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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人

马云

钱理群

孙杨

月
日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
公布了一则旧闻 孙杨在今年 月
日的全
米自由泳赛中 尿检呈阳
国游泳冠军赛
性 孙杨承认服用了禁药 冠军被取消 并被处
以从 月 日至 月 日的三个月禁赛
姗姗来迟的通报掀起不小波澜 有媒体
人评论道 当孙杨一再遭遇负面新闻时 已
经将体育系统的价值取向体现得淋漓尽致
必须要为运动员争夺大赛成绩创造一切有可
能的条件 不能让他们承担 额外的压力 这
听起来似乎很正确 但当衡量标准都只剩下
成绩这一条时 却变得格外荒谬

马超群

日前 河北省纪委通报秦皇岛市城市管理
局原副调研员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
超群因涉嫌受贿 贪污 挪用公款被查处
马超群仅为科级干部 但在其家中搜
公斤 堪称 小官巨
出现金上亿元 黄金
贪 据称 马超群在向某酒店索要好处费
时就曾狮子大开口 既然你们这么有钱
好处费索性给
万吧
据报道 马超群知道自己专横跋扈 得
罪了不少人 为防遭暗算而日日苦练九节
鞭 殊不知 九节鞭防得了身 但躲不过法
网恢恢

辽宁消协某领导

双十一 之后 针对电商的消费咨询
投诉进入了高峰期 然而 连续 天 辽宁
省消协对外公开的咨询 投诉电话无人接
听 消协某领导坦承 没有安排专人接听
投诉部办公室的大门是开着的 隔壁部门
有人听到电话打进来 就可以去接一下
消费者保护协会 顾名思义 其职责就
是为消费者维权 如果消费者的投诉都不
愿倾听 又何谈 保护 维权 热线形同虚
设的背后 是责任心的消失 不由让人感
原来 消协之 消 竟是 消失 之
慨
消
本报记者 顾学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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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不如近邻

必果将军

安克强
伊望与曾祖父
必果留下的
个
中国小木偶

著名学者钱理群日前撰文 对当下大
学的现状进行了犀利批判 当前大学面临
两大恶果 一是知识实用化 一是精神无操
守 他认为 大学的精神在于沉静 清洁
定力 当社会风气陷入喧闹时 应该选择沉
静 当社会风气陷入污染时 应该选择清
洁 当社会风气陷入浮躁时 应该有定力
两年前 钱理群曾指出 当前的许多大
学正在培养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语既
出 引发热议 如今 他关于 静
清
定 的大学精神之概括 似乎也应得到更
广泛的认识和反思

月

个中国木偶的待解之谜
月 日 一场名为 土山湾木偶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 的展览 即将在法国里昂展出
展览的 主角 是诞生于
年的
个精致的中国小木偶 它们以贩夫走卒 各色人等为原型 雕刻得十分精
美 从服饰上看 反映的是中国上海清末民初的市井风情 活脱脱是木雕版的清明上河图
三年前 因为一场大雨 这
个精致的中国小木偶从法国南部的一个尘封木箱中重见天日 问号随即而生
年 它们是如何漂洋过海 来到法国的 它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曲折故事
三年里 一位法国汉学家孜孜以求 从浩瀚史料中努力爬梳 试图破解这个 谜

任何一棵大树下面一定有巨大的营
养 巨大的营养来自于这个时代很多人犯
的错误 在日前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上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 跨境电
子商务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分论坛上作主
旨演讲 狠批 成功学 力捧 失败学
在马云看来 失败是有规律的 而作家
吴晓波也证实了这一点 马云的成功缘于
他对失败的警惕性特别高 可见 若要概
成
括马云的成功学 大概只有一句话
功无法复制 但失败可以避免

