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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的梦
刚

晓

……我来给垫个场。他讲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你们发的是圣严法师的书。其实印度佛
教史，有很多本；中国佛教史，也有很多本书，你们拿书自己看，我肯定得讲跟书上不一样的，
要是一样的话，就不需要我来讲了。这样呢，我就来说说，我现在也说不清是说印度佛教史还是
中国佛教史，反正我就这么说下来了。
佛教……那我就说说中国佛教史吧。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
汉明帝永平年间。
对，就这个时候，就是永平年间。永平年间的某一天，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历史书上也没
写哪一天。
插话：公元 65 年。
哪一天？你说的是那一年～～就是说，某一天早上的时候，他给大臣们说，我昨天晚上做了
个梦——这个梦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你不用考证，反正他说自己做了个梦。他说他做了
一个什么梦呢？他说，我梦见一个金人儿，搁大殿上围绕着飞。他问大臣，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傅毅就给他说，你梦见的是西方的佛——这就是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的一个事儿。
从这个事儿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不要管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当我们来考证
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这是很无聊的一件事儿，但是学者们会干这些事儿，他不干这些事儿
他干啥？他们认为，我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特有价值。
当然了，你不能说没价值，价值也确实很大。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考古学家在蒙古
找了一块儿石碑，就是中国的和蒙古的考古学家，联合起来做了一件事儿，搁那儿看见什么东西
①

②

呢？我们常说“燕然未勒归无计” ，就是“燕然刻石” ，把匈奴彻底打败的那场仗，是窦宪打
的，胜了之后，班固就写了一篇文章，刻在燕然山，就是《燕然山铭》。中国与蒙古的考古学家，
现在发现了这块儿石头，表示这个事儿是真的。你说这事儿要紧不要紧？我们都没有人怀疑过它
是假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这样记载的，只不过没见到实物而已。你说这么多年了，汉
朝到现在了，它没了，没了也是正常的。你即使是没见到它，你也不会怀疑这件事儿是假的，你

①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
②
《当年班固书写“燕然未勒归无计”，今日燕然刻石被发现！
》
http://sd.dzwww.com/sdnews/201708/t20170815_162929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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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见到了，也仅只是给你的这真的上边儿，添加了一个证据，仅此而已。但是，他们感到特别
高兴：我见到真东西了。
我们现在有的人挺好玩儿的，我在九华山的时候，人家大老远跑去看看刚晓，呜呦，高兴的
不得了。他说啥了？我都不知道他说啥了。然后他出去给别人说，哎呀，我见了刚晓，刚晓给我
可热情了什么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实在不好意思！但是，经常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会
怎么样？什么呀，我们天天给他在一起，没觉得稀罕吧？没觉得稀罕。但是，搁大老远看的时候
呢，稀罕，可稀罕了。那时候我搁九华山，编一个杂志叫《甘露》，把这个《甘露》办得可红火
了。结果人家搁那儿说：有问题，发生争论，争论不下来了，到九华山去问刚晓。那是给人家当
评判了。当然了实际上那是个笑话，别人真没有去让裁判过。但是，他们大老远见一次的时候，
觉得可稀罕了，就是那么个情况。
就是说，我早就知道有这个事儿，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这么记载的，但是我现在看到真的了。
我看到真的了，跟你仅只是听说过，那就不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什
么关系吧～～但对那些历史学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比如说，发现甲骨文。我们中国的夏、
①

商、周，一直都有吧？至少我们不会怀疑它的。结果到了“疑古派” 的时候，以顾颉刚为代表，
他出来弄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是不对的、那个东西是不对的。实际上呢，大家不要光看这个具
体的史实，而要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那个背景，当然了他有点儿“出圈
儿”，所以说书上写的，就以他为代表了。其实，清末、民国，那时候对整个历史是一个怀疑的
阶段——这是文化精英对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怀疑：我们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强大的
底层逻辑就是文化强盛，现在发现原来中国竟然是如此的不堪。这是大的社会背景。
佛教界，怀疑吧？这个经是假的，那个论是假的，很多吧？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还认为那
时候出来的？说《楞严经》是假的，是啥时候？根本就不是那时候，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说是假
的。我们到《大藏经》中看看，宋朝就把它列为了伪经，不过是当时的人们没注意到，而现在的
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它了，才开始说它的，这些我不管它。就是说，佛教界是这样的，社会也是那
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我们佛教界，当时以梁启超、欧阳竟无、吕澂为代表的，在中国是这样
的。还有日本，那时候也是很厉害吧？这都与社会背景有关。我们现在不管他们的这些事儿。我
们要看它的社会背景，把那个背景搞清楚了，这些事儿挺好玩儿的。
我们一直是夏、商、周、一直是夏、商、周，这时候他们说这个“夏商周”到底是真的是假

①

疑古派，又称古史辩派、疑古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
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古史辨》，共七巨册，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
百二十五万余字，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汇集。自 1923 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到 1926 年《古
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
《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
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后来顾颉刚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
，
“我真成了夸大狂了”。
鲁迅曾谓，
“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
，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 古
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6%91%E5%8F%A4%E6%B4%BE/4834111?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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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知道，冯友兰是唐河人吧？是唐河人。那时候冯友兰挺厉害，他写了那套书叫啥？对，
①

《三松堂全集》 。当时河南人民出版社给他出版，编辑给他说，你是不是写个序言？行，写个
②

序言。咔哧咔哧，结果写了那么厚，叫《三松堂自序》 ，你这叫啥序言呀，根本就是一本书，
那就加一本好了～～这个自序，其实就是冯先生自己的回忆录。中间有一段儿，挺好玩儿的，说
他搁北大读书的时候，老师搁那儿讲，讲什么呢？讲庄子。我们现在讲一本书的时候，通常情况
下，把书拿来了，翻到第一页，从前边儿讲到后边儿。他那个老师是个大牌，每天得把老师接过
来，人家讲庄子，是先翻到最后一页，就从这儿开始，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最后那一页都没讲
完，可是，他已经把整个中国文化给讲了一个遍儿。他就是那种讲法，可厉害了。你说他没讲？
全讲到了。讲到了？你把书一看，好像哪一句都没讲到，就是那么个情况。
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有书吗？你也不能说没书，你们发了圣严法师的《印度佛教史》，发
了就发了，你们自己看，你要是不看，你自己吃亏，也怨不得我。你不看，别人说到什么，你自
己不知道。就这样。
我们以前的时候，老是夏商周、夏商周，都是那么讲的。他说他搁北大读书的时候，讲庄子
是这样的。讲中国哲学的时候，从哪儿开始讲？从上古开始讲，春秋战国都没讲到，整个一年时
间用完了。后来，胡适回来讲的时候，咔！把前边儿的一刀给砍了，不讲了——你那东西是真的、
是假的，我都怀疑，什么上古、夏朝商朝啊？！有没有这回事儿我都不知道，你拿不出实际证据。
我们中国第一部历史，最有名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一个史书体例，那是不得了的一
部通史。那上边儿讲的“三皇五帝”呀什么东西，那都是他瞎想的……那时候也不是他瞎想的，
当时的人们怎么说的，他把它记下来而已，全部没有资料、没有实际证据。
真正可考的历史是啥时候？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一年才准确
编年的，人家掌握的资料就这个嘛～～以前的，就只有世系了。从共和元年开始，才真正有历史，
好，那我们就开始从这儿讲，前边儿的不讲了。别的老师可不干了，你把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切
得没剩多少了。
后来，到清末的时候发现了“甲骨文”
，发现了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发现甲骨文的时候，诶，
给我们中国传说的商朝的那些王，是能够对得住的。那就是说甲骨文提供了商朝存在的证据。以
前的时候，你只是知道，但你没见过实物证据。我现在见到实物了，那就高兴的不得了。但我们
是外行，人家是一个圈儿，人家有人家的黑话、专业术语，那我们进入不了人家的圈儿嘛～～但
是，你要说因明的时候，那你就进入不了我这个圈儿了。那这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们进入不
了他们的那个圈儿，所以我们体会不到他们发现《燕然山铭》的那个高兴劲儿。你说你发现了石

