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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喝水就自己倒吧强词有理

沉默的岛屿

纸 上 博 客

吃货志
知食分子 坊间纪事

迷 茫

“表情包”来了

时尚辞典

读史札记

摔跤状元“去三害”

□ 丁小村

一
1899年，北京有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

去中药铺买药，这味中药叫龙骨——— 其实就
是一些动物甲骨的化石。但这位金石学家眼
力特别，他在这些龙骨上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些化石上刻着神秘的文字，这些文字
后来被叫做甲骨文，是我们汉字的老祖宗。

比如：“贞：于王亥求年。”
比如：“庚申卜辛：我受黍年，三月。”
比如：“乙巳卜，以贞：雪，不其受年。”
我抄下的这三句话，里边都有一个

字：年。
人们写下“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华文

明由石器文明进入农耕文明的节点：春种
秋收，我们才得到一口吃的——— 如果丰收
了，叫做年成好，如果歉收了，叫做年景差。

谷种谷熟，四季轮回，“年”有了时间
概念——— 过年，不过是这个轮回中的一
次。而三千个轮回，所有人朝着上天祈祷
的，就是一个“年”：祈祷这一年，我们吃得
饱；祝福这一年，天下人都有吃的。

“年”最早的形象是谷熟——— 就是一
些谷壳，被装在半坡村的陶土大碗中。

二
“饥民暴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常

见的词汇：这意味着没有了吃的之后，有
许多人会铤而走险——— 拿生命来做赌注，
不过为了赢得一口吃的。

很多统治者都经常忘了这个教训：你剥
夺了他们吃的权利，他们也会反过来剥夺你
吃的权利——— 差别只不过是，你吃的是珍馐
美味，他想要的不过是一口饱腹的残汤剩饭。

我于是明白了那古老文字中包含了多
么深远的意味：天下之久，不过一个“年”字；

“年”字的背后，却隐隐露出的是一个“吃”字。
历史瞬间还原成一部“吃货志”：每一个

朝代开启，总会成为盛世，所谓盛世，不过是
人人有吃的；然后一群吃货变态地狂吃，另
外一群没有吃的；于是“饥民暴动”再次发
生……这样的轮回，就是我们历史的轮回。

三
我的记忆中：在一个普遍的春荒之

年，农村冬末和春初都是饥荒月份。上世
纪七十年代初的农村，很少有人没体验过
饥饿的感觉。在一个寒冷的初春时节，大
部分人家都欠缺粮食，有的人家可能连一
口吃的都很难找到。

有一天晚上我家来了一个人：他是本

村一个老实憨厚的人，哪家缺劳力都会叫
他来帮忙，他也从不拒绝。那时候也不付
工钱，一般会招呼他吃顿饭，或者给点儿
粮食蔬菜什么的。

他这个时候到我家来，当然不是我家
叫他来帮忙干活儿，他只是饿急了。

我很小，不懂。我妈立即就看出来了。
但我家既没有剩饭，也没有立刻拿来

吃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坐在火塘边，看着
火塘里噼噼啪啪燃烧的木柴，不知道该做
什么说什么——— 仿佛说话都觉得费力气。

后来，我妈突然想起了什么，起身，她
去泡菜坛子那里，捞了一大碗酸泡菜出
来，端给这个人。泡菜坛子里泡的青菜，是
我饿了也不想去嚼的，这种青菜粗糙多
筋，容易卡住牙齿。

那个人接过这个大搪瓷碗，几乎没用
筷子，抓起里边的大片的酸泡菜就放进嘴
里：他吃得咔嚓咔嚓响，我听得直吞口水。

我吞口水不是我想吃，而是我立刻想
起了这种酸泡菜的酸，人在饿的时候想到
这种酸，会立即分泌更多的口水……还有
他嚼泡菜发出的那种咔 嚓 咔 嚓的声
音……让我想起了某种动物！

四

现在有人喜欢说什么“吃文化”，但如
果吃只是一个动物性的要求，那还有什么
文化可谈？

据说孔子是一个可爱的吃货，他对吃
的要求很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肉放
时间稍长些，他是不会吃的；饭做得不熟、
果子不成熟，他也不会吃。虽然在陈蔡之
间有饿肚子的经历，但是孔夫子老人家既
不会抢劫杀人，也不愿意低头，所以他虽
然被人嘲笑，依然选择了不乞食。

