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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苏轼的朋友圈，大体分下列
4类人。

一为官场朋友。其中之一是同进
退、共患难的政治盟友。如富弼、张方
平、吕公著、范镇、滕元发、李常、孙觉、
王巩、钱勰、孔文仲、刘恕等。内中既
有宰辅级显宦重臣，又有朝廷或地方
的中高级官员。苏轼与之志同道合，
一起抵制、反对熙宁新政。张方平、范
镇等为营救入狱的苏轼，都被处罚铜
20斤；受牵连的王巩被发配到西北苦
寒之地。他们可谓披肝沥胆的生死之
交。当然还有他的亲弟弟苏辙，患难
与共、相依为命，尤在二度遭谪、流放
岭南时，苏轼的家属子孙全仗弟弟接
济、照拂。他俩是不离不弃的好兄弟、
好朋友。之二是政见相左而又私交甚
笃的朋友。著名的便是王安石和章
惇。他俩曾迫害、打击苏轼，将之投入
御史台大牢，再流放黄州、惠州、儋州，
使苏轼饱受折磨。但元丰七年夏，刚
从贬谪中解放出来的东坡乘船东下金
陵，仍不忘去看望罢相隐居的王安
石。两人谈诗、论佛学多日；说及朝
局，苏希望王用宋神宗对他的殊恩，
力挽“大兵大狱”之祸，却被王安石以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婉拒。苏轼又以
朋友口吻劝告王安石，“上所以待公
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
礼乎？”推心置腹，无所避讳，也称得
上是朋友了。

二为文坛朋友。其中有恩师、文
坛盟主的欧阳修，有黄庭坚、秦观、晁
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还有为苏
轼刊印诗集的驸马王诜，以及画家文
与可、米芾等。苏轼与他们诗、书、画
相往还，互为诗友、书友、画友，使苏轼
的艺术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元丰二年
二月，得知画竹名家、好友文与可去世
的消息，在湖州任上的苏轼痛不欲生，
一直哭了3天。七月七日，当他晾晒
搜集到的名字画，看到文与可送的那
幅“筼筜偃竹图”时，又忍不住流下泪
来。一介白丁的陈慥，4年中7次探望
受贬的苏轼，又以诗相交，留下“河东
狮吼”的文学典故。慕名前来学诗学
书画的读书人，更不可胜数。

三为宗教友人。儒佛道兼修的苏
轼，结交了不少高僧、道友。如诗僧参
寥、惠勤，镇江的佛印和尚，杭州的大
通禅师、维琳方丈，自称130岁的老道
士乔仝和老道友吴复古等。每到一
地，苏轼都要走访名山古刹，与僧道参
研佛学、道学。在杭州，他踏遍城郊
360个寺院，并在山林竹荫下卧榻而
眠。其中，吴复古伴他从南雄一路走
到惠州，充当苏氏兄弟的信使，并陪伴
苏轼到海南居住数月。大通禅师以持
法严谨、道行高洁著称，常人见他须先
斋戒，女人不准进禅堂。苏轼故意拉
了个歌妓去敬拜，大通禅师不悦，他就
立刻以诗谢罪，作小调让那女子吟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
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
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
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一番独白，
令大通禅师转愠为笑。其破老友的清
规戒律若此！杭州的维琳方丈在苏轼
病重不起时赶赴常州，探视、陪伴，两
人犹论今世来生，直至撒手人寰。但
苏轼仍持“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
有何用”。僧道朋友，调济、充实了苏
轼的精神生活。

乡绅、士子、农夫、村妇、妓女等，
则是苏轼的第四类朋友。对这些社会
底层之人，苏轼总是尽力为之排忧解
难，而他们也把他当作可信赖的朋
友。宜兴的邵民瞻，曾陪苏轼游览阳
羡胜景，又替苏轼代为买田、置屋。谪
居黄州、“身耕妻蚕”的苏轼夫妇，与四
邻的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大嗓
门村妇，都成了互相帮助的朋友。苏
轼为他们寻找水源，助他们改变溺女
婴的陋习，他们则帮苏家盖茅屋、种麦
子，“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
钱”。离开黄州，士绅、乡亲、怀抱女婴
的村妇等19人把苏轼送到船上，依依
惜别。后在惠州，邻居翟秀才、林老太
等对苏轼照顾有加，酿酒的林老太常
赊酒给苏轼，苏轼调走后还给林老太
家馈送礼品。苏轼还与妓女为友。在
杭州，他就结交了颇有才艺的妓女琴
操，后经他规劝，自赎其身，出家为尼；
有官妓周韶，赋得“开笼若放雪衣女，
长念观音般若经”之句，是苏轼从中周
旋、说情，使之脱妓籍、获自由。