①

《三松堂全集》（全 15 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6%9D%BE%E5%A0%82%E5%85%A8%E9%9B%86%EF%BC%88%E5%85%A815%E5
%86%8C%EF%BC%89/12201385?fr=aladdin。
②
《三松堂自序》是人民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图书，是作者冯友兰晚年的回忆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6%9D%BE%E5%A0%82%E8%87%AA%E5%BA%8F/719318?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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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我们本来就没有怀疑它是假的，我们中国的史书上不是那么记的？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它是
假的，但是现在看到真的了，就是那样子。
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汉明帝的时候，汉明帝做了一个梦，傅毅就给他说，你
梦见的那个就是佛。他傅毅怎么就知道是佛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当时佛教已经进入中国。具体
是啥时候进入中国的？你们把中国佛教史一翻，前边儿列了好多好多种说法。有的说佛教是啥时
候传到中国的呢？说是秦始皇时候有了的，那真的假的就不知道了，不管它。说秦始皇的时候佛
教就进入中国，中国就知道了。有的说是汉武帝的时候，就知道了。汉武帝那是什么时候？秦始
皇的时候就说不清了，我们现在老记住秦始皇的时候，他派童男童女到外面找长生不老药，然后
①

②

跑到日本了，当时是叫扶桑 吧～～以前我们有很多的圣山，昆仑山 ，也是啊～～就是说，东边
儿有，西边儿也有。那么，秦始皇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派人去求仙药的，东边儿也派了、西边儿也
派了，就是派到西边儿去的时候，搁那个方向上知道佛了的。这只是传说，我们就不管它真的假
的了。反正就是说秦始皇的时候就有佛教的信息了。
我们的昆仑山，一直是一个不得了的圣山，古代传说那个地方有“西王母”什么的，所以到
那个地方寻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的时候，也派人到西边儿也去了。为什么人们多不提这儿，更
多的是提日本这个方向上的寻仙药呢？因为日本那儿有人嘛，昆仑山上没人嘛～～人是要跟人打
交道的，你光是一座山，没法打交道啊～～所以人们说日本这边儿的比较多。这是一个说法，就
不管它了。
还有一个说法，是啥时候？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是干嘛的？汉武帝时候“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
，这是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儿。他同时还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
插话：派张骞出使西域。
③

