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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竿现象 □茅家梁

这里要讲的“揭竿”，并非指“武装暴
动”或者“农民起义”，而是古时朝廷一种
比较隆重的“表扬”形式。明代王世贞在

《觚不觚录》里说，“士子乡、会试得隽，郡
县始揭竿于门，悬捷旗”。

那时的“揭竿”，看起来是表扬勤奋好
学的读书人，实际上是头头脑脑的自我吹
嘘———“且看本官治下如何人才辈出、和谐
稳定”。这跟眼下的高考“奏捷”之后，有关
官员含蓄、淡定，母校领导却按捺不住兴
奋，借此宣传“我校先进的办学理念、优越
的教学制度、雄厚的师资力量等等办学优
势”，虽然有些差异，但目的却是一致
的——— 扩大影响，邀功求赏。

时代不同了，“揭竿”毕竟有些露骨，
现在的某些人何等聪明！敲锣打鼓上“状
元”之门祝贺，是“小意思”，开万人大会向

“榜眼”、“探花”颁发巨额奖学金，也是“小
意思”。“小意思”里有大欲望，绝不是像冯
谖所诉求的“鱼”“车”和“供养老娘的抚恤
金”那么简单。

倘若“成绩”真的没有丝毫的夸大，也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坏处，问题是有时刚有
学校称状元是他们的，立马又杀出一个学

校义愤填膺地说，他们的头名才是状元。
高中比完，“状元”读过的初中、小学也不
甘示弱。也是，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没有初
中、小学老师的辛勤培养，哪有状元的今
天？连状元郎穿开裆裤时呆过的托儿所也
贴出大红喜报，说阿姨们使他没有输在起
跑线上。反正皆言之凿凿，“谬托知己”，都
伸出两只手指头“以尝一臠”。

真假难辨，其中肯定有一个是“六耳
猕猴”，另一所也不过是“小雷音寺”，就是
没有哪个部门喜欢挺身而出当“老娘舅”
来澄清事实真相，说一声谁才是真正的

“齐天大圣”。“‘争’第一是积极的，‘不争’
才是消极的态度。”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称，“诸生冒
廪纳准贡生者,皆高竿大旗，飘摇云汉，每
入城市，弥望不绝，更可骇叹。”在当时，连
富有的人家花钱买得官爵功名，秀才纳捐
取得贡生资格，掏真金白银换“学位”的，
也都敢公开地鱼目混珠于其中，毫无羞涩
的感觉，这“揭竿”普及到了什么程度！

“揭竿”一多，也好像分不清真真假假
了；“悬旗”一多，当地“素质教育”的“先进
性、实验性、创新性和示范性”，统统不言

而喻，似乎就能彻底堵住了持不同说法的
人的嘴巴了。天晓得！

“揭竿”弥望不绝，“悬旗”真真假假，
倒成了招生前后某些地方的一道风景线。
这让“郡县”衙门里的老爷们喜出望外，

“揭竿”的非才子即财主，都是让本官高兴
的人，穷措大哪有这般情趣或实力？当然
讨厌多事者去一本正经地逐一甄别了。

真的要“甄别”，线索是现成的，而那些
正派的“得隽”者，也非常乐意把“揭竿”中
的伪劣产品清除出去，验明正身，只可惜没
有官员愿意做这个事。这个现象跟目前的

“马路牛皮癣”十分相似，到处是“刻章造证
13×××——— ”，也到处听说要严厉惩罚“牛
皮癣”的制造者，只是人们只满足于墙壁或
电线杆上的涂抹或刀削铲刮，疲于奔命，而
很少有成功的“顺藤摸瓜”，当然也不可能
给予始作俑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揭竿”这种现象，后来大概“无疾而
终”，是因为又有一种新的替代物，还是百
年轮回？搞不懂。不过，什么东西一被点
赞，就有假货来“轧闹猛”，你想剔除它，非
常麻烦，尤其是投合某些官员胃口的那种
包装或表彰形式，这倒是确确实实的。

鸡汤与鸡屎
鸡汤性温，营养丰富，可以补虚、养

心。正因为如此，人们把那些含有智慧、热
量、催人进取的话语喻为“心灵鸡汤”。

一开始，“心灵鸡汤”类书籍还挺受欢
迎，因为可以激发热情，鼓舞斗志，促人进
取。但看多了，人们渐渐发现，“心灵鸡汤”
里许多貌似高明的道理，在实践中其实很
难行得通，一些引为例证的成功楷模，也
离自己很遥远。

