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看门罗的小说《脸》，男孩子的
脸上有一大块“像有人把葡萄汁或颜料
甩上去的”紫红色的痣，喜欢他的一个
女孩子，用颜料泼在自己的脸上，也制
造了一大块同样紫红色的痣。这块痣几
乎改变了这个女孩的一生。看小说的时
候，我忍不住想起了红脸小姑。

那时候，我们都管她叫红脸小姑。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前门外的粤
东会馆大院里，红脸小姑带着她的儿
子搬进来的时候，我有些害怕她，因为
也有一大块“像有人把葡萄汁或颜料
甩上去的”紫红色的痣占据了她左侧
大半的脸。那时候，我很小，那张脸真
的很吓人。背地里，我们小孩子都管她
叫红脸小姑。

之所以管她叫小姑，是因为她从
太原老家来北京，主要是为儿子能在
北京上学。她的嫂子在北京一所重点
中学里当老师，帮助孩子找所学校方
便些。哥嫂有一个女儿，比我小三岁，
管她叫小姑，我们也就跟着叫了起来。
她的儿子比我大两岁，常和我们疯玩

在一起，却和他的表妹不怎么玩得来。
那时候，我还太小，不明白其实这是红
脸小姑和她嫂子的所为。她们两人不
愿意两个孩子走得太近，甚至红脸小
姑都不愿意她的儿子总到嫂子家去，
虽然她们两家只有一房之隔。那时候，
红脸小姑的母亲还在，住在她和嫂子
中间的那间房子里。

后来，我常常到红脸小姑家里找她
的儿子玩，和她熟了之后，发现她并不
可怕。细细端详，除了脸上那块红痣外，
她其实挺好看的，个子很高，身材也很
好，那时候，她爱穿旗袍，特别凸显秀气
的身条，特别是坐在她屋前的走廊里喝
茶时，侧影，逆光，只看到她右侧的脸，
背景有窗台上花草扶疏影子的映衬，真
的很美，比她的嫂子要漂亮多了。

她不怎么爱说话，每天上班走、下
班回，除了到她母亲的屋里吃饭，哪儿
也不去，和哥哥嫂子也很少交流。没有
人知道她为什么只是一个人带着孩
子、她的丈夫哪儿去了。曾经有好事的
街坊四处打听，也不着边际，问到她母
亲，她母亲只说一句离婚了，便难再撬
开一点缝儿。也有好心的街坊给她介
绍对象，她只是笑笑，街坊一再劝说别
担心那块痣，她就连连摆手。下班或星
期天休息，她不是督促儿子学习，就是
坐在走廊前喝茶。她家廊前是一个挺
幽静的小院，种有三棵前清时的老枣
树。黄昏的时候，晚霞洒满庭院，映得
枣树一片火红，也映得她的脸膛火红
火红的，没有痣的那一侧，也和有痣一
样燃烧了起来。那是我们大院里的一
幅画，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颇有点
前朝美人的感觉。

她儿子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
上了一所中专技校。三年之后毕业，她
带着儿子离开了北京，回太原去了。就
像来北京为的是儿子，离开北京同样
为的也是儿子，因为她在太原钢厂为
儿子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和她儿子
告别的时候，我们大院的孩子都有些
恋恋不舍，青春期的友情常常容易膨
胀，浓烈如酒，远胜过红脸小姑和她哥
哥嫂子一家的告别。

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了。大人们
的很多秘密被无情揭开，大院成了池
浅王八多，庙小神灵大，我们才知道红
脸小姑的哥哥其实并不是她的哥哥，
她的嫂子才是她的亲姐姐。姐姐未婚
先孕，产下这个男孩子，就跑到了北
京。为了保护姐姐，成全姐姐以后的婚
姻，她把姐姐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儿
子养大成人。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
门罗的小说一样，她的那块紫红色的
痣，成了她一生命运的象征。和门罗小
说不同的是，姐姐不如小说里的那个
女孩，为了爱可以奋不顾身地让自己
的脸上刻印下一块同样的痣，相反，却
将那个时代刻在自己脸上的红字转移
到了妹妹的脸上。

“文革”中，红脸小姑的姐姐被抄
家，她的学生成为那个时代的红卫兵，
毫不留情地批斗了她，那时私生子足
以致她死命。最终，她的学生在她的脸
上还是刻印下了红字。当时，我暗想，
幸亏她儿子早两年离开了北京，如果
目睹这一切，该怎么面对？红脸小姑真
的是有先见之明。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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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随想】

