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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采编过的新闻稿

件虽然有限"但拜读过的新闻报道

却颇具规模$ 其间不乏名篇佳作"

如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索玛花为什

么这样红'" 就让我在为王顺友所

感动的同时"平添一股激情涌动的

力量# 如南方都市报记者采写的

!孙志刚事件%系列报道"就让我在

目睹了黑收容所的同时"见证了民

主法制的进程()让人缅怀者*催

人奋进者*使人感伤者*令人激奋

者"就在这字里行间被深深地印记

在脑海$ 一些琐碎的新闻记得不

多"不过有几则!送温暖%的小事"

却给笔者留下了颇深的印象"让笔

者至今仍颇为感慨$

今天已是正月十五了" 今年春

节各地的!送温暖%行动也将告一段

落了$ 连日来"报纸*网络*电视上又

涌现出了不少某某领导*某某厅局节

前节中节后!送温暖连民心%的新闻

报道来"送米送油送现金充斥其中$

对于!送温暖%行动"笔者向来

以为"这是各级党政机关*各级领

导积极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察民

情*听民意*访民生*问民计的桥梁

与平台" 对构建和谐社会功莫大

焉$ 但是在个别地方和地区"这一

行动似乎还是一种例行的公事$不

信+ 不妨来看看几篇报道$

先看地方媒体的报道$ 安徽的

&新安晚报'就报道过"合肥市庐阳

区大阳镇!送温暖%时"给当地的五

保户发放了一批保暖内衣" 五保户

中老大爷不少" 但当他们把内衣领

回家时"竟发现给的都是女士内衣"

而且连穿都穿不进$ 大家找到村里

要求调换"可村干部却告诉他们,没

法换" 因为村里拿到的都是女式保

暖衣服$ 湖南的&长沙晚报'也报道

称"

!""+

年春节前夕"已经
+

年没用

过电的天心区新天社区居民夏翠娥

一家"在区民政局*社区的帮助下"

终于获得了临时救助"用上了电#而

开福区中山路年逾古稀的居民李桂

英也在城北供电局的慰问中" 告别

了
&

年多无水无电的生活))

中央媒体的新闻也 !不遑多

让%$新华社就曾报道说"独居上海

卢湾区某里弄的曹老" 在
!""$

年

春节前" 被当地的学雷锋小组*青

年服务队*工会干部*居委会干部

等接连慰问" 一个个都推脱不得"

一天被拉出去洗了
+

次澡"当晚就

感冒了"而此前他已!无人问津%几

个月没洗过澡了$ &人民日报'更讲

述过一个!喜迁新居%的故事"说黑

龙江哈拉海农场
%!

岁老职工刘得

春"住了一辈子低矮阴暗的!地窨

子%" 终于在相关部门的春风关怀

下"于
!""+

年喜迁新居))

这些小事都让笔者久久不能忘

怀---

&

年无水无电*一辈子的!地

窨子%背后无不充满了个别部门*个

别官员的形式主义来$ 他们不是把

!送温暖%看作是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的日常课*必修课"而是仅仅为了

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 到了一定时

刻才进行!集中轰炸%"甚至连这种

!轰炸%还有的仅仅是走走过场$

当然" 笔者讲的只是几则旧

闻$ 不过"今年春节期间的一则新

闻还是让这些旧闻!复活%了$据广

西媒体报道"南宁爱心团体的志愿

者再次开展!温暖孤寡老人%行动"

但当他们按着相关部门提供的慰

问名单逐一上门时"才得知名单中

的一位老人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

而此前"有关部门并不知情$

看来"笔者又将记住一些小事

了$

论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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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姜昆做客电视
节目!针对"相
声应该高雅还
是通俗%的争论
发表看法$$$

!不能拿老百姓当挡箭牌"光

说一些荤的黄的"相声演员还是应

该有艺术追求和艺术良心的$ %

!

月
!

日!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在
谈珠三角一体
化时表示$$$

!广州一定要有.大哥/意识"

这不是在.抬举/广州
,

而是对广

州的要求0 .大哥/意识不是以老

大自居$大哥对弟弟*妹妹就是要

礼让*憨厚
,

不能斤斤计较$ %

!

月
$

日!

经济学家茅于

轼发表博客 !