④

对，张骞 出使西域 。张骞是一个倒霉鬼，到那儿被抓住了，虽然说被抓住了，但是他立场
①

本是神话传说中的地名。
《梁书·诸夷传·扶桑国》中说：“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馀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
扶桑木，故以为名。”后来，作了日本的别称。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109782.html。
《日本国
名的由来》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B6%E6%A1%91/8231022?fr=aladdin。
《扶桑》
http://wenda.edushi.com/info/1-n6233808-s1.html。《日本为何又叫扶桑国》
②
昆仑山脉（昆仑山）
，又称昆仑虚、中国第一神山、万祖之山、昆仑丘或玉山。是亚洲中部大山系，也是中国西
部山系的主干。该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 2500 公里，平均海
拔 5500-6000 米，宽 130-200 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公里。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
“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龙脉之祖”。 古代神话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神仙“西王母”，
人头豹身，由两只青鸟侍奉，是道教正神，与东王公分掌男女修仙登引之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6%E4%BB%91%E5%B1%B1%E8%84%89/535541?fromtitle=%E6%98%86
%E4%BB%91%E5%B1%B1&fromid=394387&fr=aladdin。
③
张骞（前 164 年―前 114 年）
，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故里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城南 2 千米处汉江之滨的博望村。张骞于建元二年（前 139 年）
，奉汉武帝之命，由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
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汉武帝元鼎
三年（前 114 年）
，张骞病逝于大汉帝都长安，归葬汉中故里。
④
《汉书·西域传序》
：
“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
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汉以来成为对
玉门关 、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
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在内。后亦泛指我国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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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你把我抓住，困到这儿，过了多少年，我还是要跑的：我觉得我的任务没完成，我只要
不是死了，我一定要完成任务。结果真的到西域转了一圈儿。他从西域回来以后，他就说那里的
佛教怎么怎么样。这也是一种说法。
张骞出使西域，现在说是打通了“丝绸之路”——当时不叫这个啰，不管怎么着，反正是使
得我们给西域有来往了。这时候，西域的佛法随着商队，就传进来了。进到中国以后，干了点儿
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它干了点儿什么。西域那些人来中国是干嘛的？就是做商人的，因为他就是
做生意的，做生意这是第一要务，在做生意之余，他们也顺便提到了佛教。为什么顺便说说佛教
呢？那个不是说说佛教，而是他们当地的风俗，那个不叫佛教……
印度，当时的印度，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它是个地理概念。佛教到了西域这一块儿之后呢，
就变成了民俗。我们现在说佛教的时候，跟婆罗门教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在人家那儿，根本没
什么不一样的，因为我在外边儿，看不出来你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只有内行才知道它是两个，
但在外行看来，那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穿的衣服一样，过的生活一样等等，什么都一样。你说我
的思想不一样，谁知道啥叫思想？你给我拿出来看看，拿都拿不出来。你给我说，你给我说啥，
我都不懂的。这样，我们就不管它了。
反正就是说，西域人来中国，顺便就把佛教带入中国了。这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很
重要的，很要紧的。民间已经来了，但民间从来就不把它当的多么重要。因为人家来中国是干嘛
的？我是来做生意的、赚钱的，这是第一要务，说说佛教那个只是西域商人的一个风俗习惯而已，
这样他们就把这种说法，不由自主的带进了中国。
现在汉明帝忽然说，诶，我做了一个梦，傅毅就给他说，你梦见的就是佛。于是汉明帝就派
人到西天取经，把谁请回来了？迦叶摩腾、竺法兰，把他们请回来以后：你给我说说佛教是干嘛
的？我哪知道佛教是干嘛的，我都给你说不清楚。因为什么呢？你从来就不知道干什么嘛～～当
我要把一个陌生的东西给你说清楚，你能说清楚吗？他从来就没听说过。人家说，你把你的最根
本的东西给我说说——你现在请一个佛教徒来，你来给我说说佛教是干嘛的？你知道是干嘛的
吗？你还认为他知道～～佛教徒都不知道佛教在干嘛的。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很简
单的话，你是说不清楚的。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挺好玩儿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教授说，你用一句话，把你的论文给
我概括一下。学生一下子跳起来了：我要是一句话都能说清楚，我写这几万字干啥？！这本来就
是一句话说不清嘛～～我写论文写了一年多——通常是半年到一年，我写了一年，你叫我一句话
给说清楚，那我还干啥？教授说：那是，那是。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有时候你用简单的话说清
楚，你说不清楚的～～你说不清楚，那怎么办呢？你给我翻译一本经典，什么翻译呀？第一部经
叫什么？《四十二章经》，但这是翻译的吗？根本就不是翻译的，是他们编的。当然不是瞎编的，
他们把他们背的那些佛经中间，觉得最简单的，这儿抽一段、这儿抽一段，这部经上抽一段儿，
那部经上抽一段儿，编辑出来的，大部分是《法句经》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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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
《法句经》后来也传到中国了。他们第一次把《法句经》中间的，简简单单的修行
步骤，他给它抽了抽。就是说，他搁别的经典中间抽出来的，编辑了一下子，那个不是严格的翻
译。因为他是第一个传进来的，很重要，所以我们都说它是第一部翻译的，其实它是结集，那叫
编辑出来的，我们不管它。因为是编辑出来的，结果就有些人说《四十二章经》是一部伪经，胡
扯！《四十二章经》怎么能是伪经呢？它那每一句话都能够在经典中间找到，就是说每一段儿都
能找到，都是经典中间的原话，不过是不是同一部经典中间的，是这部经中间一段儿话、那部经
中间的一段儿话、那部经中间的一段儿话，拼起来的。比如说，我拿《楞严经》，我给你背一遍，
你知道干啥吗？不知道吧～～早晚课的时候，我就拿《楞严经》中间的楞严咒，这部经中间抽一
段儿、这部经中间抽一段儿，背这个就行了，他们是这样拼起来的，所以《四十二章经》就是那
样的一部经。我们现在不管它。
这时候，第一部经就传过来了。我们看，汉明帝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梦？做梦，我怎么知道他
怎么做了这么一个梦呢？我做梦是胡想的嘛～～你还认为他是胡想的？你可以胡想，他不能胡
想。为啥他不能胡想呢？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胡想。就相当于说，骂人，没关系，我可以骂嘛，
骂了就骂了，小孩儿他骂人，打两下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是一个皇帝，你天天搁人家骂人，行
不行啊？不行吧～～那是不行的。你要是当了皇帝，你天天搁那儿——大家看过故宫没有？故宫
里皇帝那个座位，看过吧？那个憋屈的呀！那可真不舒服。你争那个座位干啥嘞，那个座位坐着
真不舒服！不舒服，也得坐。
你还认为……我们知道那个金銮殿，我们看电影、电视看坏了，看电影的时候，一动，早上
起来，皇帝上朝坐上去了，哪有那回事儿啊？那是什么？那是做重要仪式的时候，才去那儿坐一
次的，平时讨论国事都不在那里。要做什么重要仪式了才去那儿，比如说，每年春耕的时候，要
祭天了，到天坛那儿去祭天，但今天得搁这儿出发，搁这个地方做一个仪式，然后朝那个地方去。
这都是重要的时候，才搁那儿用一次，平时商量国事在哪儿？根本就不在这个大殿里。你说，外
国的使节来了，这时候我们来这儿接待一下子，搁那儿演示一下子，见一下面，显示郑重，随后
该接待接待，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最开始接待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你在接待外宾呢，
你都歪着，那会行啊？皇帝得有皇帝的样子，“望之不似人君”可不行，你肯定得规规矩矩坐那
儿，所以坐这儿那样子，可不舒服了。但不舒服，你也得坐这儿。那是一个……就相当于说，皇
帝，你还认为皇帝有多大权力的？皇帝没什么权力。真正的权力在哪儿？相位，那才是真正权力
的所在。
皇帝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就相当于说，我们中国，真正有权的是谁呀？是
总书记吧～～这是很奇怪的，但那个国家主席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杨尚昆当过国
家主席吧，他有啥权？啥权也没有，但是有事儿的时候，国家主席出来了——当然了，现在的时
候，那个主席跟总书记合在一块儿了，那也是总书记有权，也不是国家主席有权，至少宪法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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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也不是国家主席有权，国家主席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那么，以前的皇帝也是那样的，皇帝
是一个象征，真正的权力在哪儿？在相位那儿。
当然了，这是封建社会……也不叫封建社会，我们说封建社会，现在也说不清啰～～一说封
建社会的时候，以前一直说到清朝都叫封建社会，其实这个也算不上是封建社会。实际上从秦朝
到清朝，这个应该不算是封建社会。皇帝变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啥时候？
明朝，明朝真的是把皇帝给修理的呀……当个皇帝也挺憋屈的，朝廷老给皇帝顶着干，皇帝急了，
说，我不给你配合。不配合你就走。你不上朝，你不上朝就算了～～万历皇帝有三十多年不上朝
②

吧？
插话：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就四十多年吧～～你可以不上朝，但国家运转，一点儿都不耽误，你还认为他多厉

害？其实就是说皇帝是个象征而已。以前又不像现在外交那么频繁，还得皇帝去接待，没那么多
③

事儿的。他爱做木工是吧？爱做木工，你就去做木工，一点儿都不耽误国家运转 。那时候真的
是把皇帝给修理的不得了，当然了也就这一个朝代，其他的朝代，皇帝还是很厉害的～～我们不
管他这个事儿。
我们就说汉明帝为什么要做这个梦？我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做了一个梦：昨天晚上做了
一个什么什么梦，你们帮我解解梦。这可以，没关系的，但他是皇帝，他说的那话，他为什么要
这么说？他就是说，我们看，中国的历史，我们现在老是夏、商、周，春秋战国，当然了春秋战
国就是周，夏、商，下边儿是西周，然后春秋、战国。但是，我们现在老是把它说成了，第一是
夏朝，第二是商朝，第三是周朝，其实夏、商是同时的，它不是这个没了，第二个，第二个没了，
再第三个，不是这样的，它是同时的。就是说，它们是个“部落联盟”，当时不叫国家，就是一
个部落联盟。那时候，一个国家中间有好多好多的部落，结果人家夏部落特别兴盛，那人家就是
老大，人家就是带头大哥，这样别人就跟着他，但是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部落。就相当于
④

⑤

说，前苏联 的“邦联”……是“联邦”还是“邦联”？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邦联是什么东西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http://www.laiwu.gov.cn/art/2018/4/13/art_12904_155458.html。其中第三章第二节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②
“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的说法，从他在位（1572 年—1620 年）这 48 年间，有关政事处理的几个时间节
点儿来看，应该是个比较确当的说法。参见：朱翊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1%E7%BF%8A%E9%92%A7/10698188?fr=aladdin。
③
爱做木工活的是万历皇帝的孙子，不是万历。
④
俄罗斯——苏联时期：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十月）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表《国家主
权宣言》
，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
“俄罗斯独立日”）
。
现代俄罗斯：1992 年 4 月 16 日，俄罗斯第 6 次人代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俄罗斯”
，从而恢复了历史上的名称；
17 日，最后决定使用两个同等地位的正式国名“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84%E7%BD%97%E6%96%AF/125568?fr=aladdin。
⑤
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
“联邦”是指由若干具有国家性质的行政区域（有国、邦、州等
不同名称）联合而成的统一国家，各成员有自己的宪法、立法机关和政府，国际交往以联邦政府为主体。而“邦
联”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达到某些共同的目的而组成的联合体。邦联的成员国仍保留完全的独立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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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那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国家，后来苏联解体不是弄了个独联体 吗？就是那东
西，它那下边儿实际上是一个一个加盟共和国， 是一个一个的国家，又组成了一个国家的联盟。
当时夏、商、周就是这样的，其实它那些部落都是各自独立，但是我们以夏为老大哥，都是这样
的情况。那些部落叫什么部落～～反正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但是它的实力最强，我
们就以它——夏为老大哥，它做什么，我们都跟着它做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到了后来，夏不行了，而商起来了。虽然商起来了，但夏人家还是个国家，它换了名字，它
②