年

本报记者 顾学文 通讯员 倪稻

屏幕上跳出了数
张照片 安克强一下子
从椅子上坐直了
安克强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法国汉学研究权威 安克强经常收到
来自陌生人的邮件 向他咨询有关中国的问题
内容庞杂 无所不包
三年前的一天 同往常一样 安克强走进办
公室 打开电脑收取邮件 一封陌生人的来信
跳了出来 这是一个叫伊望的电视制片人发来
的 他在邮件里告诉安克强 几天前 他家的阁
楼进了水 他在清理时发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
老木箱 木箱里有
个小木偶 表现的好像是
多年前的生活
中国
这个木箱属于我的曾祖父必果 他曾是一
位海军将领 我们只知道他曾在远东服役 伊
望希望 安教授能帮他解开谜团 为什么曾祖父
会有这些中国小木偶 小木偶背后 有着怎样的
故事
安克强点开邮件的附件 屏幕上跳出了数
张照片 他一下子从椅子上坐直了
第一张照片是一个木箱子 看起来很古旧
从风格上可以判断 箱子来自中国 接下来的几
张照片显示 木箱分三层 排放着一个个精致的
中国小木偶 以贩夫走卒 各色人等为原型 雕刻
得十分精美 从雕刻的服饰上看 反映的应该是
清末民初的市井风情 活脱脱是木雕版的清明上
河图 最后是一张在木箱里找到的照片 照片上
是一位法国将军 边上写有中文字 恩泽难民 想
必便是伊望的曾祖父 法国海军将领必果
安克强仔细查看第一张照片 他发现 木箱
外面贴着一张小纸条 上面用拼音写着 土山湾
年 月 很
育婴堂 字迹模糊 但右边的
清晰 他知道 土山湾育婴堂 是
年法国
教会在中国上海徐家汇地区创设的慈善机构
土山湾育婴堂 是当时的正规翻译 而不是现
在通常所说的 土山湾孤儿院
一位法国将军 一处上海 的 孤 儿 院
个
这些词汇 不断闪现在安克强
中国小木偶
脑海中 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 一个特别的
故事总会让他们心动 这会是一个特别的故事
吗 安克强决定寻找答案

法国国防部档案
馆的史料还原出必果
的一生
必果是谁
这是安克强需要解开的第一
个谜题
和伊望见过面 通过数次电话后 必果在安
克强脑海中依然只是个模糊的影子 这既因为
他是伊望的曾祖父 当中隔了三代人 也因为必
果除了海军制服 佩剑和这个木箱 并没有给家
没有日记 也没有回忆
族留下更多记忆
录
安克强开始查询资料 法国国防部档案馆
的史料为他还原出必果的一生
必果
年出生
岁考取法国海军学
校 四年后的
年 他从学校毕业 成为法国
年 他重回 海 军 学 校
海军陆战队的一员
这次的身份是校长 从
年起 必果在不同
年 他出
的军舰上担任指挥官 多次参战
任法国总统军事办副主任
年 月
日
必果升任法国远东军事总司令 驻扎在越南西
贡

这位法国将军又是怎么和中国 和上海发
生关联的
一段记录解答了安克强的疑惑
年 月 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彼时的
上海尚未卷入战争 但西方各国开始感觉到了
危机 到了 月初 形势更趋紧张 为自身利益
考量 英美各国纷纷将军队调入上海 保护各自
在上海的租界
八一三 事变后 法国指示远东舰队派出
军舰来到上海 指挥官正是必果

这是
多年前中
国十多岁的孩子做的
你们一定做不出来
土山湾 是一个收留孤儿的育婴堂 为什
么会有这些小木偶 这些小木偶出自谁之手
这是困扰安克强的第二个问题
为了找到答案 安克强一头扎进了法国耶
稣会的 土山湾 史料堆中 原来 法国教会在
抚养孤儿之余 还创办了工艺品厂 有绘画 雕
塑 印刷 木刻 金工等 很多新工艺都发源于
此 土山湾 甚至还有 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之
称
在 土山湾 的各项技艺中 绘画 木工和印
书最为出色 是名噪一时的 三大金刚
年 外国修士葛承亮带领数十名孤儿 经过一年
多时间 雕刻了一座 土山湾牌楼 木雕
年 牌楼被运至美国旧金山参加 巴拿马 太平
洋 世界博览会 轰动一时
与牌楼同名的 还有以中国著名的
座
宝塔为原型的木雕百塔 可见 当年 土山湾 的
木雕作品的艺术水准是很高的 安克强在档案
馆中查到了当年 土山湾 的木雕作品目录 目
录中除了带有宗教色彩的饰品 其余的便是那
些反映中国社会 生活 文化的木雕作品 安克
强推断 伊望家阁楼上的
个小木偶就出自
土山湾 的孩子们之手
个木偶精美到什么程度 伊 望 曾 经 带
着箱子找到巴黎最出名的木匠 希望他能修复
其中一部分有损坏的木偶 木匠看了之后 极为
震惊 立即召集自己所有的学生 对他们说 你
们看 这是
多年前中国十多岁的孩子做的
你们一定做不出来