红脸小姑
□肖复兴

文化的长宽高【信口开河】

□朱建信

潘恩与《常识》【放眼天下】

□施京吾

《常识》是潘恩1775年12月写就的一个小册子，内容是对英国君主制的批判，强
调美国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托马斯·潘恩的国籍有
点复杂。他1737年1月29日出
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因此，他
是一个英国人，做过裁缝，当
过税务官，做过教师。在英国
时期，他还结过两次婚。

在他第二次担任税务官
时，因代表低层税务官向议
会提出申诉，要求改善待遇、
增加收入，并将自己所著的

《税务官事件》小册子四处散
发，于1774年4月被撤掉税务
官一职。秋天，他找到自己的
朋友——— 大名鼎鼎的本杰
明·富兰克林，他此时是北美
殖民地驻英国代表。富兰克
林给潘恩开了一份介绍信，
潘恩因此到了北美。

独立战争爆发期间，潘
恩结识了华盛顿、杰斐逊等
人。战后，北美殖民地独立，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潘恩自
然成了美国人。美国建国后，
潘恩游走于政界和科学界之
间，一边写政论文，一边参与
各种科学实验，如煤气、蒸汽
的试验，和回到美国的富兰
克林进行过无烟蜡烛的实
验。他还为约克郡设计、建成
第一座铁柱桥。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
潘恩又到了法国支持革命，
于1792年8月被法国国民议
会授予公民权，潘恩又成为
一个很不牢靠的“法国人”。
随后，潘恩在法国的地位暴
涨，9月成为法国国民议会议

员，10月成为宪法委员会委
员。结果却因投票反对处死
路易十六，还企图把落难的
国王弄到美国避难，得罪了
激进的雅各宾派，1793年12

月被雅各宾派取缔了外籍议
员资格，并投入巴黎卢森堡
监狱。更为悲催的是，美国驻
法大使莫里斯竟然不承认这
位开国功臣为美国公民，拒
绝营救，导致他坐了差不多
一年的监狱，才被新任驻法
大使门罗营救出狱。

1802年，在欧洲游荡了
十几年的潘恩返回美国，定
居于纽约新罗歇尔，并终老
于此。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
彩，颇为传奇。

《常识》是潘恩1775年12

月写就的一个小册子，内容
是对英国君主制的批判，强
调美国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
意义。

所谓“常识”，也就是人
们对待问题的普遍性和基础
性的合理认识，“常识”一词
是一个正向性词汇，用时尚
的网络语言就叫“正能量”。
一个经常违背常识的人，通
常是要遭到讥讽和抨击的。

潘恩首先从社会和政府
的不同起源谈起，提出了社
会与政府具有不同的属性：
社会是一种自然之物，而政
府则是一种选择的结果。他
说：“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
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

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
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
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
可容忍的祸害。”原因就在
于，自然形成的社会是符合
人的自然特征的，政府具有
某种强制力，如果政府作恶的
话，就意味着这是人们自己对
自己作恶，人们之所以要选择
政府，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
人们的自由和安全。做不到
这点不可能是一个好政府。

1775年12月正是美国独
立战争开始不久，之所以爆
发这样一场战争，是北美殖
民地要摆脱英国的统治，这
自然遭到英国的反对，而潘
恩则认为英国已经没有资格

继续统治这块殖民地。在《常
识》一书中，潘恩列举了英国
统治的种种非法性，对英国
君主制进行了猛烈攻击，他
认为，美国要建立的是一个
自由、平等、共和的新国家，
而英国是封建王权国家。

潘恩坚称世袭的君主政
体是非法的。他用了一句绕
口令般的话来证明这种非法
性：“你们的子孙和你们子孙
的子孙可以用于统治我们的
子孙和我们子孙的子孙。”他
认为这是对后辈权利的侵
犯，潘恩还从王权起源的历
史对世袭制度进行了驳斥，
引用《圣经》故事证明王权制
度是违背《圣经》教诲的，甚
至尖刻地评价道：“要么是上
帝确曾在这里对君主政体提
出抗议，要么是《圣经》是伪
造的。”如此尖锐地评价《圣
经》，在当时也算惊世骇俗。

后来的美国历史大体是
按照潘恩提供的“常识”发展
的，该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美国立国之后，严格遵循了
平等、自由、民主的道路，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君
主制则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崩
溃，英国虽然保留了君主制
这个外套，但也走向了虚君
共和，至今依然是世界主要
发达国家。

《常识》一书因此成为潘
恩的一部重要作品之一。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文化的长宽高，是指文化
的三个维度：长度、宽度和高
度。

