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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丁
侃
侃 现在，有人的口味越发重

得卓尔不群。
近日，一组大尺度的“裸体

婚纱”照片流行网络。这组拍
摄于张家界 5A 级景区的照片

中，赤身裸体的新娘频摆造型，俨然裹浴巾的新郎驾一
叶扁舟，旁若无人“秀恩爱”。如此这般分不清情色还
是色情的重口味，让转载照片的英国《每日邮报》，也放
下了西方人的开放与前卫思维，担心这对情侣会因为
在公共场合露体而被逮捕。

不管这对情侣的重口味婚纱照，是否因为有悖公
序良俗而被处罚，张家界景区的重口味，则让人连连惊
呼“噫吁戏”了。能在风景如画的张家界拍摄“裸体婚
纱”照，是景区面向全球推出的一项策划活动。把山水
风景和人体艺术结合得如此天造地设，就像陕西师范
大学学生孙灵霞的博士论文，直教人佩服得“晴空一鹤
排云上，便引豪情上碧霄”了。在普通人眼里，八角和
卤鸡肉只是配料和主料、一锅炖的关系，但是孙灵霞的
博士论文——《八角茴香对卤鸡肉挥发性风味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里，八角和卤鸡肉的故事写了 8万多字
的物理和化学的科普。

尽管有人认为孙灵霞的博士论文，有可能让美味的
卤鸡肉进入工厂的流水线，从而让那些靠祖传秘方发家
的卤鸡肉者，就此不能一统江湖，但是端着《星际穿越》科
普黑洞、虫洞的架子，把八角茴香和卤鸡肉之间关系写成
博士论文，让人继续忍不住山呼：“噫吁戏，重口味”。

重口味的炼成，原因固然很多，但目的高度一致：基
于利益的满足。在九江、安庆等地的长江岸线，不到一公
里就有一个码头，为引项目、求发展，地方政府滥卖岸线
如此无节操的重口味，唯政绩论作祟了。⑧7（丁新伟）

给“富二代”做环卫工点赞

“巨腐小官”马超群，打骂职工，贪污索贿，
没人敢管。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打顶头上司，骂
市级领导，把厅级干部挡在门外，那些干部不但
不敢说他的“事儿”，反而得向他赔礼道歉。坊
间种种议论，真真假假，都有一个指向：马超群
有个了不得的“干爹”。

拿现在曝料情况看，所谓马的“干爹”只是
一个影像，就是马的办公室里有张和大领导的
合影，马曾对其亲戚说，这个大领导认他当“干
儿子”。凭着这点料儿，网民就是把脑袋猜破了
也猜不出马的“干爹”是谁。然而，笔者却确切
地知道马的“干爹”是谁，想知道吗？说出答案
前，笔者先讲个故事：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到一个吴中士人，
这哥们儿牛得很，与人在地摊儿上喝酒，吆喝一
个给知府养马赶车的仆人：“我在这儿喝酒，让
李二拿菜肴来。”李二是谁？是当地的知府，别
人说起来，连人家的字都不敢称，只能称“府
尊”、“公祖”，可这位士人竟然拿人家的排行，极
轻蔑地叫作“李二”，着实让大家吃一惊。士人
看着众人惊愕的眼神，慢慢地说起他和知府大
人的所谓的渊源，知府大人叫他大爷或大哥，亲
得不得了。众人不免敬而疑地等待着，看他要
的菜能不能到。结果呢，府衙里的厨师做的菜
真还给送来了。大家不由得对这士人刮目相
看。当时座中有个产科医生，偶尔到知府家说
起这事，李知府很纳闷，根本不认得这个士人
呀。查问养马人，才知道这士人预先付了钱买

通养马人、厨师。知府大怒，将这个士人赶出郡
治。有朋友与士人告别，问道：“仓促离家，到哪
儿安身？”谁知这位士人答道：“到湖洲找庞九
去。”当时湖洲知府姓庞，排行第九。送行的人
忍不住大笑。