吃也是吃货的纪念碑啊：廉者不受嗟
来之食——— 这是要精神不顾口腹；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 这是要快乐不要口福。虽然吃货的
要求放到最低，但精神的要求却放到最高。

不管吃是不是文化，吃货总会创造历
史：穷奢极欲的吃货们，把自己祖宗的江
山和天下给炖了吃了；饿极了的吃货们，
则咔嚓咔嚓把秦朝唐朝元朝给咬得稀巴
烂——— 这部煌煌历史巨著，似乎到处都是
吃货们的咬痕。

每当过年的时候，穷人总是操心来年
吃的。我相信如果有条件，每一个人都愿
意变成优雅的吃货：那既有文化又能满足
动物性需求。

□ 王月鹏

在千岛湖，当我第一次置身这片散落
着上千座岛屿的水中，竟然有了一种自己
也是一座岛屿的幻觉。湖水浩渺，船颠簸
着，经过一座座的岛；或者，一座座的岛被
船经过，被船上的我们经过。天有点阴，船
在湖面划出一道水路，像是一些支离破碎
的伤口，目力所及之处，伤口很快就痊愈
了。湖面重新陷入一片平静。

朋友们在船上淡淡地聊着一些话题，
与写作有关的，抑或与写作无关的。大家都
没有谈论水。一片浩大的水，此刻是不需要
被言说的。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所要看到
的那一部分。这片水，想要漾进我的心里，
却被什么阻挡住了。我也说不清是被什么
阻挡了，我只知道，内心有一种东西，阻挡
了这片水的进入。

船不时地擦着岛屿驶过。水纹层起，绿
树把水映得更绿了，像是一块伤痕叠加的
碧玉。

凉意渐浓，有人侧身把窗关上。水溅到
了窗玻璃上，窗外的水看起来更模糊了。

靠近一座岛，我们下了船，搭乘缆车，
登上一个叫做梅峰的地方。在梅峰，俯瞰群
岛，是一个恰好的距离，不算清晰也不算模
糊。在梅峰，我看到更远方的水，看到更大
的水，却再也看不到水的波纹了，那些依然
存在的被叠加的伤痕，再也看不到了。我仰
脸看松，莫名地幻想着一棵山顶的松树被
水湮没。这不是杞人忧天。在这里，在不远
的过去，有太多的松树被水湮没了。我从松
树的枝梢，看到风的痕迹；循着风的痕迹，
我似乎听到了水在成长的消息。水在成长，
水位慢慢升高，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把岛
湮没，把松树的枝梢湮没，我的曾经的仰
望，在未来某个时刻永远被沉入了水底。大
水漫过树梢，形形色色的鱼穿行其间。

这不是想象，这是另一种真实。
湖面起了雾气，像是水的另一种形态。

船在行驶。说不清是我们经过这水，还是水
在经过我们，只觉得整个人和这片水渐渐地
融成一体。我在想，一个人即使不能成为一
个岛，至少应该成为一滴有主见的水，不畏
惧随时面临的干涸，不逃离作为一滴水的命
运。作为一滴水，我更想滋润一寸饥渴的土
地。我相信所有土地都潜藏着成长的愿望。

一片土地沉寂在大水之下。浮光掠影
地看水，竟然看出了很多切身的体会。后来
当我知道了这片水的历史，知道了水底沉
寂着1377个村庄，就再也无法轻松和浪漫。
仅仅陶醉是不够的，仅仅赞美是不够的，在

优美之外，在修辞之外，理应还有更为重要
也更为真实的体验。一个人的心里装着什
么，他就会更多地看到什么。我从这片沉默
的大水里看到了更为巨大的沉默。

一座千年古城。一片水。一些远去的和
正在到来的时光。

走在后人复制的“千年古城”，似有清
风从湖面吹来。沿街仿古建筑的一面墙上，
有鱼破墙而出，这个残酷的创意让我震撼，
无言；也是在一面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
老照片，它们所承载的记忆已经永远伴随
着古城沉入水底；还是在一面墙上，镌刻着
60个手模，来自距离那场搬迁60年后的60
个亲历者……我站在一面面的墙前，想象
着沉在水底的那些村庄。我多想挨个去采
访那些亲历者，看一下他们如今的生活状
态，听他们谈谈他们所以为的历史和未来。