叫什么国家 ，商就还保留这个国家。最开始你是老大哥，现在你势力衰弱了，你不过给大家一
样了，甚至其他的国家比它的势力还大，可是，不能够给它灭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夏朝曾经是
圣贤的后代，所以还保留你的国家。那么商朝就成老大哥了……也就是说，夏朝的时候，是有商
的；商的时候，仍然是有夏的，不过是名字换了，它就不能叫夏了。后来商朝没了，变成了周朝。
当变成周朝的时候，夏这个国家有没有？有，杞国。商这个国家有没有？有。商变成了后来的宋
国。但是不管怎么着，为什么不把它给灭了呢？不能灭的，因为我现在做了老大哥，但我也会下
台的，不可能说人家其他部落起来的时候，把我的后人也给灭了，他为了保证它自己后人不被灭，
所以说对前边儿的国家也不灭。这样夏、商、周都是有的。
夏、商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但周朝我们是知道的。周朝的时候它分两段儿，西周、东
周，东周还分春秋、战国。到了东周这儿……西周就不管它了。西周的时候跟夏、商差不多，势
③

力还挺大的。到东周的时候，因为外族入侵，当时北边儿是犬戎 吧～～犬戎打过来了……当然
了，我们现在的时候编了个故事，那个故事当然也不是我编的，谁呀？司马迁编的，也不知道是
④

司马迁编的，还是真的，就不管它了，
“烽火戏诸侯” ，司马迁说的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你说不清楚到底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是真的。司马迁这个历史呢，鲁迅先生说过，司马迁的《史
记》是“无韵之离骚”，那半截儿话怎么说？

权，只是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某些联合行动。事实上，无论是联邦还是邦联，它们都属于复合制，并且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曾属于邦联的美国、瑞士、德国先后改组为联邦，相反，属于联邦的原苏联于 1991
年年底则演变为独联体（实际上已成为松散的邦联）。简单说来，两者最根本和最明显的区别还是是不是一个统
一的主权国家，如果是就是联邦，如果不是，那就是邦联。总之，联邦是 “联合的国家”， 而邦联则是“国家
的联合”。
①
https://baike.baidu.com/item/独立国家联合体/1773793?fromtitle=独联体&fromid=166797&fr=aladdin。
②
杞国。https://baike.baidu.com/item/杞国/1552457?fr=aladdin#ref_[3]_85970。
《史记·陈杞世家》里有，
“杞东楼公
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
③
古代部落名，非猃狁，古代活跃于今陕、甘一带。到西周末期，由于周幽王废嫡立庶，申侯联合缯国、西夷犬
戎攻打周幽王，结果周幽王被野蛮强悍的犬戎族攻杀，幽王的宠妃褒姒被掳，都城丰、镐西北被犬戎占领。曾经
强盛一时的西周王朝覆灭。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A%AC%E6%88%8E/618155?fr=aladdin。
④
司马迁·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
烽火。
”
烽火戏诸侯：指西周时周幽王，为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兴，
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都不相信了，也就渐渐不来了。后来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后来周幽王
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开始了东周时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BD%E7%81%AB%E6%88%8F%E8%AF%B8%E4%BE%AF/34836?fr=alad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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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话：史家之绝唱。
①

“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历史学家都是这样写，历史学早都
该绝了；如果是说文学家像这样写文章，你那还是文章吗？《离骚》是什么？南方的离骚是唱的，
结果你是“无韵之离骚”，你“无韵”还叫离骚吗？不叫吧～～我在唱歌，唱了半天没有一个韵
律，你那难听不难听啊？比如我唱歌，五音不全，你怎么唱？你那叫鬼叫，你那叫唱歌？“史家
之绝唱”
，历史学家要是这样写，你早就该绝。当然了，他开创了个文体，就是说后人必须得给
它改，你这样写历史是不行的。这样解释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自认为对。因为都说是
鲁迅对《史记》的高度评价，什么叫高度评价呀？别人说他是高度评价，反正鲁迅先生已经去世
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咋想的，你有本事把鲁迅先生从坟里叫出来，问问他。你没这个本事，
②

你就别管。那你说到底是哪个对？毛主席说了，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一认真啥都弄不成
了，你糊里糊涂的就过了，你别管它那个对还是这个对。好像毛主席也不是这么个意思吧？毛主
席去世了，你把毛主席叫上来问问，你没这本事，你只管听着就好了。不管他这个事儿。
这时候，到春秋、战国了，历史清楚了，你前边儿的夏、商、周历史，我们不清楚。周厉王
③

时候，国人暴动，有了“周召共和” ，从那时候历史才清楚，以前的历史我们不清楚，不清楚
就别说，只知道有就是了。这时候，历史清楚了，我们就知道。在春秋战国时候，我们的历史上，
④

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思想家，就是“诸子百家” ，这些人都可厉害了，中间最厉害的是哪几派
呢？墨家、道家、儒家等，相对来说法家不是显学，兵家不算显学，农家不算显学。但到后来，
尤其到了战国的时候，法家厉害了，而最开始的时候，墨家是很厉害的、儒家是很厉害的……但
他们太厉害的时候，反正是诸子百家嘛，他们要相互争鸣，所以说他们表现出来的，全部是他们
最优秀的一面，把他们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因为有人给他争议呀，你要是哪一点儿不好了，被
别家抓住了，那你这一派就算完了，所以说这时候全是他们最好的那一部分彰显出来。这个时候，
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⑤