故事讲到这儿，您该反驳了，按笔者的说
法，马超群的“干爹”其实根本没有，只不过是他
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您或许会说，不会这
样吧，若只是吓唬人，他打职工打领导，咋就没人
敢管？这个问题，你再听笔者说：北宋与包公清
正齐名的赵抃，只派个仆人给犯重罪关在牢狱
里的恩公儿子送个饭，一句话不说，就能免了恩
公儿子的死罪；范进中举，还没当官，就有乡绅送
上钱来……传统文化里，只要有个当官的背景，
管他真的假的，就会有人巴结。所以，蒲松龄才

在他小说里把“语次频称贵戚”当作“不可耐事”。
到此，笔者给你说出答案来：马超群的干爹

不是别人，就是官本位。何谓官本位？就是只
认官，不认法，不认理。马超群弄出个不知有没
有的“干爹”，让大家认了，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就没人敢问敢查了。倘若一开始，马有什么错，
都按党纪国法制裁他，不管他“干爹”是谁，马超
群敢像现在这样吗？

拆掉河南人民会堂上的广告牌，网民叫好，
为何？只因市里执法部门向省里单位下手，不
论行政级别，只论法律。如果都像这样的话，营
造以法治国的文化，并将这法律文化融入公序
良俗，马超群即使真有高官“干爹”，也保不了
他。所以说，马的“干爹”，不是别个，就是“官本
位”。⑧7

马超群的“干爹”是谁？噫吁戏
重口味

期待更多“海绵城市”建设

为缓解城市内涝、削减城市径流污染，安
徽省将试点开展“海绵城市”建设，通过建设下
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等，构建新型的城市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安徽省住建厅表示，将
在全省每个市、县选择 1~2 个项目，作为“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示范工程。（见 12 月 3 日《北京
青年报》）

“海绵城市”指城市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
时就地渗透、吸收、存蓄雨水；遇到干旱时再将
蓄存的雨水“吐”出来，加以循环利用，可以为城
市节约大量水资源，缓解城市水危机。建“海绵
城市”首先得有“海绵体”，“海绵体”从哪里来？
首先要保护好现有河流、湖泊、沟渠等“海绵
体”。建“海绵城市”，就要在现有河湖水系周围
划一条清晰的保护线，还公共空间给市民。

另一方面，要大规模建设新“海绵体”。林
地、河湖自不必说，在修建街道、广场及停车场等
公共区域时，不能一味地硬化路面，据说硬化地
表对雨水的渗水率不足一成，而用渗水砖铺设
公共区域，渗水率高达六成。还应改变过去追
求一马平川而填坑平渠的不科学做法，因地制
宜地建设下沉式绿地、公园、草沟、水景设施等。

当我们的城市成了“海绵城市”，“城市之肾”
河湖能正常代谢，“城市之肺”土壤能正常呼吸，很
多城市就不会“一边喊渴，一边内涝”了。期待“海
绵城市”建设在我国风生水起。⑧7 （何勇海）

“天价话费”还要上演第几季？

在长沙做生意的河北小伙赵雄超万万没想
到，短短几句和老丈人嘘寒问暖的电话问候，系
统记录通话时间居然长达 163 万多秒，持续 18
天有余，耗费 5275元。（见12月3日《中国日报》）

赵雄超遭遇的情况 10 多年前就出现过，
2000年 12月 17日《江南时报》报道，南京孟先生
缴费时发现寒假期间竟然有 2000 多块钱的话
费，有一个电话竟从 2月 6日一直打到了 17日，
持续了整整 11 天。“天价话费”一直“阴魂不
散”，要说盗打之类防不胜防，运营商也“爱莫能
助”，但类似挂机后仍一直计费的“系统出错”，
仍然一再地出现，就说不过去了，按照常识，谁
能一次性不间断通话 10 多天？运营商为何非
等到用户上门质疑才消除反常记录？