希望铁路春运
票价上涨$$$

!不涨价

导致黄牛党活跃* 服务质量下降

等一系列问题"涨一点票价后"上

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 %

%

月
&

日!

上海 "新民晚

报#刊登&新英
雄 闯 荡 上 海
滩! 不限户籍
个个精英'!引

发上海市民不满$$$

!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

说普通话" 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

的表现$ %

%

月
'

日!

央视 (感动中
国

%(("

年度
人物% 评选揭
晓) 消防战士

李隆在回答主
持人白岩松提问时说***

!当国家和老百姓遇到危险

和困难时" 我们消防官兵就应该

冲上去" 要不然老百姓养我们还

有什么用1 %

%

月
)

日!

演员郭涛到上
海为电影 &高
兴'做宣传!在
被质疑边缘题
材是否能被都

市白领观众接受时!郭涛称***

!都市的边缘族群都有庸俗

的一面" 但可贵的是他们还保持

着对生活的热情$有首歌叫做&孤

独的人是可耻的'"我觉得看到他

们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能坚持梦

想"我觉得自己是可耻的"每个城

里人都应该去看一看$ %

新闻七日谈
() ! &'

!

网聊
*

天 !亲爱的%"见

面原是大学同学" 家住西安电

子城的小徐至今还后悔那次见

面" 不知今后和这位老同学咋

交往$ $

!

月
!

日"华商报#%

&&&'上网不网恋(等于浪

费电)害人不浅*

!

因为门口的一泡狗尿"

四川岳池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和

县计生局办公室主任大打出

手$ 两个人均称自己受到对方

殴打" 其中计生局办公室主任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

!

月
%

日

"华西都市报#%

&&&一泡狗尿引发的官场

血案*

!

针对坊间盛传赵本山拿

了某网站百万酬劳在&不差钱'

中植入广告一事"本山大叔的

经纪人高大宽回应说 ,!我不

认为那是植入广告$ 该网站是

&星光大道'的网络合作伙伴"

之前他们的投票都是在那里

进行的$ 我们的小品里刚好有

相关内容 " 就很自然地提到

了$ %$

!

月
&

日"天府早报#%

&&&只要观众快乐('广告

中插播小品)又何妨+

!

河南郑州登封市嵩阳街

道办事处大楼占地
$"

多亩"斥

资
!"""

多万元$史上最牛街道

办已经够!雷%人了"殊不知街

道办副书记的解释更!雷%人,

这
!"""

多万元建设资金居然

是该街道办事处不到
&

年时间

里!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1 $

!

曰
'

日"大河报#%

&&&有郑州惠济区政府造

出
'%"

亩的'白宫)'上梁)(就

正不了最牛街道办'省吃俭用)

的'下梁)*

!

奥运湘军领军人物*湖

南省体育局原局长傅国良因受

贿已被检察机关立案审查$ $

!

月
(

日"潇湘晨报#%

&&&不知这次 '贪官忏悔

录)中又将多出什么名言*

!

湖南今年拟制定出台&湖

南省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暂

行办法'" 帮助解决道德模范工

作*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进

一步确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

导向$

)!

月
*

日"长沙晚报#

&&&别再让道德高尚的人

的生活成为问题*

!

癌症成为甘肃省居民死

亡首因$ 其中兰州市男性恶性

肿瘤中" 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为发病顺位的第一位$ $

!

月
+

日"甘肃经济日报 #%

&&&对于 '中国大陆版图

几何中心)兰州而言(已经污染

到了'中国心肺)了,

!"#$%&'

% ! *$+,-. /01

2清华大学教授3

我想先说两个故事4

一个是有关田子方的故事$ 魏

文侯的儿子子击!遭田子方于道%而

!下车伏谒%"田子方!不为礼%"两人

间遂有一番!富贵者骄人乎%与!贫

贱者骄人乎%的争论$ 田子方持!富

贵者安敢骄人%说"振振有词,!国君

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

其家$ 失其国家者"未闻有以国家

待之者也$ 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

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

哉1 %这是公元前
&"$

年的事$

在&战国策5齐策四'中也有类

似的故事 !齐宣王见颜斶%$ 王要

!斶前%"因为他是!人君%#斶要!王

前%"因为!斶前为趋势"王前为趋

士"与其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

趋士%"于是也有一番!王者贵乎%

与!士贵乎%的争论$ 颜斶!昔者秦

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

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令曰,.有能

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金千镒$ /

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

之垄也$%说得齐宣王哑口无言$这

是公元前
$""