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春秋无义战 ”，就是打来打去的，本来是部落联盟，但到周
朝的时候，它实行“分封制”，最开始的时候它干嘛？就是夏、商、周的时候，你个人对国家—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 http://www.eywedu.net/luxun/27/011.htm。
②
1957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面对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4-01/14/content_150623.htm。
③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
共和行政又称周召共和， 国人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称为共和。
共和元年，即前 841 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尤其是编年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是
从共和行政开始，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从此一直到今天，千百年来不曾间断，是中国历史得以保证延续
性的重要开端。按《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共和元年，岁次庚申，即公元前八四一年。
④
诸子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百家指的是儒
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的代表家。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春秋后
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许多学派纷呈，众多学
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中国术语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或百家争鸣时期。
⑤
这话是孟子说的，见《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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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当时还是部落了。反正是你的部落你自己管、你的部落你自己管，平时就是自己管。
夏的势力大，他是老大。自己通常只管自己的，有大事了，老大才出面的。但是到周朝的时候，
他们实行了一种叫做分封制。那么大一个国家，把它分了，我也不知道夏、商是怎么样，但我们
知道周朝的时候他们分了。他这一分呢，是不得了的一个事儿，在当时来说，就认为这个方法是
最好的。他借鉴了夏、商的经验，他们说我给你分了，我们这些功臣……后来的朝代是怎样修理
那些功臣的呢？把功臣都给干掉了。你不干掉他们，他们的功劳那么大，他把我给反了怎么办呢？
但当时比较仁义，你们是大功臣，我给你们分一片土地：把姜子牙分到齐国，在海边儿……当然
了，当时的那些功臣全部给分了封地。结果，他是君主、天子，下边儿分出来的，叫诸侯；诸侯
他们又分了——这个地方这么大，你给我弄这么大一片地方，我管都管不过来～～我给你分一块
儿，你管、你管……这是国君分给诸侯，诸侯分给大夫……这样一块一块分下来。，当时全国分
了多少个国家？七、八十个国家。这七、八十个国家，都共同尊奉周天子。就是说，我分给你了，
我不能亲自干活呀～～我是叫你养活的。但是你养我的时候，当时的人收成是有限的。比如说，
这是一块儿地，我分给你们了，你们要养活我，你给我多少呢？怎么给呢？不知道吧？我该给你
多少？不知道。于是，当时他们就实行了一个什么呢？挺好玩儿，比如说，这是一块地，这块儿
地，我分给了你们，你们要养活我，但是你能给我交多少？你给我一百斤就完了嘛，～～你还知
道一百斤是多少呢～～当时连秤都没有，于是就怎么办呢？这一块儿是你家的、这一块儿是你家
的、这一块儿是你家的，但这一块儿，你们共同来给我种，收成是多少就给我多少，这叫什么？
①

井田制 ，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这是当时实行的一种方法。就是说，你们也各家种各家的，但是中间这一块儿，各家共同种，
①

井田制是中国西周时期较为普及的土地制度。字意为：因土地划分为许多方块，且形似“井”字形，故曰井田
制。实则是周天子京畿之土地制度，有公田私田之分。而周礼中的井田，似乎是理想的土地制度，可行性不强，
同时难以考证。“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
九百亩，公田居一。”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因夏而来。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
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井田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
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
然后敢治私事。”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 》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
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当时的赋役
制度为贡、助 、彻。皆为服劳役于公田，其收入全部为领主所有，而其私亩收入全部为个人所有是一种“劳役
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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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是归我的……这诸子百家，他们搁那儿争来争去、争来争去的时候，你别认为他们争鸣都是
好的。如果大家都共同尊奉周天子，周天子说什么，大家都干什么，那就好了。西周的时候还行，
到东周的时候，出现了什么东西呢？大家看不上你了，为什么看不上你了？你的势力衰弱了。在
夏、商的时候——你是老大哥，但你现在势力衰弱了，我们就可以不认你这老大哥了，大哥是一
定会有的，不是只你能做。周天子他给分了这么多的国家，这就成了国家很小。这应该是周天子
内心里的一个解扣法：这么小的国家，你不可能起来的，体量太小嘛～～是不是？一下子给分出
了七、八十个国家——当时的国家才多大？我们现在看中国历史，你还认为当时有多大呢～～当
时的周，也就是山西、陕西、河北……陕西那一边儿还没有，就是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
西等，就这么大的地方，连湖北这地方都没到。就这么大一个鸡蛋壳～～就是说，那么大个地方，
一下子分了七、八十个国家，你说哪一个国家能有多大？本来呢，比那部落联盟小得多，为什么
他要分封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今天你是老大哥，你势力强，后来的时候，我势力衰弱了，你们
起来了。我现在把你们分成那么多国家，你哪一个都起不来了，我就永远是老大～～他就是这么
个想法。
我们说夏、商、周，都是圣贤。圣贤也都有自私的心嘛～～毕竟不是彻底圆满，他们也是有
自私的心理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就分出了七、八十个国家，这时候谁都起不来。你
都起不来了，而周的势力又衰弱了，怎么办呢？这时候不得了了，分封时没有想到：把控不住下
边儿的小国了——你打他，他打你，打来打去的。我认为我分出了七、八十个国家，你们谁都起
不来了。是，可你把我们分了七、八十个国家，我们难道不能兼并吗？我把他灭了，就并到我里
头了；我把这一个再灭了，这样，我的这个块头儿，就越来越大了。结果到了春秋战国，春秋的
时候还有七、八十个国家，到了战国的时候，就剩下战国七雄了。这样一来，这七个国家，其实
都比先前的部落，要大得多了吧～～周天子当时分封时，他想的挺好——我把你分成那么多的小
国家，你们都反不了了，我就应该永远是老大。可是这时候，大家都看不上你周天子了，我们就
相互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我把这些小国家，都给兼并过来了。
还有，最开始分封的时候，那是大功臣，这是家属——都是亲戚嘛，这还有点儿血缘关系。
我们中国人，我们河南人，咱都是河南人啰～～第一代是兄弟，第二代就变成了什么呢？堂兄弟、
表兄弟……最后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慢慢慢慢这感情都没了。而且，周朝多少年啊？八百年，
那么长的时间～～你过了八百年，还有亲戚感情吗？哪儿来的亲戚感情？！根本就没有了。于是
他们就兼并，到春秋战国打来打去的时候，终于出来了一个秦始皇，一把把他们都给统一起来了，
彻底给他们都灭了，全部变成了一个国家：秦。
不管怎么着吧，夏、商、周，到现在的秦朝，全是贵族治国，所谓贵族，都是有责任心的那
些人来治理国家。比如说，一群猴子吧，都是要到外边儿狩猎、采摘的，实际上是吃不饱的～～
于是，有一个老猴子起来，他说我给你们安排安排：你去打猎，你去采摘……经过他这一安排，
大家发现挺好，这一群猴子能够养活起来了。那些人是什么东西呢？其实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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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人。他要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他要是自私自利的时候，这一群猴子都会饿死的～～
所以说，最早起来的，一定是好人。可是后来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好人，他们开始管理国家的这
些人，都是好人，最开始他们都是好人。你看，周朝的时候，他分了那些国家，连同秦始皇，大
家经常认为嬴政血统不正，老说他是吕不韦的孩子，传说他不是正根儿，不算是正根儿，那人家
也是贵族。几百年以来都是贵族，贵族都是有责任心的，一定是有责任心的，他要是没有责任心，
他就不管这些事儿，他不管这些事儿，天下就会大乱的。这时候他就把这些国家给统一了。
统一了以后，他干了很多很多的事儿。我们知道，夏、商、周，他吸取教训，他说你这种部
落联盟的方法不行，后来那个分封制也不行，于是他就搞了一种方法叫“郡县制”，一切全都是
国家的。现在全是国家任命的，连一个县官儿都是国家给你任命的，都是国家给你任命的。当然
了，县官儿是很大的，不像现在全国有几千个县，以前的县官儿也没多少，州郡没多少，当然，
他的国家也没有现在的国家大……
插话：不是有九州吗？
①

