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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人”的“拟态” □茅家梁

新疆吐鲁番地区原水利局局长曹培
武最近被绳之以法。据媒体透露，曹培武
纯粹是个新时代的“葛朗台”，身上穿的棉
布背心是他刚刚参加工作时买的，已经穿
了30年了还舍不得换掉，平时一日三餐也
很简单，从来不吃肉。然而，他一次收下
100万元好处费却十分坦然。

以前有句话叫“猛虎肉醉，狮王常
睡”，其根据是“猛兽在大部分时间是慵懒
的”。根据这个逻辑，稍微往前推一下———
有些外表朴素的家伙，譬如曹培武，“扑起
食”来却比谁都厉害。这种“葛朗台”更应
该受到格外监督。

几年前，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原局长杨达才引发的“表哥事件”引起民
众关注，也促使许多精明的官员从张狂变
得收敛，不少人在穿戴方面已经有所改
观，不抽好烟，不戴名表，至少表面上如
此。

由此，有评论家欣喜地认为“民众对
官员在公开场合出现的穿戴的注意，已经
形成了一种监督”。但是，人们对这种“监
督”的形成，并没有多少欣喜，因为这会让

一些官员伪装出低调，危害更大。
这种低调极容易让人联想起生物学

中的“拟态”现象，比如木叶蝶的外形像枯
叶、竹节虫的身体像竹节，色彩不再绚烂，
更便于伪装隐蔽。现如今，有些不把老百
姓的死活放在心上的官员看起来廉洁，只
是他们懂得鉴貌辨色，识时务不“微笑”而
已。

官场上有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更善于利用各种道具达到自己的目的。

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

里那个抚台大人“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
人”，以为官员不能随了大众与世浮沉，
最好浑身上下找不出一丝一毫新东西，
因而弄得大大小小官员如同一群叫花
子，看谁穿得更破烂，公事上倒全不过
问。杭州城里所有的估衣铺，破烂袍褂一
概卖完，古董摊上的旧靴旧帽，亦一律搜
买净尽。这种顺应临时变化的机智，对付
抚台大人的“廉洁比赛”绰绰有余。除却
演了一场热闹的话剧，可给官场风气增
添了一丝清新？

据最近几年媒体的报道，武汉市政建
设管理局原局长明九斤穿着价格便宜的
衣服，甚至袜子上还有窟窿；宝鸡市公安
局人称“挎包局长”的原局长范太民，经常
脚穿一双解放胶鞋，一个绿色帆布挎包形
影不离，而有些赃款就是用这只“廉洁”的
挎包装回家的；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白
山市委原书记王纯和江苏省委原常委、组
织部部长徐国健，长期以来在干部群众面
前表现出“严格自律的形象”，行事低调、
做事谨慎，穿着朴素，不吸烟喝酒、不上娱
乐场所。但经查他们都是贪官。

从古至今，为了表现廉洁、勤政或其
他，某些官员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这
样的“两面人”我们见得实在太多了。明知
下属的“矫伪”而又非常欣赏的好多“抚台
大人”，在上行下效中体会到驾驭意志及
肉体的乐趣，故而，“拟态”的物种越来越
多。

深入地鉴貌辨色，看衣帽又不以衣帽
取人，要警惕不戴名表的“柳达才”、“槐达
才”，更要注意一件背心穿30年的“曹培
武”。当然，这不仅仅是各级纪委的责任。

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生命的隐喻，有时它藏得很

深，让病中之人只见庐山而不见其真面
目。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因“病"而“病”，
以致在单人宿舍内烧炭自杀，不幸身
亡。

女孩姓吴，在天津一所大学读大一。
不久前她被查出“大三阳”，携带乙肝病
毒，她的第一反应是害怕，甚至以为“大三
阳”是绝症，致电母亲时声音发抖，妈妈，
会不会没得治？

知是智的前提。因为不知，很容易产
生“病恐症”与“病耻感”。一旦被查出患有
某种疾病，若是无知必有恐惧。何况这是

一个年轻大学生，正处于需要生命教育和
摆脱科盲的年龄。她如果知道全球乙肝病
毒携带者3 . 5亿，我国有近1亿人，有的演
艺明星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许就没那
么恐惧了。

细察这个年轻女生留下的遗书，从
“看不到终点、自寻烦恼、救不了我自己”
这些语词可见，她曾是多么的焦虑！而媒
体报道的关键词中，则有性格脆弱、敏感、
心累、“我的血很脏”、恐惧心理与行为、沉
郁孤独，等等，这是焦虑抑郁的明显表现，
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女孩有抑郁症倾向，
并进行救治。