在另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张巨大的关
于水底村庄的手绘地图。这是一个老人的

“作品”，他凭借童年记忆和多年的独自走
访，手绘了当年的古城，诸多细节栩栩如
生。这样一种打捞记忆和表达记忆的方式，
是让人敬重的。这个难以割舍记忆的老人，
这个四处奔走的老人，这个以自己的方式

“抢建”和“恢复”千年古城的老人，当他默
立在湖边，想要穿越一片大水看到沉寂在
水底的家园时，有谁会察觉到千岛湖的水
位升高了一点点？

这样的完全被忽略不计的“一点点”，
自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

爬了一段山，抵达观景台。站在观景台
上观景，我却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只看到
水，看到浮在水上的一座又一座岛屿。身
边，有芦苇模样的植物在风中飘荡，咨询了
当地人，确定是芦苇。在我的印象里，芦苇
是长在水边的，第一次在山上看到这种植
物，我感到好奇，渐渐地觉得脚底下的山，
仿似一脉坚硬的水。白色的芦苇随风起舞，
像是一些不知所去的存在。

一些事物被另一些事物湮没了。面对
一片巨大的水，我所想到的，几乎全是水之
外的事情。在水之外，一些事情曾经发生；
在水之外，一些声音依然在沉默着。

我们是不同的水，在千岛湖相遇，然后
分别。离开千岛湖的那个夜晚，月亮又大又
圆。我记住了这一轮圆月，它总让我想起半
个世纪前的那次大移民。

□ 马小菲

研究生开学典礼那一天，印象最深的
是袁行霈先生的演讲，他说，北大一向的传
统是“要喝水就自己倒吧，这是你的家！”我
花了半年多，才渐渐体会出这句话的含义。

最初的发现始于北大的路。山大的
路，永远是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大路，敞
亮，规整，少了情调，但自有气派。和山大
相似，北师大的路也呈井字形、田字形，处
处透着一种实心肠的严谨朴素。然而北大
的格局完全不同。整个校园分成园林区和
校区两部分，园林区之风光旖旎自不必
说，路也是蜿蜒曲折的，常常在一处路口
分成三条岔路，每一条都通往不同的方
向，每一条沿途都有不同的风景，漫步至
此，往往难以抉择。

谢冕在《永远的校园》中充满深情地
回忆道，“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
柳、江南烟景，从镜春园进入郎润园，从成
府小街东迤，入燕东园林阴曲径，以燕园
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这
样的道路”。路很多，而选择哪一条完全取
决于个人，没有人干涉，没有人引导，看见

什么样的壮观、失去什么样的绮丽，完全
在自己，连选择错误的责任都丝毫不能推
卸给别人。园林区如此，校区亦没有太大差
别。三岔路比比皆是，路窄，偏偏车子又多，
复杂的地形磨练了骑手们的技术，总能在
拥挤中从容寻路，七扭八拐，擦缝而过，顶
多偏转一下方向，绝不会刹闸或下车。亦不
需过于谦让，有时你让他们反而造成不必
要的麻烦，个人走个人的路，大家在混乱中
维持着秩序。因此，走在路上，需练就一副
于穿梭的车流人流中宠辱不惊的架势，方
能安然无恙，顺利到达目的地。

每天走在这样的路上，走着走着，路就
消失了，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鱼，游在无边
无际的海里。我逛遍了图书馆每一层阅览
室，选了以前只听过名字的老教授的课，参
加各类名人的讲座，观看所有感兴趣的演
出，话剧、民乐西洋音乐会、诗歌朗诵、音乐
剧、电影……毫无束缚，充分自由，既有的
旧资源与层出不穷的新资源，任君挑选，任
君享用。但是，无边际的自由有时候又让人
惶恐，特别对习惯了有限的自由的人来说，
无限的自由就像新大陆，既诱人又充满潜
在的危险。导师形同虚设，同门关系松散，

要如何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全凭自己摸
索。没有人督促你，没有人可以对比，连帮
助与指导都少得可怜。看看周围的人，大多
单打独斗、行色匆匆，我竟开始怀念组织，
怀念有外在约束的生活——— 有一道浅浅的
栅栏拦着你，至少可以允诺一个范围、导向
一个方向。然而现在，一切都听从你。你完
全变成了自己的主人，却也意味着要为这
独立付出代价：你要为自己负全责。你尽可
以选择游戏人生，也可以畅游书海作“何妨
一下楼主人”，你可以每天都在旅行路上，
也可以通过形形色色的活动填充时间。不
会有人对你指手画脚，这里充分包容一切
生活方式、一切怪癖与一切隐秘的想象。你
尽可以去试、去闯，可是跌倒了、摔破了腿、
流了血，你也要自己扛着。