苏轼的朋友圈之大，与其自身地
位有关。一方面，他曾为高官，人脉
广，另一方面，在欧阳修死后，作为文
坛宗主的苏轼对天下读书人很具吸引
力，加之学识渊博，声名鹊起，士农工
商和僧道妓等各色人物，都以结交他
为荣幸。其朋友遍天下，也就不为怪
了。但我想，苏轼广交友的最可贵处，
确在他抛却势利心，才有一批百姓穷
朋友。

（据《解放日报》）

苏轼的朋友圈

前不久，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和其
他国家的800人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
成果——“百年成人身高变迁趋势”报
告发表，这是迄今为止对全球人口身
高最为详尽的研究和分析。

工业革命后欧洲人身高迅速增长
考古表明，公元前后东西方人身

高差不多。欧洲工业革命（1750 年）
以后，欧洲人凭借工业革命的先机不
仅改善了劳动条件，也增强了营养，
因而主要在 100 多年的时间内身高
迅速增长，超过了亚洲和非洲人口的
身高。

在100年期间，除了一些非洲国
家，大多数国家的平均身高都有所增
长。但是，荷兰人的身高增长特别引
人注目。荷兰男人的平均身高从169
厘米增长到了如今的近183厘米；荷
兰女人的身高则长高了14厘米。荷

兰男性身高2014年是世界第一，但在
1914年却是世界第12。

营养好是荷兰人高大强壮的重要
原因之一。其中的一个饮食习惯是，
人们把牛奶当水饮。另外，饮食中的
肉类，如牛肉、鸡肉等肉制品，也是荷
兰人摄取大量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
不过，荷兰人现在也在担心他们的身
高。如果以目前身高的增长速度，到
2300年之后，荷兰男性的平均身高将
达到2.2米。

中国人比日本人高比韩国人低
在 1914 年到 2014 年的 100 年

间，中国大陆男性和女性分别长高11
厘米和10厘米。现在中国男女性的
平均身高分别为 171.8 厘米和 159.7
厘米，中国男性平均身高比日本高1
厘米，女性平均比日本高1.4厘米。但
是，中国男女性都没有韩国人高。

从数据来看，韩国女性的身高增
长是最快的。韩国女性平均身高从
1914年的 142.2 厘米增至 2014年的
162.3厘米，增加了20.1厘米，增幅在
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韩国男性则为
174.9厘米。东南亚东帝汶的男性目
前是世界上（在该项报告的统计国家
中）身高最低的，平均身高只有162厘
米。

美国人不再长高却长胖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部分地

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平均身高
不升反降，乌干达、塞拉利昂这些国
家，平均身高还降低了几厘米，最多降
低5厘米。最令人吃惊的是，1914年
南美的危地马拉女性身高是最低的，
在100年后的 2014年其身高仍然排
在末尾。

在南亚（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国）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百
年间人口的身高没有明显增长，仅增
长1—6厘米。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增长不快，反映到人们的饮
食和营养上也没有增加多少，因而连
累了身高的增长。

美国男性和女性的身高在 20世
纪六七十年代进入停滞期。在1914
年，美国男性人均身高为世界第三，女
性人均身高排名世界第四。但是，在
2014年的排名中，美国男、女性在世
界身高排行榜只位于第37位和第42
位。这意味着美国人的身高在世界身
高排名的历史上产生了负增长。

最不幸的是，肥胖开始困扰美国
公众。快餐要么营养过剩，要么没有
营养，这或许是美国人不再长高却长
胖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北京日报》）

人类身高的百年变迁
■大观园

日前，伦敦书展上一单签约引发
舆论热议：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
团下属的柯林斯学习出版社与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签署协议，把涉及 36
个品类的上海全套基础教材引进英
国。

英国学校使用中国教材，其实是
英国近年来系统引进中国数学教育

“上海模式”的一部分。这背后，是中
式课堂教学、教师培训、教育理念“三
位一体”的全方位输出。在一些西方
人的认知里，中式教育似乎还停留在
填鸭灌输、死记硬背这些陈旧模式
中。不过，观摩过中式课堂的西方教
育者发现，中国教师也鼓励学生独立
思考。英国《未报》等媒体评论说，一
些英国教师被九九乘法表“震惊”；中

