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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辰

古代判词中的智慧
■ 钟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 姚涵 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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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全世界第一次建立
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掀开了阶级斗争
从国家内部扩展至世界范围的大幕。

十月革命对中国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影响巨大：
一是为中国劳动阶级提供了世界主义意识，使其对
中国劳工运动的认识开始超越国家范围，将自身视
为全世界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二是通过早期共产主
义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领
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应运而生。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以
《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对其加以介绍。之后，《时
报》《申报》《晨钟报》《太平洋》《劳动》《东方杂志》等
纷纷对十月革命过程、劳工政权、反地主反资本主义
基本方针及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等进行报道。

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启发了李大钊。他在《新
青年》和《每周评论》等阵地上奋笔疾书，陆续发表了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
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
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演说，
并且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热情讴歌十月革
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

李大钊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
之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
明之曙光。他强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
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
利，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简单地说，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代表大多数人民
意愿，体现大多数人民权利的主义。按李大钊的说
法，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奉“马克思为宗主”，目
的在于“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李大钊认为，“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
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是

“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什么皇帝、贵族、军
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
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个
地飞落在地”。

李大钊的文章和论述，在当时的有志青年中产
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具体
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进而坚定地走
上了革命道路。

1918年至1919年，世界范围的罢工运动和民
族独立运动引起国人关注。一时间，十月革命及其
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进一步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
议论的焦点。罗家伦号召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

“弄潮儿”，颇具代表性。
对此，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视为“过激主义”“赤

祸”。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从
中看到强力政党对革命的重大作用，这为“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打下基础。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具体揭示了
十月革命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巨大激励：世界革命潮
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
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
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
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
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
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
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
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旅俄华工对十月革命多
有亲身感受。从1916年5月开始，北洋政府向英、
法、美、俄等协约国派遣劳工。其中，赴俄华工主要
从事西部战场挖战壕、装卸军用物资等事务，还承担
铁路、港口工程以及西伯利亚开发、煤矿开采等粗重
危险的劳作。劳工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工会组织，

“唐山华工张森等还亲自听到过列宁宣传无产阶级
革命的讲演”。

十月革命中，大批旅俄华工参加了红军。苏联
红军第三军二十九师后备团、乌拉尔中国团、莫斯科
的中国团等全体成员都是华工。在莫斯科、彼得堡，
华工组织的赤卫队，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的战斗和
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这批华工回国后，进一步
在工友间传播阶级斗争意识和罢工思想。

与之相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产生世
界主义意识。他们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理
解中国革命，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应与世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
和森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
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且
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强调

“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利用各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进步社团组织
和先进分子声应气求。经过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
社会主义等多次论战，一批志同道合者聚集起来。
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八个共产主义小组
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建党伟业迅速拉开帷幕。

（据《解放日报》，有删节。）

《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卷（传唐褚遂良摹本），晋，王羲之书，唐，
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厘米，横88.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
院。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山阴名士四十一人集于兰亭，
修禊祭，宴曲水。即席赋诗，汇为一卷，由王羲之当场作序。这篇序
情文并茂，心手双畅，向称“天下第一行书”。其妍美流便的风神，被
后世视为行书的典范和楷模。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在得到

《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当朝书法名家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拓
书人冯承素等勾摹数本，分赐臣下，以广布扬。兰亭真迹据记载已
随唐太宗殉葬昭陵。这些唐摹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褚遂良摹
本，存世的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墨迹摹本，多属此系统，以冯摹
的“神龙本”最为接近原作；一为欧阳询摹本，刻帖“定武本”即源自
欧本，为存世最佳的石刻帖本。

此卷旧传为褚遂良所摹，故卷前项元汴标题“褚摹王羲之兰亭
帖”，简称为“褚摹兰亭”，实未必确切。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
观款，以及鉴藏印记215方，又半印4方。其中“滕中”等2方北宋印和
南宋绍兴内府“绍兴”“内府印”“睿思东阁”等7方印属真，第一后纸上
米芾诗题及7方钤印亦真。因知此卷当为北宋米芾前临摹本。但作
品质地属楮皮纸，是宋以后方普遍使用的纸质，或可证此为北宋摹
本。全卷由两幅纸拼接，前纸19行，后纸9行，行款排列较松匀，以临
写为主，辅以勾描，因此书写较为流畅，亦具一定功力。 （杨道 辑）