“天价话费”事件屡见不鲜，除了消费者要
增强防范意识外，有必要对运营商加强责任约
束，比如擅自捆绑的套餐收费不能解除了之，通
话 10多天明显带有恶意性质的“错误”，也不能
仅仅止于消除记录，而必须从法律层面做出处
罚性规定，让商家承担相应的风险成本，令其不
能不作为，更不能做手脚，不然如何维护消费者
利益？⑧7

（范子军）

27 岁的江阴人查晓刚是江阴环卫系统一名
既普通又特殊的工人。说普通，因为他就是一位
处理泔水的一线环卫工人；说特殊，因为他可能是
省内第一个每天收泔水的大学毕业生。查晓刚家
在江阴有一家不小的企业，他是家里的独子，上班
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价值 60多万的宝马车。（见 12
月4日《扬子晚报》）

“富二代”当环卫工，这种传奇故事多少令人
有些不可思议。查晓刚津津乐道于环卫工这一不
起眼的职业，源自一条朴素的生活哲理：在任何岗
位只要努力，都能干出成绩。这显然也与“富二代”

的标签价值相去甚远，但查晓刚这种自我价值的寻
找，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

工薪不高，天天与垃圾打交道，环卫工这样的
职业非常辛苦。但作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
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社
会职业。“富二代”做环卫，拿现实较为市侩的话来
讲，查晓刚确实是个“另类”。但这样的“另类”也
给择业者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坐标：简单地生活，就
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在武汉，也有个“财富”女当环卫工的故事：年
纪 28岁的付莎莎，到武汉火车站干起了环卫工。
她家里有4套房产，每天开着价值15万元的小轿
车上班，却愿意干这个每月 1500块钱的工作，一

干就是3年。
环卫工人可爱、可敬，一人脏换来全城洁，这

样的奉献就是一种可贵的幸福。拥有财富的人，
不一定能拥有幸福与快乐。因为财富有时会成为
人的包袱，物欲容易压塌人的身心。美国财富巨
人比尔·盖茨为何将所有的财产捐献出来做慈善
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丝丝答案来。

“富二代”做环卫，查晓刚的举动之所以叫人
吃惊，是因为我们陈旧的观念在作怪，那就是职业
上的歧视。当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我们总感觉
不到幸福和快乐，问题在于私欲太重、缺失精神的
力量。看似平凡且平淡的环卫工，挥汗如雨，苦乐
年华，需要一种淡定的职业精神，这是财富的光环

所无法企及的。
要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岗位。查

晓刚做起环卫工没有叫苦叫累，现在的独生子女，
大多缺少吃苦锻炼，越是艰苦的岗位越能锻炼
人。有时人心会浮躁，这需要用一种力量来沉淀，

“富二代”做环卫为我们找到了这种力量。幸福与
快乐是一种心境，需要我们不被物欲所俘虏，让内
心得到充盈。

学会淡定，才能找到工作快乐和生活幸福的
源泉。生活不需要大道理，降低欲望，多些淡然，
就能活出精气神。“富二代”做环卫，启迪我们每个
人立足于平凡的劳动，去寻找和实现人生的价值
与梦想。⑧7

“本应是孩子们的上课
时间，贵志学校的学生却停
课在家，原因是该校校长儿
子 大 婚 ，喜 宴 设 在 学 校 食
堂。”近日，安徽省霍邱县一
网友曝光。该校校长向媒体
证实了此事，称儿子、儿媳均
是学校员工，在食堂办婚宴
能节省开支，原本停课 3 天，
刚放一天假，就被当地教育
局叫停。⑧7 焦海洋/图

●新世说

●● ●● ●●

出口成章，妙语连珠。12 月 2 日，著名文化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受“河南省厅级领
导干部经纬讲坛”之邀莅郑讲学，和我们一起感
悟中国智慧。