文化的长度属于时间概
念，即我们通常说的文化传统
或历史；文化的宽度是一种文
化的影响区域(面积)和人口数
量；文化的高度是某个历史时
段或某个时代，一种
文化在世界面前所处
的地位或位置，也就
是该文化在世界范围
内的影响力，即拥有
该文化的国家在国际
事务中的话语权及其
权重、核心军事能力、
科学技术水平、文化
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
率和覆盖面等等。在
人类没有征服大海，
被海水隔开的各个国
家和民族关着院门过
自家小日子的农耕文
明阶段，这个问题不
存在，可是时光无法
倒流，那样的时代我
们再也回不去了，现
在谈论文化先进与
否，文化对国家发展、
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
响和推进作用，“当
下”是一个必备的前提。

上下五千年，如此的文化
长度足以令我们自豪。中国文
化的宽度，在殖民时代被列强
割走了不少国土，版图由“海
棠叶”瘦身为一只“雄鸡”(很
多人以此为骄傲)，其余部分
已经稳定了若干年，国土面积
仍排名世界老三，还有周边几
个带有明显汉文化影子的国
家——— 那毕竟不属于中国，这
样的事实也没什么好说的。然
而我们中国文化的高度，在当
今世界能排老几？是不是像一
些人想象得那样乐观？我是忧
虑派。4月8日，新华社转自央

视网的一则新闻可为我的不
乐观提供支持：(中国)虽然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有
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马航
370事件再次凸显这个尴尬事
实。

“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是因为很多核心技术没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国家文化创
造力水平的终端显
示，国家发展的根本
性推动力。新中国成
立前的中国历史，之
所以有一段悲情的

“细尾巴”，原因也是
没有自己的科学技
术，自然谈不上有什
么自主知识产权，这
种严重后果，根源是
延续几千年的封建
传统文化。三十多年
的改革开放史，本质
上是一部面向西方
先进文化的学习史。
纵向比，发展迅速，
横向比就惨了，同样
三十多年，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国家前
进了多少！人家的文
化里有自主知识产

权，有不断更新换代的技术和
产品。中国是一个大国没有异
议，是一个“文化大国”更没有
异议，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是
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强国，可以
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盛世了。
把“文化大国”当成盲目自大
的资本，把崛起的高楼当成国
强和盛世的证据，搞不明白一
些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
以为自己生活在大汉或大唐？

文化在某个时代具有的
宽度和高度，都只是“曾在”，
而非“现在”。人家在飞速前
进，我们仍在“祖上也曾阔过”
的虚荣里陶醉不醒，把祖上的

阔当成自己的阔，把祖上的光
荣当成自己的光荣，轮到说祖
上留下的耻辱时，记忆力下降
了。手心里刚有了几枚铜钱
儿，就把自己当富豪，这样的
文化性格里要是能长出自主
知识产权来，那就奇怪了。

曼哈顿除了遭“9·11”恐
怖袭击的双子楼(据说刚建起
了一座)，楼房的密度与高度
和我们的某些城市相比，已经
没有什么优势了，可是这能证
明什么呢？文化的长度不是文
化的高度，大楼的高度更不是
文化的高度。钢筋混凝土丛林
密不透风，南楼吃掉北楼的阳
光，是先进文化理念还是落后
文化理念，是人性化还是非人
性化，是为了给国家节约土地
还是为了利益链上的每只手
都能攥住更多银子？我们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几亿人一
平均，怕是离亚军挺远的。最
要命的是，由于技术内部少一
样 叫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东
西——— 信息时代的文化核心，

GDP里的“质”不知打了多少
折扣。把卖土地、盖高楼换来
的经济能力和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所产生的经济能
力等同起来或相提并论，不知
道是真傻还是装傻？

一种文化的先进性取决
于它内部的活力和这种活力
的稳定性与自身增长性。文化
的强弱不能说和长度绝对没
有关系，也不能说和长度存在
绝对关系。长度不等于宽度，
更不等于高度，一条绳子再
长，可它站不起来，不能当一棵
树使用。量里有质，量和质不能
画等号；大里有强，大和强是两
个概念。一个气球吹得再大，也
别指望它打败一枚绣花针。泰
森个儿小，没耽误人家拳坛称
王。法兰西英雄是矮子，可他能

“消灭和大个子之间的高度
差”。牛马的个头儿都比狼大，
谁吃谁？大象大，和枪管里钻
出来的一粒子弹摔跤，枪倒下
还是大象倒下？

(本文作者为军旅作家)

托马斯·潘恩

长 度
不 等 于 宽
度，更不等
于高度，一
条 绳 子 再
长，可它站
不起来，不
能 当 一 棵
树使用。量
里有质，量
和 质 不 能
画等号；大
里有强，大
和 强 是 两
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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