这就是北大，是你的家，然而要喝水，
你得自己去倒。

谢冕说，“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
纯”。自由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但也正是
它，让北大与众不同。汪曾祺、何兆武回忆
西南联大，感慨最深的就是“自由”，而我
认为，这应该是北大的气质，是北大赋予
联大的气质。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

西南联大》中描述北大学生“天赋异禀，只
凭兴趣选择科目，随意旷课，即使通宵达旦
唱京剧，也不当一回事”，并强调其推崇个
人主义，“除了在抗议运动时表现出积极的
组织才能，一般情形下北大学生天马行空，
放荡不羁，特立独行”。一所大学和它的学
生必定是长期互相影响的。不可否认的是，
在精神充分自由的条件下，一个人往往最
有可能把个体生命伸展到最大程度，活出
最自己的自己、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如同萧红《呼兰河传》里形容的那样：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

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
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
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
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
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
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
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
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
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
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北大的自由，就是这样一种探索无限
可能的感觉。

□ 王德亭

2016年12月的第四周，五个
工作日里，有四个我是在雾霾中
度过的。19日，我去主城区参加
某大学组织的讲座。听完课已是
九点多，文友开车拉我回小城，
重重的雾霾使人丧失了判断的能
力。如果没有几步外的隐隐约约
的车灯的导引，几乎让人不能相
信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破开这个厚
厚的茧。文友的义气让我感动，
他执意送我回家，朦朦胧胧中，
车开过了站竟然不觉。

20日中午，我赶车参加下午
的课。雾霾的深重，已让我丧失
了遣词造句的能力，找不到表情
达意最恰当的词汇了，抑或说已
懒得去找。冷气袭人，空气酸
鼻，我又走在候车的空档里，在
雾霾中足足呛了两刻钟。我的嗓
子难受起来，一种刺鼻的东西赖
在喉咙里。我觉得自己彻底完
了，服了一周的药才止住的感冒
卷土重来。

那一周，直到星期五才雾霾
尽散，让人感慨，活着终有些盼
头。毕竟，活着是美好的。

12月30日，我在傍晚踏上了
去异乡的路，送行的除了亲友，
还有死乞白赖的雾霾。次日在青
岛栈桥，在曾举办过奥帆赛的海
边，是一个无比晴朗的日子，冬
天里晴和的日子很适合人们看
海。定定地望着辽阔而蔚蓝的大
海，蓦地想起了诗人海子，他为
什么要卧轨自杀呢。海子的年
代，肯定不会遭受这样的雾霾。
让他厌倦了这个世界的，肯定不
是生态环境危机。海子留下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
句，多大胸襟的人才有啊，他有
什么解不开的结呢？人们的种种
猜测，无非也只能是猜测，留下
一个迷宫给我们。

新年的第一天天气是好的。

我们赶往崂山北九水风景区。出
门的时候略有雾霾，我不无担
心。进了崂山，雾霾已散去，我
终于看山是山了，岂不是一种意
外，一种幸运？

第二天老天又翻了脸。从雾
霾浓浓的青岛回到浓浓雾霾的家
乡。在市中心城区，一股刺鼻的
酸味让我无法抗拒，我又不能屏
住自己的呼吸。

第三天还是雾霾天。到了下
班的时候连几步开外的路灯都在
迷蒙中了。这让我想起了去年的
今天，那日正是假期，我穿云破
雾赶往一家叫昊齐书斋的旧书铺
购买一部书所受的罪，一朝被蛇
咬，十年怕井绳。

雾霾是人自己造的孽，有个词
叫做自作自受，信乎？这几十年间
人们强加给老天的东西，老天并不
领情，悉数还给了人们。毫厘不爽。
这是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吗？雾霾
来袭的时候，似最讲究一碗水端
平，不分什么彼此你我，老弱妇幼，
达官显贵，公子小姐，地厅级副处
级，它平均分配，各打五十大板，除
非你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没有世外
桃源。