聚光灯下的于丹，短发利落，笑靥浅浅，两
个多小时的讲座，从《论语》到老庄，从唐诗到
宋词，于丹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她的诉说如
潺潺溪流，在现场静静流淌，滋润了每个听众
的心田。

文而化之方为“文化”

什么是文化？于丹引用《周易》的话来定义：
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于丹认为，“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
动词，文而化之才是文化。她说，中国从来不缺
少“文”，我们也许能背出很多优美的诗词，但仅
是这样能够使人幸福吗？能让我们活得清醒
吗？只有把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凝结成一种
精神思想和灵魂中的理性力量，再把这些凝结
化入人心，化入我们的生活，才能成为真正的

“文化”。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为什么

还要谈文化？文化能带给我们什么？对此，于
丹用一个禅宗故事分享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
解。

公差押解一个和尚犯人，途中公差每天都
会检查装着盘缠和衣服的大包袱、公文、和尚犯
人和自己，四样都在方可安心。一天傍晚，投宿
时和尚殷勤地给公差买来酒肉，公差大吃大喝
后醉倒睡着了。和尚掏出一把剃刀把公差的头
发剃光，给公差换上自己的衣服之后逃跑了。
公差醒来一看包袱在，公文也在，但和尚找不着
了，急得直挠头。挠到自己的光头，又低头一看
身上的袈裟，顿时松了一口气，和尚也在。然
而，转念一想“我”呢？“我”在哪儿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事中的这四样：包袱是
衣食住行，公文是身份，和尚就是我们手里日复
一日忙碌的事情。”于丹说，这种永不停歇的忙
碌终有一天会把自我置换成囚徒——表面看起
来一样都没少，可其实“我”已经不在了。“所以
无论何时，都要问一问‘我’在哪里，只有‘我’
在，一切才有意义。”

于丹说，我们越在社会里走，越容易进入别
人的规则、别人的评价、别人的方式，在这个时
候，我们一定要追问一句“我在哪儿”。“文化就
是那个让我们时时刻刻别丢了自己的依据，有
了它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坐标。”

于丹认为，在今天，文化已不仅仅是知识分

子的事，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谁肤浅地数落
自己的历史，谁只能拥有短视的喧嚣的未来，谁
能深刻而谦卑地向祖训致敬，谁就能得到深厚
的营养，走向一个脚踏实地可持续的未来。”

君子立德有“四合”

讲座中，于丹用“四合”来阐述什么是真正
的君子，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
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她进一步解释说，与天地合其德就是要向
天学习进取之心，向地学习包容之心。一个人
不靠外人督促，有自我成长的力量，这样才活得
真正有尊严。

“一个人原本的生活总要被不断打破，自强
就是从内打破，自弱就会有人从外部打破。”于
丹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一个生鸡蛋，从内打破破
壳而出，就是一个生命；从外打破就被做成一道
菜。“一个人什么事都靠自己，说到底都不吃
亏。反之，一个人如果老是被从外打破，得到的
就是沮丧。”

如何做到“厚德载物”，于丹提出孔子的“忠
恕”之道，“中心为忠，也就是说心中要有个底

线，摸着良心办事；如心为恕，视他人心如我心，
要学会换位思考。”

谈到“与日月合其明”，于丹解释说，就是做
人做事光明磊落，犯错要勇于改正。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循环更替、此消彼长，
这就需要人们“与四时合其序”。于丹说，这也
是我们养生的节奏，春天吃芽，夏天吃叶，秋天
吃果，冬天吃根，这样跟着季节饮食，才能达到
身体上的“中正恒常”。

而对“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句话，于丹的解
释别有深意：“我的理解就是人在任何时候，都
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放任贪婪，无所敬畏。”

于丹说，国人自古信“天理”、知“伦理”。如
今我们更要守住“伦理”与“天理”。

社会治理“尊五美屏四恶”

谈到什么是好的社会治理，于丹用《论语·
尧曰》中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
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来回答。