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疾病史。苏珊·
桑塔格在其名著《疾病的隐喻》中，努力剥
掉千百年“疾病文化”中的种种误解和迷
思，让病患免于恐惧感，免于羞耻感，免于
罪恶感。

对抗疾病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今天，
由于医学的发展，一些以前治不了的疾病
有了治愈的可能，但是生命教育、医学科
普还是做得太不够，“得病恐惧症”仍然不
少，由此甚至产生不少遗憾。这无疑需要
引起关注，帮助这样的患者免除恐惧，并
抚慰其心灵、支持其精神、拯救其生命。这
不仅仅是医护人员的责任。

□徐迅雷

青未了·杂文

【谈古论今】

□朱麓

磕头的

形态与心态

民国前，磕头很流行。屁民见了
官员，要磕，下级见了上级，要磕，百
官见了皇上，更要三跪九叩，磕得不
亦乐乎。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头磕
多了，就磕出了讲究，磕出了规矩，
不是随随便便膝盖一弯，屁股一撅，
脑壳一撞地，“捣蒜”般意思两下就
行的。磕头的形态和心态皆有标准，
学问大着呢！

以下级给上级磕头为例，首先，
磕头的地点要合适，须与上级不远
不近。太近了，上级以为你怀有二
心，会害他。太远了，不知你在跟谁
磕头，磕了白磕；其次，磕头时的表
情很重要，须低眉顺眼，不得东张西
望，左顾右盼；最后，磕头的动作也

很关键。要先一条腿跪下，一手同时
着地，另一条腿随即跪下，双手爬
地。拜下去后，务必塌腰，屁股努力
压到大腿上，不得上翘。头轻轻点到
两手之间的地上，额头触地后，鼻尖
随即触地，出气彻底后，面部缓缓离
开地面，再开始吸气。

总之，一套磕头的动作下来，形态
上讲究不紧不慢，一气呵成，身体平
稳，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心态上须
一心一意，以示恭敬。既不能让上级等
待企盼，也不能令上级满腹狐疑。

虽然动作难度系数颇高，但有人
就是喜欢磕，一天不磕上几回，全身
不畅快，心里不踏实。像历经道光、咸
丰、同治、光绪四朝的元老、大学士全
庆，每日必定三跪九叩，磕头120次，起
来跪倒40次，风雨无阻，活到了82岁。
看来，100多年前的前辈早就摸索出了

“锻炼身体全靠磕头”的养生之道。
头磕得好，不光身体好，仕途也

好。那时，为官第一要务，不在清正廉
洁，不在为民服务，而在于学会磕头。
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不倒的大
学士曹振庸虽然能力一般，政绩平平，
却仕途通达，恩遇日隆，声名俱泰。有
门生向其请教为官之道，曹振庸的答
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这六字箴言
主题鲜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重点
突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
操作性，为大清各级官员屹立官场、金
枪不倒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鸦片战争之后，有些人感觉磕
头别扭了，磕得不自在了。最早一批
想站起来的官员，是大清派驻各国
的使臣。每次国内来了钦差特使，使
馆都会在码头或车站设置香案，全
体人员齐刷刷跪于香案前，恭迎特
使。洋人从未见过这般“东洋景”，十
分好奇，纷纷围观，啧啧称奇，差点
将官员们的头羞进了裤裆里。

驻日大使裕庚有次宴请洋人，一
个官员走进来，见到裕庚就趴在地上
磕了三个响头。按照官场习俗，同级官
员相互拜访，也要趴在地上磕头，裕庚
只得也当众趴在地上，回磕了三个响
头。洋人们见状，差点笑掉了大牙。裕
庚跪在地上，恨不得刨个坑钻进去。

尽管使臣们的头磕得不痛快，但
还得继续磕，特别是回到了国内，见到
了久别重逢的慈禧，膝盖骨一软，头磕
得更欢，磕头的姿势也更标准。虽然磕
头的形态没有变，但磕头者的心态变
了，所以，离抛弃磕头之日也就不远
了。果然，隆裕太后最后一次上朝时，
满朝文武见了皇帝、太后，再不用三
跪九叩了，只是鞠躬致意。大家都顺
其自然，平静接受，没大有人为此哭
爹喊娘，死活要磕的。大臣之间见
面，也行起了洋礼，鞠个躬，握个手，
抱一抱，磕头之礼被淘汰了。