国老师把“数学的艺术”带进英国课
堂。

中国基础教育模式培养人才的
效果得到了英国教育界认可。2016
年，英国教育部斥资4100万英镑支
持推广“上海掌握教学模式”，将英格
兰地区8000所中小学纳入其中。

其实，中国基础教育的辐射力，
早已不止于英伦三岛。美国、芬兰和
南非等许多国家，还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不少国际
组织，也都来上海“取经”。英国基础
教育引入“上海模式”，正是希望改善
过于偏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教学模
式，提高对学生的共性要求，并提高
教学难度，以利更快提升学生成绩。

（据《工人日报》）

英国娃捧起了中国教材

“见义勇为”是怎么来的？要不要
奖励？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传统形成的背后，有不少故事。

见义勇为该不该奖，
孔子告诉你答案

长久以来，见义勇为的行为都被
视为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彰显而广
受赞颂。那么“见义勇为”的思想从何
而来？又是何时开始的呢？其实，在
中国文化形成的早期阶段，我们就可
以看到对“见义勇为”的积极追求，和
对“见义不为”所持的否定态度。

一般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见义
勇为”源自《论语·为政》中的“见义不
为，无勇也”一句。西汉经学家孔安国
将其解释为：“义者，所宜为也。而不
能为，是无勇也。”我们从中至少可以
体会到两层意思：首先，人们应该去做
所谓“义”的事情，因为其“宜为”（“应
为”之意），如果不做，即是“无勇”之
人；其次，见义而为是需要勇敢品质
的，“无勇”的话，本来应该去做的事情
也不会有人去做。

“见义勇为”四字连用，至迟在宋
代已经出现。宋绍定刻本《九朝编年
备要》中就曾对苏轼有“奖善诋恶，盖
其天性，见义勇为，不顾其害”的评
价。在之后历代典籍文献中，“见义勇
为”4个字就常被用来形容个人遇事能
够放下一己私利、挺身而出为公义奉
献的行为。总体来说，中国传统社会
对“见义勇为”这一概念的价值判断，
是在道德话语系统中讨论的，并不倡
导采取强制暴力的方式推行。

而“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该不该奖
励？”在古时却经历了一番争议。《吕氏

春秋·察微篇》就讲过2则耐人寻味的
小故事：

一则是“子贡赎人”：根据鲁国法
律，如果有人见到鲁国人在国外为奴
而将其赎回的话，可从国库领取补偿
金。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赎回鲁人
却拒绝了补偿金。孔子得知后指责了
子贡：“假如人们都学习子贡赎人而不
领补偿金，那么今后就没有人愿意赎
回在外为奴的鲁人了。”

无独有偶，在孔子的另一位学生
子路身上则发生了“子路救溺”的故
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
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大意是说，一次，子路救了一名溺水之
人，当事人送子路一头牛以表示感谢，
子路欣然收下。孔子欣喜地说道：“鲁
国今后一定会有很多人乐意救援溺水
者！”

“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
善”，这就是孔子的理解。在孔子看
来，见义勇为之后主动领奖，有助于见
义勇为行为的推广。

有了孔圣人的理论做基础，在此
后的历朝历代，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奖
励开始逐步推开。

罪犯出钱奖励见义勇为者

历史上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
定的大概是《易经》。《易经·蒙上九》
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
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
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
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和保护。
这是类似今天“正当防卫”的规定，当
自身或社会受到侵害时，奋起出击是
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对见
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云
梦秦简《法律答问》里，即有“捕亡，亡
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也就是
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若其身上携带
钱财，钱物归捕捉盗贼的人所有。这
时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不是由政府出
钱，而是从罪犯身上获取。

自西汉以后，关于见义勇为方面
的立法更加详细具体，对见义勇为者
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也逐渐显现。如
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
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
无罪。”北周时期，又规定：“盗贼群攻
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
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
度成熟的阶段。《唐律疏议》对见义勇为
的规定更为详细。唐玄宗开元二十五
年，唐代政府正式颁发了对见义勇为、
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诸
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
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信赃
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
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
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
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