判词，乃古代官府断案之公文，相当于现
今司法审判机关所制作的判决书。《吏学指
南》云：“剖决是非，著于案牍，曰判。”作为一
种独特的应用文体，判词是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的重要载体与体现，一向以用字庄重严谨、
呆板冗长著称，但也有一些古代官员撰写的
判词言辞精彩简洁，风趣诙谐，且有止争息讼
的功效，使人读之不禁拍手称妙。

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卷四载：北
宋名臣张乖崖任崇阳县令时，有人举报管
理钱库的小吏每天都将一枚铜钱藏在帽子
里带回家中。张乖崖传来小吏质问，小吏
竟全然不惧，如实回答。张乖崖见他国库
的钱都敢偷，非常愤怒，马上命令下属杖打
他。小吏高声分辩道：“一钱何足道？你能
打我，还能杀了我？”张乖崖一听更怒，立即
宣判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然后亲自动手，拔剑斩了这小
吏，再申报御史台自劾。这道判词精妙在

理，虽寥寥数语，但铿锵有力，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盗窃的危害性。

明朝冯梦龙在《智囊》中记载了一个祝
瀚妙断白鹤案的故事，约略如下：明代宁王
朱宸濠府邸在南昌，府中养有一仙鹤，为皇
帝所赐。有一天，仙鹤溜到外面被老百姓
的狗咬死了，王府家奴告到知府衙门说：

“宁王的鹤挂有金牌，那可是皇帝御赐的
啊！”要求赔偿。当时的南昌知府是有“祝
青天”美誉的祝瀚，他问明情况后，提起笔
来，写下判词：“鹤虽带金牌，但狗不识字。
禽兽相伤，和人有什么关系！”当即将那个
狗的主人释放了。判词堪称绝妙，给人入
情入理之感。祝瀚廉明的做法被宁王忌
恨，为了躲避宁王的报复，他决然辞官，此
后二十年隐居家乡不入城市。南昌百姓感
恩，特建祝公祠纪念之。

清代曾衍东的文言小说集《小豆棚》卷十
六载，郑板桥任山东潍县县令时，曾判过一桩

“僧尼恋案件”。某日，当地一个乡绅将一个
和尚和一个尼姑抓到县衙，吵吵嚷嚷地说他
们私通，伤风败俗。后经询问得知，原来二人
未出家时是同一村人，青梅竹马私订了终身，
却没想到女方父母反对这桩婚事，把女儿许
配给了邻村一个老财主做妾，女儿誓死不从，
离家出走奔桃花庵削发，男子不见了心上人
也愤而出家。转过年来，在三月三的潍县风
筝会上，这对苦命鸳鸯竟又碰了面，约定昨夜
相会，不料被人察觉。郑板桥听后，动了恻隐
之心，遂判他们可以还俗结婚，提笔写下判词
曰：“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
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
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
案？记取当堂郑板桥。”判词既有文采，又富
情趣，妙不可言。足见板桥先生的胸襟和机
智！

下面的这份判词，当属史上字数最少的
判决书，只有一个字。《小豆棚》卷八载：清乾

隆年间，一寡妇想改嫁，但遭到家人阻挠，她
就向官府呈上状子：“豆蔻年华，失偶孀寡。
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
知县接状核实后，当堂判决：“嫁！”一字判词，
简洁利落，掷地有声。

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
光绪年间曾任湖北崇阳县令，是一位颇为勤
政的官员，又能亲民。据传，冯台异判案颇有
特色，如他曾判过一个多角恋爱的案子，判决
书结尾写道：“呜呼！玷白璧以多瑕，厉实阶
离魂倩女；棼朱丝而不治，罪应坐月下老人。
所有两造不合之处，俱各免议。此谕。”（见冯
友兰《三松堂自序》）别看只短短几句，却文采
斐然，有成语（白璧微瑕、治丝益棼）、有典故
（郑光祖《倩女离魂》）、有传说（月下老人），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布告一贴，全县传颂。