九州 不是那时候的，比这早，九州是禹的时候分的，到这个时候就晚多了。不管他们怎么
着吧，他们就搁这个国家实行了郡县制。秦始皇这个人，其实很有责任心的，他要对这些全国人
都好，让全国人都安居乐业。怎样才能够让大家全都安居乐业呢？首先，文字得统一，不然的话，
你这么大的国家，我这法令朝下边儿传的时候，下边儿都不知道我在说啥，那怎么能行啊？文字
得统一。度量衡得统一……叫什么？“车同轨，书同文”等等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都是需要
一个长期的过程的。秦始皇这个人特有责任心，他一动都是千秋万代，我这个政策实行的时候，
千秋万代实行，当然了他也不是千秋万代，这个千秋万代是个形容词，表示长期才能实现、才能
见效果的。长期才能见效果的这种政策……像现在的官员那样——我才不管你呢，我现在当了县
长，我马上就要干一个政绩出来，把政绩搞出来，我起来走了、升官了，其他的，我管你呢～～
下一任县长，我才不管你的，前任留下的烂摊子，我不管，我重新再弄一个项目，这样才能出政
绩啊～～现在官员，多是这样的吧？这种情况多。但秦始皇不是这样的，我要搞一个政策，好长
好长时间才能起效，但对人是有切实好处的，于是他就搞了“车同轨，书同文”
，统一度量衡，
统一文字等等这些事儿，他都弄出来了。这是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啊～～这些事儿都是长期才能
见效的。比如说，我们中国建国以后开始推行普通话，推行了这都多少年了，你现在到温州试试，
他说吗？你到广东试试，他说吗？就是说，即使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推行普通话都这么困难，何
况那时候呢？那时候推行是多么地困难！但是，他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推行，就推行，结果老
天爷给他做对。他刚开始推行，接下来就发生了“大泽乡起义”，其实就是乱民造反，造反是很

①

九州，又名神州、十二州，最早出现先秦时期典籍《尚书·禹贡》中，是中国汉族先民自古以来的地域概念。
自战国以来九州即成为古代中国的代称，至迟自晋朝起成为汉族地区的代称，又称为“汉地九州”
。汉族先民自
古就将汉族原居地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
。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顺序分别是：冀州、
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而在周代时徐梁二州分别被并入青州与雍州，故而没有徐
州和梁州。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5%B7%9E/6127?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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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一件事儿，老百姓受苦嘛～～人家也不像历史上描述的那个鬼样子，奇奇怪怪的，因为历
史上描述的时候，你想想就不像。我们不管它了。
当时秦始皇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地图，我们中国的北边儿，北京那边
①

②

③

儿是什么国家？燕国 吧，再往这边儿来，有一个中山国 ，再往这边儿来，赵国 ……北边儿的
国家就这么大，这些国家它们就在北京那儿住，就在山西那儿住，那就是他们的老家。它们面临
的问题是什么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当然了，与内地的国家也在打，但他们面临的最主要矛
盾，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比如说，北方游牧民族打到燕国来了，燕国是不是要倾全国之力
来抵抗？它会发动全国的力量抵抗北国的入侵。那你说赵国它是不是抵抗？你不抵抗，你就死了，
它一定是倾全力抵抗的。就是说，你燕国多大？没多大吧～～一动人家北方游牧民族打到北京来
了，那你说北京人抵抗不抵抗？肯定抵抗。当时北方那些人就干了什么事儿呢？为了抵抗来自北
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他们就建了长城。他们建长城的时候，人们造反不造反？造什么反呀～～都
是保家卫国的，我就保卫我燕国家乡的，那边儿我就保卫我赵国家乡的，我怎么了不干？他们把
全国的力量动员起来去干。
可是后来，小国家的时候不是问题的问题，结果到了秦朝统一的时候，那个本不是问题的问
题，现在都成了问题。变成了什么情况呢？燕国时候，北边儿打进来了，燕国的人是倾全力去抵
抗的，可是现在到秦朝了，你叫安徽人去到北京给你修长城～～扯！我安徽人才不给你干呢。因
为我从来就没见过北方人是什么样子。啥时候北方游牧民族还能打到安徽来？你要把这个安徽
的、湖南的这一边儿的人，抽到北京去修长城～～大一统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是全国一盘棋，
是一个大国，我当然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北方的民族，我自然要打。在燕国的时候，可以倾全力
去打，但是，到了秦朝的时候，南方的人，才不愿意干呢～～于是，就找了个借口：你叫我去，
遇到天下雨了——说误了日期就要杀头，干脆我们造反去吧～～就这么着造反了。
①

燕国（公元前 1044 年—公元前 222 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 1044 年，周武王灭
商后，封其弟姬奭于燕地，是为燕召公。前 7 世纪，燕国向冀北、辽西一带扩张，吞并蓟国后，建都蓟（今北京
市）
。燕国国祚八百二十二年，在诸侯列国中始终处于中下游地位。前 222 年，秦灭赵，陈兵易水，燕太子丹暗
派荆轲刺秦，最终失败，荆轲被杀，秦王嬴政大怒，即命王翦发兵攻燕，燕王喜率公室卫军逃辽东。前 222 年，
秦王政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灭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②
中山国（前 414 年—前 296 年）
，建立者出自中山武公，是由白狄所建立的国家，因城中有山而得名中山国。国
土嵌在燕赵之间。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曾长期与晋国等中原国家交战，一度被视为中原国家
的心腹大患，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的事件。后来，晋国魏文侯派大将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三年苦
战，于前 407 年占领了中山国。后来中山桓公复国，国力鼎盛，有战车九千乘。前 296 年，被赵国所灭。
③
赵国（公元前 403 年-公元前 222 年）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国君嬴姓赵氏，为商朝名臣
飞廉（蜚廉）次子季胜之后，原为赵侯。至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奄父生叔代，叔代以下五世至赵夙，赵夙孙赵
衰事晋献公之子重耳。赵衰随重耳逃亡十九年，重耳返国为晋文公，赵衰任国政。赵衰卒，其子赵盾嗣；赵盾卒，
其子朔嗣。朔子赵武于晋平公十二年（前 546 年）为晋国正卿，赵武传赵景叔，赵景叔传赵鞅，即赵简子（前
518 年—前 458 年）
，赵简子传赵襄子（前 457 年—前 425 年）
。赵烈侯六年（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
周威烈王始命赵烈侯赵籍为侯。至赵武灵王（前 325 年—前 299 年）始称王，至王迁，前 222 年，灭于秦国。赵
国全境东北与东胡和燕国接界，东与中山及齐国接界，南与卫、魏、韩三国交错接界，北与楼烦、林胡接界，西
与韩、魏两国交错接界。国都在晋阳（今太原），前 425 年迁中牟（今鹤壁），前 386 年赵敬侯迁到邯郸（今河北
省邯郸市邯山区）
，前 372 年赵成侯立邢为信都（今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为赵之别都，赵国在邯郸、邢台定都
长达一个半世纪。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B5%E5%9B%BD/1641?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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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现在人说秦国的法律很严酷，说什么呢？晚来几天，误了日期，就要杀头。这是胡
扯！人家现在考古学家——也就是有执照的盗墓贼，他们往地下挖挖挖挖，挖出来了，秦国的法
①