宋代元代的法律制度沿袭了唐朝
对见义勇为的规定。

不仅奖钱还奖“乌纱帽”

到了明朝，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
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
制。破格提拔见义勇为者当官，这在

“官本位”的封建时代，如此奖励绝对
算是重奖，而那些见义勇为者也大多
欣然领奖。

那时有个叫孙坚的人，17岁时随
父亲一起乘船去钱塘。途中，正碰上
海盗胡玉等人抢夺商人财物，在岸上
分赃。商旅行人，一见此情景，都吓得
止步不前，过往船只也不敢向前行驶。

孙坚见状，对父亲说：“此贼可击，
请讨之。”于是孙坚提刀，大步奔向岸
边，一面走，一面用手向东向西指挥
着，好像在部署民众对海盗进行包抄
围捕似的。海盗们远远望见这情形，
错认为官兵来缉捕他们，惊慌失措，扔
掉财货四散奔逃。孙坚不肯罢休，追
杀一海盗而回，其父亲又惊又喜。

后来，孙坚因为这次有勇有谋的
见义勇为而声名大振，郡府里便召他
代理校尉之职。孙坚受此重奖，是因
当时郡府官员一时兴起。后来，明朝
制定法律将这一做法固定下来。

洪武元年（1368 年）颁布的《大明
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1名、窃
贼2名，各赏银20两，强盗5名以上，
窃盗10名以上，各与一官。应捕之人
不在此限。”可见，明代对见义勇为者
既奖钱还奖“乌纱帽”，但对履行捕获
强盗职责的“警察”等政府人员，明确
不在奖励范畴。如此规定，意在鼓励
更多的平民百姓见义勇为。

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对
于那些在与歹徒搏斗中受伤的见义勇
为者，清政府还另行奖励。如在清康
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
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
等伤赏银50两，二等伤40两，三等伤
30两，四等伤20两，五等伤10两。”已
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了对其
生活的保障。

（据《解放日报》）

古人如何奖励“该出手时就出手”？

（
据
《
讽
刺
与
幽
默
》）

学而优则仕，中国人对做官向
来有好感。得了禄位，想让他挪挪
屁股，还不如要了他的命。所以，官
员引咎辞职者，鲜矣。明朝时候，一
太守死在任上，仍阴魂不散，每日黎
明点卯时刻，必乌纱束带，打扮整
齐，坐在堂上，接受胥吏朝拜。太阳
一出来，他就消失了。到了清朝雍
正年间，一位乔姓太守来此上任，听
说此事后，说：“此有官癖者也，身虽
死，不知其死故尔。”第二天，不等死
鬼来，乔太守就坐在了大堂上。死
鬼如期而至，见大堂上已有人坐在
那里，非常沮丧，长吁一声，悄然而
去，从此不再来。（清·袁枚《子不语·
官癖》）

今天，人们对“官”仍有感情。哪
怕退休后，甚至被免了职，见面仍以
某人的职衔相称，赵局、钱处、孙科、
李所，官进一位，姓氏后边的官衔也
便进一位，不这样叫，似乎少了一层
近乎，薄了一层情谊，双方都不自
在。毕竟老祖宗就这么干了，如杜工
部（杜甫）、阮步兵（阮籍）、刘宾客（刘
禹锡）等，相沿成习，想改也难。

这倒也无可厚非，怪就怪在，官
场之外，仍有人觉得姓氏后面不冠以
一官半职，就羞于见人。于是，我们
会听到、见到各种“总”。实在靠不上
个“总”怎么办？自我介绍就用“作
家”“诗人”“顾问”等词，一是显得有
学问，二是官方的作家是跟官阶挂钩

的，这样也能自我满足一下，或唬唬
人。而有个一官半职，即便退休后，
也要把自己原来的职位印在名片上，
一大堆原党政机关的头衔，一大堆学
会、协会的帽子，着实吓人。可见人
已退位，官瘾未退。

那没当官的咋办？好办。倘若
识得一字半句、三两数目，中个举人，
捐个监生，虽不是什么官，但也很过
瘾。阿 Q 的同乡举人老爷干脆连前
面的姓都免了，方圆100里，只要提起
举人，没有第二家，“举人”就成了他
的名字。还有那卖唱的、说书的、算
命的、杀猪的，都可以称为官人，钱再
多一点儿，就加一个“大”字，如西门
大官人。