闲暇之余，翻看这些古代典籍中的断案
判词，让人在领略到汉语言神奇魅力的同时，
也陶醉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
白
蛇
传
》
的
前
世
今
生
：

没
有
终
点
的
爱
情
传
奇

近日，被称为
“国内首部4K粤
剧电影”《白蛇传》
引起极大关注，有
关“白蛇传”的前
世今生又一次进
入人们的视野。

说起《白蛇
传》，可谓是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作
为中国四大民间
爱情传说之一，白
娘子和许仙的故
事已经流传了千
年之久，长长的故
事似乎永远也讲
不完。翻阅厚重
的历史，人们就会
惊异地发现，故事
的开始居然和故
事本身相差甚远。

故事起源没有爱情

和大多数民间传说一样，《白蛇传》
并不是某一个人一时的创作，而是无数
代民间智慧的结晶。《白蛇传》中为人们
所熟悉的“游湖借伞”“仙山盗草”“水漫
金山”等情节都是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
逐步形成的。

民间传说的源头往往都非常简单，
有人在浩瀚史料中找寻根据，发现《新唐
书·志第二十六》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天
宝中，洛阳有巨蛇，高丈余，长百尺，出芒
山下，胡僧无畏见之曰：‘此欲决水潴洛
城。’即以天竺法咒之，数日蛇死。”这则
记载似乎真的与《白蛇传》有着渊源，蛇
妖、和尚，甚至水灾都能在故事中找到原
型。不过，《新唐书》里的记载终究太简
单，其主题不过是降妖，至于《白蛇传》中
的爱恨情仇、家国大义，《新唐书》却毫无
记载。

在唐代，除了洛阳巨蛇的传说，还有
另一个故事也与白蛇有关。北宋《太平
广记》中收录有据说形成于唐代的传奇
小说《李黄》，粗略地勾勒出了白蛇和书
生的情感线索。说是唐朝元和年间，有
甘肃书生李黄在为官闲暇之时，于长安
市井中看上了一位白衣寡妇，李黄帮白
衣寡妇还清债务，并同居数日。此后，李
黄一病不起，最终全身化为液体，只剩下
一颗人头。家人寻至白衣寡妇住处，只
见残垣破瓦，并听闻此处常有大白蛇出
没。这一故事后来繁衍成为《白蛇记》一
篇，里边的人物更加言之凿凿，李黄被改
名李琯，身份也贵为凤翔节度使的侄子、
金吾将军，白蛇害人的故事有鼻子有眼，
越发真实起来。

但是，无论是《新唐书》里的记载还
是《白蛇记》里的故事，白蛇都是一个反
面的形象，这和后来《白蛇传》中白蛇、许
仙的爱情故事有着本质区别。有研究者
认为《白蛇记》和《白蛇传》除了都提到白
蛇之外，并无相同之处，甚至就思想内容
而言，还是截然相反的。诚然，究其创作
意图，这些白蛇的故事不过是借着传说的
外壳或是宣扬佛法、或是教人向善罢了，
但是这白蛇与书生之间的渊源却在此之
后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兴趣。

不断演绎的“倾城之恋”

到了宋元之际，有一本话本《西湖三
塔传》，仍然是蛇妖吃人的故事，但故事
的发生地却悄然转换到了临安，故事中
除了以吃人为“主业”的蛇妖、獭妖之外，
还出现了一名乌鸡化身的义妖，数次救
下书生性命。不仅如此，故事的结尾还
被改成了道人修塔镇妖，这竟又与后世
法海降服白素贞的故事如出一辙。

