩”;将部分非法集资款投

入公益事业或进行捐赠;雇佣业务

员窜入社区散发传单，传播集资信

息;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

利，让参与人员先尝到甜头，为非法

集资活动宣传“现身说法”。

（1）承诺高额回报，编造“天上

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暴

利引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

群众的不二法门。不法分子为吸引

更多的群众，往往许诺投资者以奖

励、积分返利等形式给予高额回

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

非法集资者开始是按时足额兑现先

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是拆东墙补

西墙，用后集资人的钱兑现先前的

本息，等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

移资金，携款潜逃。

（2）编造虚假项目或订立陷阱

合同，一步步将群众骗入泥潭。不

法分子以种植仙人掌、螺旋藻、芦

荟、火龙果、冬虫夏草，养殖蚂蚁、黑

豚鼠、梅花鹿、家禽再回收等名义，

骗取群众资金;有的以开发所谓高

新技术产品为名吸收公众存款;有

的编造植树造林、集资建房等虚假

项目，骗取群众“投资入股”;有的以

商铺返租等方式，承诺高额固定收

益，吸收公众存款。

（3）混淆投资理财概念，让群众

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前失去判断。

不法分子有的利用电子黄金、投资

基金、网络炒汇等新的名词迷惑群

众，假称为新投资工具或金融产品;

有的利用专卖、代理、加盟连锁、消

费增值返利、电子商务等新的经营

方式，欺骗群众投资。

(4)装点门面，用合法的外衣或

名人效应骗取群众的信任。为给犯

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

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

税务登记等手续，以掩盖其非法目

的，而无实际经营或投资项目。这

些公司采取在豪华写字楼租赁办公

地点，聘请名人作广告等加大宣传，

骗取群众信任。

（5）利用网络，通过虚拟空间实

施犯罪、逃避打击。不法分子租用

境外服务器设立网站或设在异地，

发展人头一般用代号或网名。有的

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

和 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传

播虚假信息，诱骗群众上当。一旦

被查，便以下线不按规则操作等为

名，迅速关闭网站，携款潜逃。在潜

逃前还发布所谓通告，要下线人员

记住自己的业绩，承诺日后重新返

利，借此来稳住受骗群众。

(6)利用精神、人身强制或亲情

诱骗，不断扩大受害群体。许多非

法集资参与者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低

风险、高回报劝说下参与的。犯罪分

子往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

以高额利息诱惑，非法获取资金。

■新闻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