比如那些出现频率最高的鸡汤名
言：“只要有信心，人永远不会挫败”，这
是讲信心；“因害怕失败而不敢放手一
搏，永远不会成功”，这是讲勇敢；“勤奋
是一切事业的基础”，这是讲勤奋；“抓住
了时间就抓住了成功”，这是讲惜时；“世
上从不缺少机会，只是缺少发现机会的
眼睛”，这是讲善于抓机遇。这些鸡汤名
言都很励志、很正确、很阳光，但人们发
现，有信心、敢拼搏、能敬业、善惜时的人
数不胜数，可真正的成功者却极其有限。
于是，“心灵鸡汤”的刺激性越来越小，励
志作用日渐衰落，开始被人反感、冷落，
数不胜数的“鸡汤”类书籍已被读者认定
是“垃圾书”。

一旦“鸡汤”喝到令人反胃，没感觉
了，甚至一闻到就想吐，再也达不到正面
效果，那就需要进行更强的刺激，比如曾
经风靡一时的“打鸡血”。形容一个人突然
亢奋、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手舞足蹈，就
会说他“像打了鸡血一样”。

从所谓励志的角度来说，“鸡血”就是
“鸡汤”的比较级、加强版，刺激性更大，效
果更强，但也存在一定风险，弄不好就会
失之偏颇，感染致病。比如，“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宁
要人嫉妒，不让人可怜”，“成功就是一切，
手段可忽略不计”，“欲求生富贵，须下死
功夫”等励志言语，其特点就是要有不顾

一切的狠劲，有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倔
劲，不惜走偏门，寻求强刺激，而不管代价
多大，成本多高，是否会有后遗症。

再进一步说，励志类话语如果少了分
寸，没了底线，失了操守，“鸡汤”会变馊，

“鸡血”会变质，那可能就成了“鸡屎”，甚
至连鸡屎都不如的秽物，即列宁说过的那
句名言“只要再多走一步，真理就会变成
谬误”。如一些另类的励志名言，“富贵险
中求”，“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

“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牡丹花下
死，做鬼也风流”，“宁坐在宝马车里哭，也
不坐在自行车上笑”，“不能流芳百世，宁
可遗臭万年”，“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
下人负我”等，价值取向混乱，实用主义横
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散发着强烈的

“鸡屎”味，若不辨香臭吃下去，轻者肚子
疼，重者说不定会要了卿卿性命。

那些贪图“横财”制售假冒伪劣产品
的奸商，那些企图险中求富贵的走私、贩
毒罪犯，那些以升官发财为目标的贪官污
吏，那些荒淫无度的“风流鬼”，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就是“鸡屎”的殉葬品，他们视

“鸡屎”为美味，把“鸡屎”奉为圭臬，浑身
上下都弥漫着刺鼻的“鸡屎”味。

人生在世，要想不甘平庸，做出一番
事业，一定要吸收养分，但也不能太滥太
多，更要适可而止。“心灵鸡汤”能养人，也
能误人，说其全没用，不是事实，说其有大
用，也不合实际。至于“心灵鸡血”还是慎
打为好，以免精神紊乱，“心灵鸡屎”更万
勿食用，以免“鸡屎”糊心，误入歧途。

【生活直击】

青未了·杂文

【谈古论今】

懒蚂蚁的价值

日本北海道大学生物研究小组
对三个分别由30只蚂蚁组成的黑蚁群
活动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大部分
蚂蚁都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少
数蚂蚁却整日无所事事、东张西望，
他们把这少数蚂蚁叫做“懒蚂蚁”。

有趣的是，当生物学家在这些懒
蚂蚁身上做上标记，并且断绝蚁群的
食物来源时，那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
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蚁们则

“挺身而出”，带领众蚂蚁向它们早已
侦察到的新食物源转移。原来，“懒蚂
蚁”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侦察”和

“研究”上了。它们能观察到蚁群的
薄弱之处，同时保持对新食物的探
索，从而保证不断得到新的食物来
源。这就是所谓的“懒蚂蚁效应”，懒
于杂务，才能勤于动脑。

其实，这个研究并不新鲜，中国
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把“懒蚂蚁效应”
用在管理国家的政务上了。

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就是典
型的“懒蚂蚁效应”，养士成为上层
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有

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
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孔子的
孙子子思在《孔丛子·居卫》写到战
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
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
则亡之秋也”。此言深刻地道出了战
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

齐国的宰相孟尝君就足足养了
三千个“懒蚂蚁”。就连会点儿鸡鸣
狗盗、雕虫小技的人也能成为他的
门客。秦昭王对孟尝君最为敬慕，派
特使迎接孟尝君入秦。孟尝君带着
门客千余人来到秦都咸阳。孟尝君
献给秦昭王一件纯白狐狸皮袍子，
秦昭王很高兴地把它藏在内库里。
可秦昭王听了属下的谗言，把孟尝
君软禁起来，孟尝君请秦昭王的宠
妃帮忙解救，妃子说：“这不难，但是
我要一件白色狐皮袍。”孟尝君为难
了，仅有的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
来第二件呢？有个门客说他有办法。
当天夜里，这个门客模仿狗叫声，从
狗洞潜入秦王内库，看守以为是自
己养的狗，未加怀疑。于是这个门客
盗出了那件白色狐皮袍送给秦王的
爱妃，孟尝君也得了自由，并急忙带
领门客连夜逃离秦国。他们半夜逃
到边界的函谷关。这关口要到鸡叫
的时候才许出入，忽然有个门客学
起了公鸡叫。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
公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人开了
城门，让孟尝君出了关。等到秦昭王
派人追到函谷关时，孟尝君和他的
门客已经走远了。