若还不过瘾咋办？也有辙。房
地产开发商早就替你想到了，开车围
着城市绕一圈，遍地都是“某某邸”

“某某府”“某某阙”，何等气派。虽是
平头百姓买个庇身之所，但就爱这个
名，冲这名字，也要买 1 套，住进去，
过把瘾。

看来官瘾实在难戒。近日，报载
某监狱长向记者介绍说，已失禄位者
在大墙内仍“喜欢其他罪犯称呼他们
入狱前的头衔，渴望得到狱警的尊重
和监狱领导的关照，希望能给他们面
子”。

袁枚笔下的死鬼，比起如今的某
些大活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据《 讽刺与幽默 》）

官癖

今年年初，希腊雅典一家生育诊
所宣称逆转了一群患者的绝经期。该
团队向女性卵巢内注入了提取自她们
血液的富血小板血浆。这种方法被广
泛应用于骨关节损伤，其目的是让干
细胞发挥作用，不过它是否真能起作
用却不清楚。

该团队称，他们设法让患者的卵
子受精。他们计划尽快植入这些胚
胎，如果胚胎能够正常发育，明年可能
会诞生一批婴儿。如果这种方法可
行，它将能让任何年龄的女性产生年
轻的卵子。

（据《中国科学报》）

绝经母亲有望产子

为什么下雨天我们那么爱睡觉？
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一方面，这与我们的交感神经有
关。下雨的时候空气中水蒸气较多，
空气平均分子量减少，导致气压降
低。这会使空气中的氧含量减少，人
的交感神经在这种环境中兴奋不起
来，人也就变得懒洋洋了。

另一方面，这与我们的听觉系统
有关。我们的听觉系统相当于一个
警报系统。当我们睡觉时，突然出现
的声音会把我们惊醒。雨滴落在地
面、建筑物等物体上时会产生声音，
不过通常雨声不会突然很大，然后又
突然消失，更多的时候雨声会有一个
小——大——小的变化过程。而这
种持续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会产生一种
奇特的屏蔽效应，使我们习惯这些噪
音，从而忽略它们。这使我们的听觉
系统放松警惕，人也就睡得更安稳了。

（据《科学之谜》）

下雨天为什么睡得香？

太阳东升西落即地球上昼夜的产
生，来自地球本身的自转。因而如果
我们想要看到太阳“西升东落”的话，
我们就要想办法“克服”地球的自转。

就目前的技术而言，人类要想观
察到太阳“西升东落”，应该可以通过
乘坐飞机来实现。

为什么选择飞机呢？一旦我们乘
坐飞机往西面运行时，只要我们的运
行速度快于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来的速
度，我们就会看到早上的太阳是在往
东降的。同理，为了观察到傍晚太阳

“西升”的现象，我们可以乘坐飞机往
东运行，且必须使飞机的飞行速度大
于太阳下落的速度，这样我们就可以
观察到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

最后，在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地
球的南北极完全暴露在太阳光照下，
全年白昼，因而对于地球的南北极来
说，是观察不到所谓的太阳东升西落
和“西升东落”的。

更为有趣的是，对于一些本身转
动方向是自东向西的星球来说，其实
只能观察到太阳每天是西升东落的，
比如金星。 （据《羊城晚报》）

在地球上如何看到
太阳“西升东落”？

几十年来，猴子和人类的声带解
剖学特征被认为是它们无法重现人类
语音的原因，然而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猕猴乃至其他灵长类动物不能说话是
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大脑，而不是声
带。

研究人员训练埃米利亚诺——
普林斯顿灵长类动物实验室的一只
长尾猕猴，座在一把椅子上，同时用
X射线拍摄它进食、打哈欠，以及发
出各种各样声音和口头攻击时的影
像。

研究显示，猕猴很容易就发出许
多不同的声音，包括英语字母中最基
本的5个音（A、E、I、O、U）。据此推
测，如果猕猴能像人类那样思考，那么
它们将能说出数千个单词，甚至完整
的句子。研究人员利用电脑模拟出了
猕猴讲英文版“你愿意嫁给我吗？”的
声音。听上去，猕猴的声音与人的声
音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每个词都比
较清晰，听懂并不难。

研究人员认为，灵长类动物的发
声能力之前被人们低估了，人类语言
能力的进化需要的是大脑而不是声带
上的变化。 （据《羊城晚报》）

科学家搞清
猴子为何不会说话■地球村

■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