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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任儒术”的汉元帝在位期

间，儒家学者贡禹就提出干脆取消

金属货币，大家恢复使用布帛和谷

子等实物进行交易——这种等于

让社会经济运转倒退到原始社会

的建议当然无法通过。等到汉哀

帝的时候，另一位大儒师丹又提

出，要效法古代，用龟壳和贝壳做

钱币。

取消货币王莽也知道做不到，

但用古币他办得到。于是他制造

各种奇奇怪怪的大钱、刀币甚至龟

壳、贝壳币，强制人民使用，还用周

朝记载中的货币词汇来给这些怪

东西取名：“宝货”取名于传说周景

王所铸大钱，“次布”来自《周礼·地

官·廛人》，“元龟”来自《诗经·鲁

颂·泮水》，“公龟”“侯龟”“子龟”取

自《礼记·王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这些

命名除了凸显复古意味，没有任何

现实意义。

更要命的是，由于仅仅有个复

古的目的就动手，没有进行认真的

经济学考量，这些货币的防伪性能

不佳，而且实际价值和标称价值一

片混乱，然后导致商品流通领域也

混乱不堪。本来西汉末年到王莽

时代天下就灾害频繁，商品流通不

畅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让多

数地方的民众和地方豪强都不堪

忍受，只能起来造反。于是本来名

声极好的王莽在众望所归的情况

下登基才几年，就变成了千夫所指

的暴君，身败名裂了。

按理说，王莽这么法先王搞出了

大乱子，后来人都应该吸取教训了

吧。可到了明代，又出了一个想复古

的奇葩，那就是建文帝的老师，大忠

臣方孝孺。他跟王莽一样热爱古代，

首先把自己的官职改用汉代叫法，把

皇宫里若干建筑的名称改成古称，还

想要按照古书《周官》的记载把朝廷

官制来个大改造，并且推行井田制。

还没改完，朱棣就打进南京了。

所以说啊，“法先王”这事实在

行不通，该改的时候就得改。

过去或者某地的制度和方法，

虽然在以往是行之有效的，但那是

根据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制定

的。社会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

化，要解决当世的问题，治理当今

的社会，就不能一味按照过去的制

度和方法去办。正确的做法应该

是根据时代特征和具体形势，采取

合适的措施。如果头脑僵化，一味

照搬过去的条条框框，而不思变革

和创新，那是办不好事情的。

两瞽相扶

互联网时代需要的精神是什

么？敢于自黑，敢于自嘲，看看《奇

葩说》和《吐槽大会》的受欢迎程

度，就会明白那些人真是把自黑进

行到底了，挤对别人的时候也要唇

枪舌剑，腹黑嘴狠，每次看李诞和

张绍刚老师往死里挤对别人的时

候，我老是替他俩担心，这么说话

就不怕晚上走夜路被人拍板砖

吗？后来我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

的，因为大家都在遵循这样的游戏

规则，掌门要是去《吐槽大会》，这

俩人绝对饶不了我。

中国古人写文章说话特别爱

用寓言的形式，特别善于用讲故事

的形式传达人生哲理、生活经验，

或者进行道德训诫、说教。估计是

怕得罪人，邻居家老王倒无所谓，

可要让大人物听了不爽的话就不是

担心一个人走夜路了，估计脑袋都得

掉，我们熟悉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

是个好例子。古人讲寓言的时候，还

特别爱用残障人士做比喻——这也

就是那时候，放到现在肯定不行，你

这是赤裸裸地歧视残障人士啊。这

类比喻产生了不少成语，今天就给大

家讲一个：两瞽相扶。

瞽这个字就是盲人的意思。中

国上古传说里有个特有名的盲人就

被叫作“瞽叟”——大圣人舜帝的爸

爸。他实际上叫啥，大家都不记得

了，反正知道这老爷子是盲人，就这

么叫了。两瞽相扶呢，就是两个盲

人互相搀扶着，比喻彼此都得不到

帮助。这个成语出自汉代一本用

《诗经》的句子对史事或者议论进行

总结的杂书《韩诗外传》，据说作者

叫韩婴，是西汉的一位文学博士。