就这样一些平素里无所事事、只
会点儿鸡鸣狗盗的人，关键时候却比
那些勤勤恳恳种苞米的人更有价值。

其实，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
公司，这个道理是通用的。因为任何
组织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

“勤者”与“懒者”都不可或缺，勤者
的存在，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必
要条件，但那些指手画脚、牢骚满腹
者也不是毫无存在的必要。没有了

“懒惰者”与“不合作者”，勤者还真
的极易无所适从，多作无谓劳作。

特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
不能少了看似“四肢不勤，五谷不
分”的“懒人”，正是这些貌似不勤恳
的“懒蚂蚁”的“坐而论道”，才是宏
观决策的智囊团。他们“没有实际用
处”的虚幻的事业，才能让无数务实
的人有了安置灵魂的精神家园。有
些看起来没有用处的“懒蚂蚁"其实
是文化使者的自觉寻找。人类如果
没有那些“懒蚂蚁”从事着诸如哲
学、美学、数学、文学艺术这样的研
究与创作，全是寻找、制造物质财富
的勤勤恳恳的“勤蚂蚁”，该是多么
单调与可怕。

投稿邮箱：
qlwbzawen@163 .com

□陈鲁民

□阮直

“社会活力”的提出，是适当其时的。
大饥荒年代，陈云提出“开笼放雀”，

救民于水火；“文革”浩劫后，万里力挺小
岗村“包产到户”，迎来了农村生气勃勃的
局面；胡耀邦平反了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
案，举国振奋人心大快；三十年前由邓小
平、任仲夷、习仲勋、吴南山、梁湘开创的

“拓荒牛”模式，带给全国“小渔村效
应”……无不证明释放社会活力的巨力。

《说文》上解“活”，本义为流水声。流
水之“魅”在于活泼、活跃、活蹦乱跳、活
色生香，活生生、活脱脱，与死板、死硬、
死呆八板、死板着脸、死气沉沉，正好相
对。唯有社会的“活”、民众的“活”，才有
社会的活力、国家的活力、民族的活力。

“千口”之舌，不光用来吃饭，还要用来发
声。巴金《家》中高老太爷喝道“放屁！口
是用来吃饭的”，这逻辑早该进历史博物
馆。

当承载“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
牛仔裤、迪斯科，连同“靡靡之音”邓丽君、

《乡恋》等“沉渣泛起”之时，出版界则由严
济慈、杜润生、丁学良、王岐山、包遵信、邓
朴方、汤一介等人编纂出《走向未来丛
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
库》、《中国文化书院文库》，一扫此前的

“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千人一腔”，是
真正的江海襟怀！

笔者之所以激赏《诗经·南风歌》“南风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诗句，就在于提出了任
何历史阶段的为政者都必须面对的“解
愠”、“阜民”两大课题。百姓有“愠”，是重要
的“舆情”，及时采集，予以重视，即寻到了
改革的指向与动力。解百姓之“愠”，正是激
发社会活力的着力点，也是改革的出发点
与归宿。不着力于“解”，老使力于“掩”、

“压”、“禁”、“堵”、“封”、“蔽”，也太低估了
民众的觉悟，看轻了自己的力量。不在广大
民众的“阜”上下功夫，让少数特殊利益集
团疯狂“阜财”敛财，只能酿出更多的“愠”。
有人老说“门窗开了苍蝇会飞进来”，但另

一个事实却是咱们的“苍蝇”、“老虎”老往
人家那儿飞、跑！

必须认定，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领
域，“活”是全方位的。社会活力牵涉社会
组织，则相当于经济领域中的“民企”。让
经济充满活力，须让民企“活”；让社会全
方位充满活力，须让社会组织“活”起来。

新世纪又过了十好几年，还要讨论
“大妈组织跳广场舞算不算非法组织”、
“发起一个修理电器协会，邀三个朋友出
来聊聊怎么开展工作算不算‘擅自’”———
到这份上，究竟算什么？

曾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搞“自由
市场”、“旅游开放”、“出国审批”、民办学
校、私人医院……都曾经那么忧心忡忡，诚
惶诚恐，生怕酿出大事。后来的事实表明，
不都是好好的而且愈来愈好吗？只是有个
完善的过程。民众岂只是“被引导”、“被教
育”、“被武装”的对象，也当是引导、教育、
武装官员的师长。相互教育，彼此引导，这
才是社会活力四射的根本。

“社会活力”之议 □符号

【社会洞察】

【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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