“雾都”似乎已成了一个流行
词。狄更斯有一部书叫做《雾都孤
儿》。我对雾都伦敦的一知半解，不
是来源于直观的感受，而是纸上的
阅读。雾都重庆，则因为它曾是国
民政府的陪都而让我记住。当雾都
这个词可以随意加冕于任何一个
省城、市地、区县的时候，这肯定不
是一种荣耀的光环，顶多是一种无
奈的调侃和怨尤。说什么人定胜
天，人在这雾霾面前，只有无条件
地接受吗？

自然，我们也是怀了美好的期
冀的，早上一觉醒来，朝霞满天，天
清气朗，这是梦吗？写完这篇小文
的时候，天刚放亮，窗外又是愁雾
锁城，几乎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
的世界，又是一个雾霾天气。

□ 韩浩月

过去从来没有哪一年像2016
年这样，娱乐营销主要在互联网
上进行，明星竭力去除高高在上
的“偶像包袱”，粉丝力量超越
经纪公司……娱乐概念也脱离了
单纯的明星消费与作品消费，而
进入了人们的精神领域，成为公
众表达态度和传递情感的意识首
选。

2016年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
的例子，可以表明泛娱乐化符号
已经遍布人们的思维与生活，第
一个例子是傅园慧在夺得奥运会
铜牌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流露的表
情，这种表情夸张中融合着自
信，使得她迅速被定位于中国新
一代年轻人的代表，她本人也被
网友形容为“会游泳的表情
包”。

第二个例子是葛优在《我爱
我家》中的一张剧照被重新发
现，他在沙发上那副慵懒的躺姿
被网友形容为“生无可恋”，一
时间“葛优躺”红遍全网，“葛
优躺”背后所深藏着的某种职业
倦怠和精神困顿，借由一张图片
淋漓尽致地发泄了出来。有网友
称，葛优本人恐怕也想不清楚为
什么自己会凭一部20多年前的室
内情景剧又大红了一把。

在全民使用表情包的氛围
里，更多明星也纷纷主动通过这
种接地气的方式，来为自己或作
品做宣传——— 《芈月传》传出孙
俪、刘涛表情包，《中国好歌
曲》放出范晓萱“魔性表情”，
黄子韬、小S、金星等，也成为
表情包制作者喜爱的对象。

网民喜欢明星表情包，最主
要的一个意愿是，大家已经不甘
心只去当一名普通的娱乐产品消
费者，要把与明星之间的距离拉
得更近，制造某种熟悉与亲切
感，把自己由娱乐事件被动的接
受者，转化成为娱乐现象的发起
者与制造者，并从中得到一种创
造的乐趣。在当下的娱乐环境
中，作为消费者的网民已经掌握
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娱乐权利，创
造泛娱乐化符号，很大程度上可
以当作行使权利的体现。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网友
喜欢借助明星表情包来传递信
息，是因为在泛娱乐化时代明星
是最直接也最响亮的名片，明星
是社交媒体以及现实八卦中最容
易引起共鸣的话题，如果一位网
友能够熟稔使用各种泛娱乐化符
号，那么他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群
人当中掌握信息最多、视野最开

阔、性情也最合群的一位。
泛娱乐化符号作为一副牌被

频繁打出，是因为“使用者”找
到了自己的代言人以及代言方
式。在新媒体时代的话语权争夺
当中，普通人很难赢得发言权和
成为主角的机会，但在借助表情
包集结成一个群体、形成一个现
象之后，媒体会进行主动报道，
流行符号会加快蔓延，并最终形
成一种大众文化。在这个由网民
主动创造的大众文化当中，明星
不再是举足轻重的明星，明星反
倒也会成为大众的一份子。人们
对此喜闻乐见。

娱乐化是最直接也是风险性
最小的一种交流方式，表情包既
明确又含糊，既犀利又暧昧，它
撷取了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
约定俗成对善恶美丑、喜怒哀乐
的认识与了解，当网友不便用言
语来直接表达情感或观点时，就
出动这些表情包，进行最直接也
最安全的交流。它杜绝了“白纸
黑字”的法律风险，把全部解释
权牢牢抓在使用者自己手里，社
交媒体空前发达的这几年，常有
人因为微博言论而成被告，目前
尚无因表情包使用不当而引来麻
烦的。