她认为，这是“五美”——五项美德。“惠”的
内涵就是实惠，好的政治是能给百姓福利，还要
有节制，就是“不费”，杜绝浪费。“劳而不怨”，好

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有劳动岗位，得到相应的报
酬、尊重。

“欲而不贪”，说的是要满足人的正常欲望而
不纵容贪婪。“鹧鸪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
河，不过满腹。”于丹说，人这一辈子，能用多少资
源？要分清正当欲望和过度贪婪之间的界限。

“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则是指为官之道。
于丹认为，今人为官须先学做“大丈夫”，即要有
稳定的价值观。《孟子·滕文公下》说的“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大丈
夫”的作为。

“尊五美”之外，还要“屏四恶”。“不教而杀
谓之虐”，没有教化就先杀人，这是虐待百姓；

“不戒视成谓之暴”，纵容自己的下属，真到收
拾不了的时候，就晚了；“慢令至期谓之贼”，任
务提出来之后就撒手不管，不是好领导，好领
导要有监督，要对过程负责；“出纳之吝谓之有
司”，该花钱的时候要舍得，要问投入产出比。

来到河南，于丹很自然地说到了道家的思
想，她十分认可《老子》里关于做领导的四种境
界，她认为做领导“最高级的境界是‘下知有
之’，就是大家知道有这个领导，工作是按规章
制度来；第二层叫‘亲之誉之’，就是领导亲力亲

为，大家都夸领导；第三层是‘畏之’，大伙都怕
领导；最次的就是‘侮之’，大家对领导不认可。”

站在河南懂得了什么叫文化

在讲座一开场，于丹就用诗一般的语言向
古老博大的中原文化致敬。“从殷墟甲骨文上
的纹路，可以触摸到我们血液源头里的密码。
透过夏商宏伟的青铜器，可以发现我们文明的
滥觞。站在河南，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化。”

于丹说，论商业繁盛，郑州是最早的商城，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东京汴梁何等繁华；论先
贤，老子在此，庄子在此，韩非子在此，程颢也
在此；论气节，中原有抗金的名将岳飞；论文
学，杜甫、李商隐他们都在此。“河南不缺少政
治，不缺少经济，不缺少人文，重要的是传承我
们的传统文化，唤醒我们的自信和骄傲。”

于丹曾在河南卫视《汉字英雄》中担任过
“汉字先生”，对起源于中原的汉字有着浓厚的
情怀和独到的见解。讲座中，于丹把汉字比作
中原的一面旗帜，不断用汉字来阐释为人之道
和处世哲学。

……比如“贪婪”，“贪”字下面有“贝”，跟
钱财有关系；“婪”和女人有关，“贪婪”连在一
起，就是说贪财和好色都是人的本性弱点，关键
是要“自律”，再加一点“他律”，如果二者都不起
作用，就有“法律”来管了……

于丹从小喜欢读诗，对河南的诗人如数家
珍，随口便诵出诸多杜甫的诗句：“人生有情泪
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一重一掩吾肺腑 ,山
鸟山花吾友于”……

“人在中原，多爱一点诗歌。这不仅关乎文化
传承，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于丹说。③9

在 文 化 中 找 寻 人 生 坐 标
——在经纬讲坛听于丹感悟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冯 芸

于丹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

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

究员，著名电视策划人。在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文化视点》等栏目，通过《论

语心得》、《庄子心得》、《论语感悟》等系列

讲座普及、传播传统文化。先后在我国内

地、港台地区及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和

地区进行演讲。③9

▲于丹教授在讲座现场。⑤4

◀尹晋华、赵素萍等省领导聆听报告。

人物名片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经纬讲坛 河南省厅级领导干部经
纬讲坛，由省委组织部主管，省委省直工
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文化厅联合主
办。从 2007 年 7 月开讲至今，已成功举办
60 期，直接受众近 5 万人次，间接受众达
百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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