在这部书中有这么一段：

蓝有青，而丝假之，青于蓝；地

有黄，而丝假之，黄于地。蓝青地

黄，犹可假也，仁义之事，不可假乎

哉！东海之鱼，名曰鲽，比目而行，

不相得，不能达。北方有兽，名曰

娄，更食而更视，不相得，不能饱。

南方有鸟，名曰鹣（音jiān），比翼而

飞，不相得，不能举。西方有兽，名

曰蟨（jué），前足鼠，后足兔，得甘

草，必衔以遗蛩蛩距虚，其性非能蛩

蛩距虚，将为假之故也。夫鸟兽鱼

犹相假，而况万乘之主而独不知假

此天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

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则升于天；

以明扶暗，则归其人；两瞽相扶，不

伤墻木，不陷井阱，则其幸也。——
《韩诗外传·卷五》 （连载18）

最近，读了一本翻译随笔《译边草》，行文

精短，内容活泼，像片场花絮，着实有趣。作者

周克希毕业于数学系，做了二十多年的数学老

师，人到中年突然对翻译产生兴趣，于是毅然

改行成了一名翻译家。认清自己热爱的方向，

并有胆量将前半生归整清零，从头来过，单这

一点，就使人钦佩。他举了些文坛大家的例

子，让我窥视到翻译家背后的一面。

汪曾祺女儿曾描述父亲全神贯注构思时，

“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上，像要生蛋的鸡”。周

克希说这就是浸润。翻译同写作一样，都需要

浸润，需要“直眉瞪眼”。

草婴先生独力翻译过托尔斯泰全集，他说

过这样一段话：“从事我们这项工作，有一条相

当重要，就是甘于寂寞。”如果说羞涩和温柔是

作家该有的气质，那么善感和耐静就是翻译家

该有的气质。

林疑今翻译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译本

一改再改。比如小说中有一段，一九四○年的

版本译成：“你不过是个旧金山的洋鬼子。”一九

五七年和一九八○年的版本，修改成：“你不过

是个旧金山的外国赤佬罢了。”一九九五年的译

本则变成：“你无非是个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罢

了。”互相对照，就知道越改越好。这说明好的

译文，往往是改出来的。周克希谈到自己的译

作，也是七改八改出来的，不仅自己改，有时朋

友、读者也帮着改。好东西都是磨出来的。

周克希和郝运合译《四十五卫士》时，周克

希的每页译稿，郝运都仔细过目，用铅笔作出改

动或注明修改意见。郝运对周克希说，要细细

琢磨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琢磨清楚译文才能精

准、传神，贴近原作的色彩和趣味。为此，他建

议周克希每天看一点中国作家的作品。周克希

感慨道：“我真想能有时间啊。”可以想见，翻译家

的时间是分秒必争的。必须坐得住，沉得下气。

傅雷一九四五年给宋淇写信，说巴尔扎克的

《Cesar Birotteau》真是好书，不过自己几年来不

敢碰，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

程序，所以动手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后来，傅

雷译出了这本《赛思·皮罗托盛衰记》，想必下的功

夫不会少。翻译家，最好是个杂家，历史、地理、音

乐、美术……样样都懂一点，尤其翻译专业性强

的书籍，对译者是个考验。周克希说“事非经过

不知难”，翻译过程中常感到黑黢黢的隧道里看

不见尽头的微光，唯有坚持慢慢前行。

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

“你要爱你的寂寞。”周克希觉得这话也是对译

者说的。翻译，寂寞而清苦，但是做成了就有

成就感。一个人一生应该好好做成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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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兰之猗猗
璀璨如同最后的狂欢，很快将要散