其实，他们抛弃磕头和抛弃大清
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口中常呼

“皇帝万岁”，但武昌城头一声枪响，
各地官员纷纷响应。因为大家心里都
清楚，中国人磕了几千年头，越磕越
落后，该抛弃这一陋习了。

投稿邮箱：
qlwbzawen@163 .com

近日，有游客在成都武侯祠内岳飞书
写的《前出师表》石刻上，留下了“路Ⅹ国
一游”等字眼。这个“路Ⅹ国”还被媒体发
现是个留“到此一游”的常客，已被发现的
就有三次。该消息经过大量转发，引起了
舆论的广泛关注。

中国人是比较喜欢干“涂鸦”这种营
生的。为此，旅美历史学者潘守勇先生分
析，这是中国人传承多年的文化冲动，文
化习惯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发生了冲
突。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善于书法，
喜欢著书立传，一些游客手痒心痒书法抒
情高涨。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虚荣心在作
祟、捣鬼。

去年曾去美国旅游。其中有一个项目
是去美国南面的墨西哥一小镇作一日游，
自愿且自费。众人一听，齐刷刷举手赞成。
许多人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墨西哥给
不给护照盖章？导游的回答让大家有些许
失望：以前是盖章的，后来(可能嫌麻烦)取
消了。那天最多转了一个小时，其余全都花
在坐车、排队、入关和出关上了。然而终究
是又去了一个国家，大家还是兴趣盎然。

我不由想起，在一些旅行社组织的去
欧洲的旅行团中，一些袖珍小国很受青
睐。比如，一个来回14天的欧洲游竟然要
走10个国家，像卢森堡、梵蒂冈和列支敦
士登等国家都必不可少。我说此话，绝对
不是小瞧这些国家，只是说这些小国让去
欧洲旅游的游客不费太多时间就能多走
了几个国家，确实给他们撑了门面。

在国内旅游时，经常看到一些同胞在

景点照相留念，许多人最为重视的是具有
显著标签的景物，尽管遮挡了后面的景
色，但只要上面有武陵源、大雁塔、虎丘剑
池、大雄宝殿等字样，便兴高采烈。因为景
色不足以炫耀，景色自然美丽而这美丽的
景点我亲自到过，却是最最得意、最最重
要的。

发达了，富有了，就想嘚瑟嘚瑟，炫耀
炫耀。旅游不照相，不昭告天下“我来过”
也是遗憾。中国人的这种想法，与文化无

关，与书法也无关。
前年曾有一个15岁的中学生到埃及

旅游时，在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刻了“丁
Ⅹ到此一游”。这样的孩子，本来还是用粉
笔在地上或墙上写“某某大坏蛋”的年龄，
只是因为有了出国的机会，也就装模作样
地在异国他乡大书上一笔。

所以，不解决这些人的虚荣心，不解
决他们的卖弄心理，“到此一游”还要继续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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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还有没获奖的吗
日前，中央巡视组对文化部进行专项

巡视后，明确指出“文艺评奖存在过多、过
滥和暗箱操作、利益交换等问题”。如何遏
止文艺评奖多而滥的乱象，已成如今文坛
的当务之急。

现在，仅仅是国家级的各个协会、学
会在民政部注册的文学艺术奖项就多达
数百个，若不是专门在网上搜索这些资
料，就是一个经常获奖的作家，可能都说
不全目前文坛到底有多少奖。

有人说，如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级的
作家，如果不论大奖小奖，就没有没获过
奖的作家了，有些作家获奖的次数比作品

的数量还多。这样的作家也许读者知道他
们名字，但就是不知道他们的作品。

不但如此，现在是文学大奖比文学大
师多，有的评委的水平比获奖的作家低，
有的奖宣传造势的效果倒比候选作品的
知名度大，颁奖大会的开支比支付作品的
奖金多，还有些奖项评委拿到的报酬比奖
金高，评出的作品没人买账，颁奖大会却
得到了重视。

为什么要设立文学奖？当然是要鼓励
文学创作、选出优秀作品，但一些人却打
着斯文的旗号，制造着荣誉，培植着名声，
拉来商家的投入，打包出卖，形成了一条

评奖的文化产业链。这样的做法，葬送的
不仅仅是文学，也埋葬文学的纯真与良
知。在有的奖项评选中，因为评审的不严
格，讲人情甚至后台跑奖。如果不能公正
地评选，不仅不能鼓励创作，反而亵渎了
本是神圣的文学艺术了。

文化部这次首先表态了，要把文化部
所属的全国性文艺奖项41个减少60%左
右；曾经获得批准的评奖活动共10项，拟
取消3项；对保留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加强文艺评奖管理，严格标准，规范程序，
修订“文华奖评奖办法”。尊重市场和文艺
规律，真正将艺术交给市场、交给大众。

□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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