作为一种民间语文，表情包
体现出其强大的流行文化的力
量。在那一个个像素低、制作糙
的表情背后，蕴藏着丰沛的情
感，也传递着使用者在现实中做
不到的真实、洒脱。表情包是复
杂社会和不堪生活的一道面具，
戴上它，每个人都仿佛找到了自
我与童年，可以在热烈与喧嚣的
环境里，高声喊出自己的声音，
并且迷恋于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在精英文化看来，表情包和
网络流行语一样，都不适合在正
式场合使用。网络流行语当中会
有一些词汇走出网络，成为拥有
生命力的时代新词，甚至会通过
官方渠道，进入词典、融入体制
语言。但表情包的寓意与用途，
比网络流行语要复杂得多，且更
迭速度很快，它在网络主流话语
体系当中建立了另外一种越来越
强大的亚文化。

泛娱乐化符号的出现，并没
有使“娱乐无底线”的状况加
重，反而，作为一种通行语言，
这些符号恰恰是捍卫娱乐底线的
一个个标志。在形成对这些符号
的普遍共识后，它们往往会逐渐
脱离娱乐趣味，成为大众文化的
一种象征。读懂这些符号，对了
解大众复杂且随时变化的文化心
理，会有准确的掌握与理解。

□ 王离京

大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乙亥科
状元，乃汾州(今山西汾阳)人氏王嗣宗。

王嗣宗中状元的过程，很有些戏剧
性。作为一个文科考生，他竟然是通过摔
跤这样一种“武斗”的方式，为自己挣来
了一顶状元的桂冠。

在本科殿试过程中，王嗣宗与一个名
叫陈识的考生，答卷水平不相上下，又是
同时交卷。因而，在决定状元归属的问题
上，让皇帝赵匡胤和相关大臣一时有些犯
难。灵机一动之下，赵大皇帝竟然下令让
王嗣宗和陈识通过摔跤决定状元归属。他
这个独出心裁的测试方法，让众大臣目瞪
口呆，半天没回过神来。无奈之下，两个白
面书生只好赤膊上阵，在金殿之上笨手笨
脚地操练开了自己并不擅长的武打功夫。
一番脸红脖子粗的折腾之后，力气大的王
嗣宗占了上风，成为了竞争的胜出者。那
个倒霉蛋陈识，只能是打落牙齿肚里咽。

虽说王嗣宗获得状元的方式比较另
类，但他并不是个吃干饭的主儿。他不畏
权贵，敢说敢为。有个退休高官名叫种
放，王嗣宗发现这位种大人在跟政府官
员相处时，表现得十分傲慢无礼。于是，
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他相见
时故意做出一副非常轻蔑的表情。种放
就很生气，质问王嗣宗怎么这么不拿自
己当回事。王嗣宗反唇相讥：“你跟其他
官员们打交道的时候，又尊重过谁啊？”
种放更恼了，讥笑王嗣宗道：“你不就是

那个靠摔跤得状元的家伙吗？有什么了
不起的，粗鲁蠢汉一个，一点文化都没
有。”此时的王嗣宗，没有坚持君子动口
不动手的原则，而是毫不客气地赏了种
放一个大嘴巴子。

在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知州任
上，王嗣宗听闻自己的前任，现为地位显
赫京官(枢密直学士)的边肃，在镇州任
职期间，有挪用公款做生意谋取私利、强
买强卖、违规买卖妇女等不法行为，民愤
很大。疾恶如仇的王嗣宗，便不留情面地
坚持向上级检举揭发自己的前任。

王嗣宗在担任邠州知州(治所在今
陕西彬县)时，城东有座公庙香火很盛。
人们供奉的丰盛祭品，隔天便一干二净。
民众以为是神灵所致，越发传得神乎其
神。历任官员也纷纷前来祭拜，搞得当地
民众不信政府信鬼神，政府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的情况一再发生。不信邪的王嗣
宗，命手下一把火烧了这座庙，大火中近
百只狐狸四处乱窜。哪是什么神明显灵
享用祭品啊，原来是这帮畜生在作祟。王
嗣宗让衙役们将这群狐狸一一捕杀，从
此当地政风为之一新。

“徙种放、掘邠狐、按边肃”三件事，
被王嗣宗视为自己从政生涯中值得自豪
的“去三害”。有人因此写了一首诗送给
他：“终南处士声名歇，邠土妖狐窠穴空。
二事俱输王太守，圣朝方信有英雄。”王
嗣宗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死了以后，
不需要什么墓志铭了，你们把这首诗刻
在我的墓碑上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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