也许是人们对“义妖”故事的兴趣要
远大于那种人妖互不相容的古板说教，
在《西湖三塔传》问世之后，湖边塔下镇
有妖物的传说愈传愈盛，不但明清二代
游人大都相信这个传说，甚至连一些县
志上也对这一说法所有记载。《西湖三塔
传》中义妖以“义”救人而终被镇在塔下
的悲壮故事更是让人心生怜悯，在不知
不觉中，乌鸡化身的义妖竟然偷梁换柱，
成为了后世所熟知的白蛇，也许是善良
的人们怕白蛇独自作妖孤单，又给她安
排了一位姐妹，就是后来的青鱼或青蛇。

明代冯梦龙写有著名的《三言二
拍》，其中《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白娘子
永镇雷峰塔》，仅从篇名就可以看出，作
者对白蛇的感情明显有了变化，白娘子
比起蛇妖要多了人味、少了妖气，而细品

“永镇”二字更是让人从中感到了一丝唏
嘘。此时，《白蛇传》的故事显然已经非常
接近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了，不但有书
生许宣（后演绎为许仙）、蛇妖白娘子、鱼
妖青青，还有了药铺、西湖、金山寺、法海
和尚等关键要素。故事以许宣猜忌白娘
子致使白娘子被法海永镇雷峰塔、许宣拜
法海为师出家坐化结束，是一个标准的爱
情悲剧，许宣和白娘子互相爱慕，却因人
妖相隔而猜忌，最终阴阳两隔。在《白娘
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首鼠两端、畏首畏
尾，让人在惋惜之余更有一份厌恶，而白
娘子却是一个爱恨分明、敢作敢当的角色，
她为了爱情甚至不惜让城市倾覆，她曾经
威胁许宣：“我今实对你说，若听我言语，喜
喜欢欢，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
为血水，人人手攀波浪，脚踏混波，皆死于
非命。”此番话不可说不残忍，但白娘子口
出狂言却又都是为了爱情，不由让人读起
来有些“倾城之恋”的味道。

《白蛇传》是人间生活的镜像

中国的民间故事大多有一个圆满
的结局，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成型前
后，一些以戏剧形式出现的《白蛇传》的
故事在结构上就更加完整了，这些作品
不仅给这个悲凉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还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
戏份不多却为白娘子鞍前马后不曾歇
息的青青安排了大量的剧情，让人物形
象丰满起来。清代方成培整理梨园脚
本而得的《雷峰塔传奇》就是这样一部
作品，虽然结局仍是悲剧，但是戏剧中
对许宣、白蛇、青青、法海等人物的前世
今生都有着完整的交代，结尾处也并没
有让白蛇“永镇”，而仅仅是让人妖分
离。就连一向以死板可恶示人的法海
也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收伏白蛇
时，法海有一段对白，称：“叹妖魔，将人
缠，致今朝，干天谴。原非我，原非我，
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看啼啼
哭哭，慈心岂恝然？只要将来回向，回
向忏悔前愆。”足可见，即使是法海，也
未能完全洗脱俗尘，也正是到了这个时
期，《白蛇传》的故事才从一个弘法教谕
的题材转化成了一部有血有肉的民间
传说，让无数读者流连忘返。

作为民间传说的经典之作，《白蛇
传》的魅力还在于它是一部永远也不会
写完的作品。不同的年代，造就了不同
年代的白蛇经典。如今，人们更熟悉的
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的“千年等
一回”“西湖的水我的泪”，这正是电视
机前无数青年所梦寐以求的爱情，这也
是这部电视剧在三十年间一播再播、经
久不衰的原因。

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李碧
华的《青蛇》、严歌苓的《白蛇》等以《白
蛇传》为底本的小说或电影，作家们分
别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借着
白蛇书写着世间男女的爱恨情仇。直
至今日，网络时代，白蛇依旧在演绎着
自己的传奇，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
的故事，其实白蛇、青蛇、法海以及故
事中的一切都是我们所生活的人间的
镜像，其中有欢喜、无奈、悲怆以及释
然。

由李碧华小说改编、张曼玉和王祖贤主演
的电影《青蛇》成了此类电影的高峰。

由赵雅芝和叶童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娘
子传奇》已成经典。

《警世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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