律现在都在，哪有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历史学家，毛主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就是这种
情况，这些写历史的人挺坏的。他们为了什么呢？因为秦朝是个短命的王朝，所以要把所有的屎
盆子，都扣到秦朝头上：秦朝怎么怎么坏，不然的话，老百姓怎么起来造反呢？他们说秦朝的时
候，一怎么就要杀头。人家的法律，现在都在这儿放着，睁着俩眼说瞎话！但现在人们听瞎话听
惯了，瞎话才觉得是对的，都这种情况。我今天给你说谎，明天给你说谎，后天给你说谎，最后
你就认为这个谎话才是对的。这是谁说的？戈培尔，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就他说的“谎话说一
②

千遍就是真理” ，后来不知道咋就变成了说是我们的林彪元帅说的。所以，毛主席特别看不起
这些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人，这些人可坏了。所以说，再怎么着，也别得罪这些知识分子，得罪了
知识分子，他给你编一个东西呀，叫你一辈子翻不过来身……哪是一辈子呀，千秋万代你都翻不
过来身～～不管怎么着，秦始皇还是贵族治国，于是他就要做千秋万代的大业。
③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短命的朝代，一个是秦朝，还有一个隋朝 。隋朝极其厉害，杨广也是一
个极有作为的皇帝，他做的那些事儿，比其他的皇帝厉害得多，尤其是定科举制度、修建大运河
这两件事儿，彪炳千古。开疆拓土他也做了，把西域拿下了一半，打下了青海，这是中原王朝第
一次染指青藏高原……不过开疆拓土好多人都做，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还有营建东都等……人家
一直在努力地做事儿，结果他们搁后边儿造反，你说你是不是个坏蛋？没办法，坏蛋成功了，怎
么办呢？那你就成坏蛋了，你有什么办法呢？而且还是他一家子起来造反的，李渊，他是杨广的
表兄哥，还是一家人呢，他造反了。你遇见这么一家人，他给你戳，你有什么办法呢？其实都是
挺糟糕的事儿。但是没办法，人家成功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结果杨广就变成了坏蛋，其实
杨广可不坏。
还有一个是民国时候，这你倒霉透了，现在还没办法说。我们在看民国的时候，当时天下有
【丹枫】知识越多越反动（杂文）_江山文学网 http://www.vsread.com/index.php/article/showread?id=816561。知
识越多越反动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66eaf0087dd184254b35eefdc8d376eeafaa1752.html。
“知识越
多越反动”原来是这个人先说的(转载)_国际观察_论坛_天涯社区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623909-1.shtml。
②
戈培尔效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88%E5%9F%B9%E5%B0%94%E6%95%88%E5%BA%94/1590667?fr=aladdin。
③
隋朝（581 年—618 年或 619 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继唐朝的大一统王朝。581 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
位于杨坚，北周覆亡。杨坚即隋文帝，国号“隋”
，定都大兴城。随后于 589 年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
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 300 年的分裂局面。605 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令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并于 606 年颁
布诏书迁都洛阳。618 年宇文化及等人发动兵变，杀隋炀帝；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李渊称帝，建立唐朝。619
年，王世充拥立的皇泰主杨侗也被废，隋朝灭亡，国祚 38 年。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政治初创三省六部制，完善于唐朝，巩固中央集权；正式推行科举制，选拔优秀人才；建立政事
堂议事制、监察制、考绩制，强化了政府机制。兴建了隋唐大运河以及驰道改善水陆交通线。在军事上继续推行
和完善府兵制，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并改定赋役，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
清查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外交方面，隋朝盛世也使得当时周边国家和境内的少数民族如高昌、倭国、高
句丽、新罗、百济与臣服的东突厥等国皆深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影响，外交以日本的遣隋使最为著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A%8B%E6%9C%9D/196103?fr=aladdin。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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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吗？天下一个好人都没有，国民党说我们是“共匪”，我们说人家是反动派，你说一个共匪、
一个反动派，天下哪还有好人呢？那时候都没有什么好人，全都是这种情况。但是没办法呀，写
历史的人就是这么写的。
我们现在说的是秦朝，他们是干嘛的？是贵族治国，特别有责任心，但是很快就大泽乡起义，
就搁后边儿戳开了，他一戳，后边儿那些先前的六国贵族，他们都起来造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①

②

项羽 ，楚国的后裔，他们起来造反，要推翻秦朝。这时候还有一个刘邦 。奇了怪，最后是刘邦
胜了，竟然把项羽给打翻了，你看这要命的～～这东西真是说不清，天下大势谁都没办法，结果
刘邦上台了。这个刘邦的上台，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前的时候，都是贵族治国，结果
到他这儿，现在有人说刘邦是流氓。但不应该叫流氓，也算不上流氓，就叫小人治国吧～～我们
过去的时候，“贵族”是跟“小人”对应的，贵族那是高层、精英，对应的，平民就叫小人。我
们现在说“小人”是骂人的话，有一个道德的贬义在，当时的小人可不是贬义词。当然了，我们
现在都说刘邦是一个流氓，但是当了皇帝就不能说是流氓了，人家称皇帝了。
称皇帝以后，他会不会治国？根本就不会。前边儿的贵族……就相当于说家族中间，治国，
他就看，有那些东西就是看着看着看会的，也就是说，我爷爷是怎么治国的，我父亲是怎么治的，
到我这儿了基本上托住这个就来了。但是，刘邦他干过什么呢？我就干过亭长～～我当个亭长，
你叫我干这个可以，那么大一个国家，怎么管？啊，这么大～～怎么弄啊？不会弄。不会弄的时
候，去他的，我不管了。他就不管了嘛～～他完全不管了。他不管的时候，反而好了。好成什么
样子呢？就相当于说，那时候不是打仗吗？经过多年打仗以后，老百姓最烦打仗了，好不容易稳
定了，赶紧过几天好日子吧。你不管了，把老百姓的主动性却给提升起来了，于是那几年国力就
发展了。你反而不管了，国力发展了，于是写历史的那些混账东西们，就说成了汉朝最开始的时
候是“无为而治”。你扯淡！什么叫无为而治呢？你是根本不会！他干脆不管了。他说无为，历
史学家就干这事儿。他会拍皇帝的马屁的～～所以他们写成了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这是道家
吧？道家。他们写成了实行了道家的思想，进行了无为而治，国家休养生息。哪有那回事儿啊？
那是不会治国。不会治了，他就不管了，他一看：诶，不错呀，这几年国力还发展了，挺好！他
①