多年的事$

两个故事都发生在群雄争霸

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那个时候"士

之为士" 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与节

操而决不向权势者屈膝的绝不只

是一个田子方或一个颜斶$ 在田

子方前百把年" 齐国的大夫晏婴

曾有铿锵之言,!君语及之" 即危

言#语不及之"即危行$ 国有道"即

顺命#国无道"即衡命%#与颜斶差

不多同时期而曾被齐宣王任用为

卿的孟轲"也大有!粪土当年万户

侯%的气慨))

)#%"

年代批判过孔夫子"说他

!待价而沽%$语本 "论语-子罕#'沽

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其实"

孔夫子的这句话也没啥错$ 因为群

雄争霸"群雄都懂得得人才与得天

下之间的关联"形成了人才的自由

竞争格局"知识分子才变得奇货可

居$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

卖与不卖"贱卖还是贵卖"主动权在

他们自己手中" 而且卖的也只是文

韬武略"并非连人格尊严以至于亲

娘老子也捆绑在一起卖$可见"那时

倒是人才的!卖方市场%"于是遂有

田子方!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

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的潇洒自

如"遂有颜斶!士贵乎"王者不贵%的

斩钉截铁以及燕昭王!卑身厚币以

招贤者%的千古佳话$

秦汉之后的大一统"情况就大

不一样了$ 天下人才尽收眼底"用

与不用的主动权都在一统天下的

权势者手中$ !好钢用在刀刃上%"

人家不用"也就与废铁无异$ 你说

!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

往而不得贫贱哉%" 首先得担心的

恰恰正是这个!安往%---想!纳履

而去%都不得啊"还能翻得出如来

佛的手心+ 你说!士贵乎"王者不

贵%" 却又与那个大环境中的事实

相违"不仅会被人当疯子"说的人

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人才的!卖方

市场%变成了人才的!买方市场%"

人才的!自由竞争%变成了人才的

!市场垄断%"才有那么多!士%花尽

了吃奶的力气往!仕途%上挤"至于

做梦也想得到权势者的提拔和赏

识"从权势者那边分得一杯剩羹余

汁"即使权势者不要你下跪"也要

像贾桂那样硬是跪了下去$

秦汉之后也有士节高扬之时"

但那只在大一统间隙的短暂的天下

纷争与逐鹿之际$ 天下一统之时也

有犯颜直谏之士和虚怀若谷之君"

但那大多只与!士%和!君%的自身的

素质相关"因而也只能是凤毛麟角$

就其大趋势而论" 从秦汉到唐宋再

到明清"可谓!士节日落%$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即士

节的丧失"有论者将其归咎于!汉代

大儒% 叔孙通" 说他 !制订朝廷礼

仪%"!为广大儒生设定%了!见了皇

帝必需.伏抑首/的套子%$周天"董

仲舒们的历史困境#%#也有论者认

为!此乃法家过%"因为!法家代表

人物所制订的治国方略剥夺了后

世广大士人保持自尊和节操的外

部条件%$王学泰."论士节#%$ 其

实 "一旦人才的 !卖方市场 %成了

!买方市场%"人才的!自由竞争%成

了!市场垄断%"甚至失去了!人才

市场%而变成人才的!统一调配%"

即使没有叔孙通!制订朝廷礼仪%"

即使没有法家代表人物的!治国方

略%"这!士节%也是扬不起来的$

其实"思想开放与言论自由与

否"和士节的高扬与衰落也基本一

致$ 群雄纷争时言论自由思想开

放"大一统后言论和思想都容易受

到禁锢$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百

家争鸣" 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恐

怕并非偶然$

大一统的优越性在于一个

!统%字,天下统一"没有战乱"社会

方能稳定发展" 百姓方能安居乐

业# 大一统的劣根性也在于一个

!统%字,统得太死"士节与思想都

会受到遏制"这大概也叫一块硬币

两个面罢"或可称之为历史的怪圈

吧$

先锋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