解题的 钥匙 是
木箱中的那张照片
确定了必果于
年 月来到上海 也知
个小木偶出自 土山湾 的孩子们之手
道
那么 这些木偶怎么到了必果手中
这是安克
强在一路寻找的过程中遭遇的最难的一个问题
解题的 钥匙 是木箱中必果的那张照片
为什么照片上有 恩泽难民 四个字 安克强猜
想 这或许与战争有关
他开始更细致地研究
年至
年间
的上海 那段时间 必果和他的舰队就停靠在黄
浦江的东岸 与今天的金陵东路相望 在法国外
交部档案馆 安克强查到了作为法国远东舰队
司令的必果 与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之间的
电报往来
长谷川清提出 法国舰队需驶离现在驻扎
的江面 以便日军炮轰南市 必果这样回复 我
的任务就是保护法租界 除非你给我一根绳子
我可以把法租界拖走 否则 法国舰队不会挪动
一寸地方 长谷川清威胁 这样的话 我军的炮
火很可能会误击法国军舰 必果再次回复 虽然
我们法国炮手一向瞄得很准 但同样不能保证
不会误击你们日本舰队
当时 必果接到的命令是 既保护法租界

又不能与日本 中国任何一方开战 所以 他这样
回复长谷 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 安克强解释 必
果为什么这么做 保护法租界 维护法国在华利益
当然是最主要的目的
局面陷入僵持 日本军队一时也不敢真的向
法国舰队开炮 这时 局势又发生了 变 化
年
月 日凌晨两点 驻扎在徐家汇的国民 政 府 军
悄悄撤离 徐家汇成为上海这座 孤岛 中的 孤
岛
徐家汇是华界 得到消息 必果第一时间作出
决定 早上 点 法国军队进驻徐家汇 等日本军
队中午赶到时 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和法国开战
要么绕过徐家汇 权衡再三 日本军队不得不选择
绕道 徐家汇因此免于落入日军之手 其中包括土
山湾育婴堂
那么 土山湾育婴堂孩子们制作的
个小
木偶为什么到了必果手中 它们是一份礼物 还是
一件必果购买的工艺品 可惜的是 安克强无法找
到更多的历史档案了
但他查到的资料显示 抗战爆发前 法租界的
人口为
万 战争开始后 很多难民从闸北 南市
万 其中
涌入 法租界的人口迅速增至
是中国人 法军进驻徐家汇后 更多的难民涌向
年
徐家汇 必果在关键时刻作出决定 并在
到
年这一时期与日军对峙 不管他是不是出
于主动 但确实在事实上保护了这一地区难以计
数的难民
因此 从 恩泽难民 这四个字出发 安克强展
开想象 我觉得 这
个木偶很可能是一份礼
物 是来自土山湾育婴堂的孩子们的感谢

个鲜活的人偶 仿
佛在给人们讲述那些淹没
在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年
月 必果离开中国 回国后 他参
加了德法战争 在战争中被俘 一年后获释回国
之后 他离开军队 一直从事慈善事业 于上世纪
年代去世
为什么必果始终没有把自己的一生与后人分
享 以至于 小木偶之谜 无法完全解开 安克强猜
想 必果一定是一个非常刚毅 多思的人 或许
在他生命的后期 他对人生 对战争 对自己在战
争中的行为有了不同的思考 安克强认为 很可
能是必果主动选择了 遗忘
但显然 这些精美的小木偶一直得到必果的珍
爱 它们随他穿越炮火 漂洋过海 回到他的老家
听我的祖父母说 曾祖父非常爱惜这些木
偶 只可以由他本人把木偶拿出来给大家看 从不
允许别人碰 伊望告诉安克强 时隔
年 每一
个小木偶仍然被细细的绳子固定住 妥妥地安放
在箱子里 如果不是三年前法国南部的那场大雨
导致伊望家的阁楼漏水 这些小木偶依然不被世
人知晓
前后耗时 年 安克强教授致力于解开 小木
偶之谜 在这一过程中 既有扎实的史料考证带
来的豁然开朗 也有无法知晓细节真实的遗憾 当
然还有合理的推断与想象带来的兴奋和欢欣 在
这位历史学家看来 抽丝剥茧的过程足以证明 这
的的确确是一个让他心动的 特别的故事
尽管 这
个中国小木偶之谜没有完全破
解 但伊望认为 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 法国人 让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 看到这些小木偶 近
距离了解这段历史 了解历史书之外还有不为人
知的细节和真实
本月 这些小木偶在法国里昂展出 呈现在世
人眼前的
个小木偶 有农夫 有工匠 有商贩
还有一对婚礼上的年轻人 栩栩如生
个鲜活
的人偶 仿佛在给人们讲述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
中的细节 它可能是战争的残酷 也可能是人性的
温暖