尽。北方室外渐渐迎来萧瑟与清淡的冷

色调，许多植物与花朵都开始步入休眠

期。这时节，恐怕只有寒兰在悄无声息

地开放了。真的是悄无声息呢，即使在你

面前，那素净内敛的花朵也不见得能引起

注意。韩愈所写的《猗兰操》，首四句道：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

伤。”恐怕写的正是此时开放的寒兰。

这首《猗兰操》是韩愈《琴操十首》中

的第二首。“琴操”是古琴曲的一种形式，

是人在困顿时创作的琴曲，寓意“穷则独

善其身而不失其操”。韩愈写这十首琴

操，正是他上《谏迎佛骨表》而被唐宪宗

贬潮州的时候。韩愈上《谏迎佛骨表》本

是出于对国家社稷的担忧，不过文章写

得过于疾言厉色、口不择言，确实也让人

脸上挂不住。宪宗盛怒之下几乎要处死

韩愈，不过还好最后只是把他贬到潮州

去反省反省。

韩愈所作《琴操十首》都是古已有之

的题目，比如《猗兰操》讲的是孔子的

事。传说孔子不为诸侯所用，失意之中

从卫国返回鲁国，途经一处隐蔽的山谷，

看到野草之中盛开着一丛幽兰，于是生

出身世之感，叹道：“兰花应为王者所佩，

却不为世所用，流落至此，与众草为伍。

正如贤者生不逢时，不得施展才能。”于

是抚琴而歌《猗兰操》。

韩愈的这首《猗兰操》自然是借孔子

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猗”是茂盛的

样子，兰正盛放，香气四播，正是宜于佩

戴之时，却因身在幽谷而无人采撷，也许

就要这样默默开放又默默凋落了。面对

这样的窘境，韩愈说“于兰何伤”，一副毫

不在乎的傲娇模样。韩愈一向是硬气

的，写诗也瘦硬奇崛，气魄大，上可“举瓢

酌天浆”，下可“刺手拔鲸牙”，这十首琴

操虽说不同往日，多了些淡然，然而韩愈

的兰还是硬气的。

只是到了诗的后半段，他写道：“雪

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

觏。”在雪霜纷纷的严寒之中，荠麦依然

繁茂。荠和麦都是过冬作物，在秋冬之

际种植，习惯了乡野的严寒，自然不损生

机。此时，对于兰来说，面对生机勃勃的

乡野，却真的能够不伤吗？清人翁方纲

评论说，“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这两句说

着不伤，其实伤意已深。的确是的，短短

一首诗里三次提到“伤”，从“于兰何伤”

到“子如不伤”，最后落脚在“君子之伤，

君子之守”。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入世的

理想，也有出世的情操，对于韩愈这样一

个有着强烈入世理想的人来说，不能在

朝堂之上施展自己的才能，无论怎样都

是一种遗憾。

所以，《琴操十首》内敛含蓄的风格，

是否也代表着韩愈在被贬潮州之后的自

省与反思呢？人固不可无傲骨，却不宜

傲气伤人，即使谨守着内心的高洁，却依

然需要一些处世的智慧。韩愈或许想明

白了这回事，所以远在潮州向宪宗上表

承认错误，第二年又被调回京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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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拉风
“拉风”是当今的年轻人常挂在嘴边

的一个流行词，具有时髦、醒目、惹人关

注的语义，早年经过周星驰的无厘头电

影《国产凌凌漆》的经典台词带动，“像你

这样拉风的男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就好

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这一口语

词也被浪漫化，具有了时尚效应，在特定

人群中有着特别的意义。

若是追根溯源，“拉风”原为一种土

制人力风扇。民国作家郁慕侠的《上海

鳞爪》介绍，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电力

尚未全面普及，电风扇还未进入家庭，很

多营业场所，如绸缎庄、理发店、酒楼、影

院、戏园子，夏天人头攒动，空气流通性

差，会很闷热，顾客根本就呆不住。店家

于是用白竹布做成长方形的风扇，尾端

系有长绳，用人力扯动，一张一合产生凉

风，令空间凉爽舒适，便于顾客久留消

费。虽然“拉风”存世的时间很短，很快

就被电风扇取代了，但这一名词却被保

留了下来。

信息时代，人与人的生活距离变得

越来越近。如果在过去，谁到哪里度假

旅游，吃了什么美食，有过怎样高端的

享受，别人并不知道。但随着社交软件

和网络平台的兴起，任何人都可以把自

己的生活即时展现在大众面前，攀比心

理也变得更重。加上人们每天与各种

信息进行互动，也更有参与感，甚至会

产生一种自己正在改变许多重要事情

的错觉。

就像不久前“一扇成名”的重庆保时

捷女车主，平时喜欢拍摄短视频，把她身

穿奇装异服、飙车违章的“拉风”经历向

人展示，吸引他人羡慕的目光。时间长

了，加上她本人又入戏太深，结果自己都

信以为真了，当街怒扇他人耳光，结果把

自己和家人都栽了进去。毕竟一个人除

了物质上能够自给，精神上也要独立自

主，不受他人的评价及情感左右，这才是

最值得炫耀的无形财富。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每个人

都有自我呈现的心理需求，但为了迎

合他人的眼光而去刻意追求“拉风”，

也会带来负向的情绪。因为人有了这

种竞相出风头的心态，想要成为大众

话题的中心，就会为了压人一头，追求

短期内完成目标，以显示自己比别人

更行。由于心理预期太高，很容易形

成心理上的落差。实际上，就像作家

杰克·福克斯所说：“20 岁时，我担心

别人如何看我；40 岁时，我不在乎别人

怎么看我；60 岁时，我发现他们根本不

看我。”有时候，人只须少一点自恋之

心，就会发现所谓的“拉风”，不过是一

种个人的认知假象，别人根本没有你

想象的那么关注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