一年前 我家隔壁住进了一对年轻的
美国夫妻 身边还带着一个尚不会走路的
小女孩 后来得知 他们来中国进行为期一
年的语言学习 在我们小区里临时租房
一个双休日下午 金发碧眼的老外忽
然来敲我家的门 我忙叫出在外企工作的
儿子问明原因 才得知他们家的洗衣机坏
了 想请我们帮忙救急
于是 妻子马上打电话给了那家的房
东 房东仔细了解了洗衣机出现的故障后
同意再买一台新的洗衣机 当妻子和儿子
陪着老外在商场买好洗衣机并运回家安装
后 老外非常高兴 特意送了一个从泰国带
回来的工艺品给我们
夏天的时候 有一天老外家突然发生
了不明原因的断电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小
时 还是没有恢复 老外又一次敲开了我家
的门 得知情况 妻子立即联系物业上门维
修 不久就解决了问题
中秋节到了 已经会讲几句中文的老
外再一次敲开了我家的门 这一回 他们送
来了一盒月饼 还附上一封用中英文写的
简短感谢信 信里说 正因为我们真诚的帮
助 使他们在上海过得非常愉快
老外喜欢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 每逢
节假日他们就背起背包外出旅游 回家后
每次都会将所拍摄的照片给我们欣赏 与
我们一起分享旅游中的乐趣
中国有句老话 远亲不如近邻 老外也
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用他们的话来说 在上
海遇到了你们 我们很快乐 没烦恼
一年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老外要回国
了 我们还真有点依依不舍 老外主动和我
们全家拍了许多合影照片 留作纪念 还特
意把他们全家在泰国旅游时的合影 镶嵌
在一个精美的相框里送给我们 这对美国
夫妻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什么时候你们到
美国来 也请到我们家做客 我们一定要好
好聚一聚 重温在上海的美好时光 重温
远亲不如近邻 的幸福生活
上海 邵天骏

老家 是回来还是离开
前不久 一场大雨过后 老家屋后塌
方 树木倾覆而下 差点给老屋带来灭顶之
灾
对于这场暴雨给老屋带来的灾情 父
母在电话里说得轻描淡写 他们说 公路多
处塌方了 堤坝多处被水淹了 叫我们暂时
别回老家
可是 惦记着父母的我们 能不回家看
看吗 我和兄长的想法一样 通公路前我们
多年求学 回乡都是靠步行 走点路又算得
了什么 所以 我们还是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回老家的一路上 好几段公路成了
烂泥坑 步行都难 有几段河堤 得挽起裤
管趟过去 回到我家小院时 已是启程后的
第二天中午 这是我进城
多年后最漫长
的一次回乡之旅
到家后 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 砍掉
拖走了倒向房屋的树木 那一大堆直抵墙
体的土石还没有来得及处理 据父母说 暴
雨当天这堆土石造成屋内 洪水 横流 我
们临走前的一夜 下起小雨 父亲半夜惊
魂 拉起母亲说 快走 要塌了 天亮时 母
亲哭笑不得地向我们说起这事 嗔怪父亲
是个疯子 下点毛毛雨就那么大惊小怪
我们邀老队长来小院拉家常 前些年
老队长在山上开过煤矿 在城里当过厨师
去年回老家建了三层砖房 老两口过着种
种菜 钓钓鱼的悠闲生活 老队长咂吧着嘴
说 乡下空气好 住得安逸 当过村干部的
父亲却一脸忧患 你说空气好 怎么一家一
家地往城里跑啊
小院有三户人家 一户是
多岁的伯
伯和伯娘 我这回给他们检修房屋时 看到
屋后的猪圈垮得残垣断壁 像发生过地震
另一户是堂兄弟一家 早已进城打工 暴雨
冲刷后 他家堂屋前的一堵墙张开了一个
大口子 父亲只能帮忙翻盖一下漏水的地
方 我给堂兄弟报告灾情 他在电话里淡淡
地说 没有时间回乡呢
我的老家是川东一个极其普通的村
落 背靠大山 前面是有 千岛之湖 美誉的
洪湖 一些自驾游的游客在湖边搭起帐篷
钓鱼 煮鱼
据说
年 香港一个财团用直升
机 丈量 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计划打造一
个旅游度假区 但金融危机后就没有了下
文
秋天的故乡 田土撂荒后茅草灌木一
个劲地疯长 我们劝说七旬父母离乡进城
已经有很多次了 这次态度更加坚决 但父
母依然默不作声 他们的表情有些落寞 我
们沿着湖边走着 想着一个重大的问题 老
家 是回来还是离开
重庆 兰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