项羽（公元前 232 年―公元前 202 年），项氏，名籍，字羽，楚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孙。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
“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在吴中（今江苏苏州）
起义反秦，项梁阵亡后他率军渡河救赵王歇，于巨鹿之战击破章邯、王离领导的秦军主力。秦亡后称西楚霸王，
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实行分封制，封灭秦功臣及六国贵族为王。而后汉王刘邦从汉中出兵进攻项羽，项羽
与其展开了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期间虽然屡屡大破刘邦，但项羽始终无法有固定的后方补给，粮草殆尽，又猜
疑亚父范增，最后反被刘邦所灭。公元前 202 年，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
，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
乌江镇）边自刎而死。
②
刘邦（公元前 256 年冬月二十四—前 195 年四月二十五），即汉太祖高皇帝，沛丰邑中阳里人，汉朝开国皇帝，
刘邦出身农家， 秦时任沛县泗水亭长，因释放刑徒而亡匿于芒砀山中。陈胜起事后不久，刘邦集合三千子弟响
应起义，攻占沛县等地，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任砀郡长，被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马。公元前 206 年十月，
刘邦军进驻灞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鸿门宴后封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楚汉战争前期，
屡屡败北。后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击败项羽后，统一天下。公元前 202 年 2 月 28 日，刘
邦于定陶氾水之阳即皇帝位，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公元前 195 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
重不起，同年崩，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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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干嘛呢？刘邦给匈奴打那一仗叫“白登之围” ……刘邦把项羽给打败了：诶，你不是名将之
后吗？名将之后也没关系呀～～还不是被我打败了吗？他就认为他了不得了：去打匈奴去！你还
认为你能打得过呢？然后他就干嘛呢？他打匈奴，结果匈奴把他给围住了。匈奴把他给围住以后，
可匈奴也不会打仗。匈奴都把刘邦给围住了，都把皇帝给围住了，结果陈平干了什么呢？行贿，
给王后送个东西，竟然把刘邦给放了——你这叫什么打仗？这就是完全不会打仗嘛～～这叫什
么？完全是闹着玩儿的，匈奴人是闹着玩儿的，他不会打。匈奴是干什么的？是抢东西的。你皇
②

帝，皇帝好干什么？我们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我把你皇帝给抓了，我看你怎么办？
他不知道要这个皇帝好干啥？！陈平给他送了一个东西，诶，这个东西挺好、这个东西挺好，觉
得比皇帝好，居然就把皇帝给放了，这简直是开玩笑。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历史啊，多么
多么宏大，历史就是玩笑！就在这个玩笑中间，历史的走向就不一样了。
不管怎么着吧，刘邦那时候，我还以为我还挺能干的，结果打仗打不过人家，算了！他就彻
底完了，就是说他的精神就垮了，完全变成了——我不管你那东西了。他死了以后，惠帝，刘邦
是汉高祖，下边儿是惠帝？惠帝的时候干了点儿什么东西呢？惠帝实际上是没有权的，那是他老
妈吕后专权。然后再往下边儿是谁呀？文帝、景帝。这都多少年了？六十多年过来了。就在这个
③

时候，诶，中国出了个二百五——汉武帝 ，他二百五成什么样子呢？他一看：诶，我怎么这么
有钱？你这钱从哪儿来的？这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你还认为你很能干的。人一有钱的时候，就
发生个什么东西呢？膨胀！我有钱了，我就要挥霍。我挥霍，我朝哪儿花呢？没地方花呀。也就
是说，人钱太多的时候，他花都没地方花。诶，我打仗玩儿玩儿，就打！当他出去打的时候，打
仗是需要借口的，于是他就说：你看，匈奴老欺负我们，于是我们就要还击。什么呀？扯淡！他
们是欺负我们了，但是你可不知道，我们去打仗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先打人家的，差不多都是我
们去挑衅人家的，我们去挑衅人家，这才打开了。
④

汉武帝为什么要去打匈奴 ？你们在网上查查。他编了一些理由。当时匈奴单于给汉朝写了
白登之围，是公元前 200 年（汉高祖七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的
事件。公元前 201 年（汉高祖六年）
，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
32 万大军迎击匈奴，先在铜辊（今山西沁县）告捷，后来又乘胜追击，直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时值寒
冬天气，天降大雪，刘邦不顾前哨探军刘敬的劝解阻拦，轻敌冒进，直追到大同平城，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
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 7 天 7 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
计谋，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妻）行贿，才得脱险。
“白登之围 ”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
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
②
杜甫，
《前出塞》
。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
陵，岂在多杀伤。
”
③
刘彻（公元前 156 年－公元前 87 年）
，即汉武帝，西汉第七位皇帝。汉武帝十六岁时登基，为巩固皇权，中央
设置中朝，为加强对诸侯王和地方高官的监察，在地方设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
的郡国守相。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解决王国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
央。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汉武帝时期
攘夷拓土，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开创了汉武盛世的局面。但在
位后期穷兵黩武，又造成了巫蛊之祸，因此留下负面影响。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汉武帝下罪己诏。后元二
年（公元前 87 年），汉武帝崩于五柞宫，享年 70 岁，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
④
http://www.sohu.com/a/225360250_119977。汉武帝究竟为何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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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封信 ，说吕后，我丧偶了，你是寡妇，咱们是不是“易其所无”，国书怎么能这样写？但就是
这么屈辱的信，吕后也忍下来了，这太屈辱了，于是汉武帝就要打他……把这一段历史找找试试，
可有趣了……先是一个叫聂壹的设了一个计策，说把匈奴骗到马邑，然后在马邑把他们消灭掉，
结果被匈奴识破骗局，马邑之谋就失败了。后来出来了卫青、霍去病，打过去了。打过去是打过
去了……我们现在说卫青、霍去病确实很厉害，打过去了，实际上没把匈奴打下去。后来再派李
广利去打，汉朝反而失败了。汉朝打匈奴了好多年，总想着把他给解决了，结果我认为我能解决
掉，打一次，不行，打一次，不行……到汉武帝六十七岁的时候，彻底死心了，因为汉帝国已经
千疮百孔了，把国库消耗光了。后来真正把匈奴打下来的，是汉宣帝。经过几十年战争，汉武帝
回头一看，呜呦，我把我这国家弄得呀，我本来那么有钱，结果现在钱都花光了，钱都花光了也
没把人家打下去。但是，不管怎么着，他这是一次打、两次打、三次打、四次打，这种不屈不挠、
屡败屡战的精神还是有的——其实这精神历朝历代都有：不是不想打，是没那么多钱，国力不行
的时候，支持不了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而已。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我们再看他的思想界……最开始的时候，汉朝是用的道家无为而治。无
为而治就是什么都不管，这是历史学家说他是无为而治的，其实他也没有把无为而治做为官方意
识形态，他是什么都不知道，他是不会治。他不管了以后，当人们有钱的时候，老百姓有钱了，
国家也有钱了，饱暖思淫欲，坏事儿就开始了。当有坏事儿的时候，这是你的国家呀，你不管会
行啊？那么，文帝、景帝这时候就开始管，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你说怎么管？他们就想了些办法，
中间就发现了一些问题，特难处理。难处理成什么样子呢？国家没有凝聚力。你说是无为而治，
其实你是什么都不会，你要是真是无为而治也好，瞎好它还是道家思想，当国家把道家当成一种
思想资源的时候，发现道家不行。为什么？道家他搁那儿搞什么“小国寡民”，你这不是扯吗？
我有这么大个国家，你叫我“小国寡民”
，难道我把它分了吗？所以道家其实是不行的。这时候
没办法了……最开始的时候，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这时候怎么办？
我不管了，当然了，历史学家写他是无为而治，实际上这中间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矛盾在哪儿
呢？说它无为而治的时候，它是小国寡民，这时候跟这个大国家，明明显显是合不起来的。我们
就不管它合起来合不起来……就相当于说，给皇帝贴金，结果贴了个“无为而治”
，可是贴不上，
这时候怎么办？整个国家你不管的时候，人们就没有凝聚力。最开始在他们还没钱的时候，他们
会千方百计拼命的挣钱，别的什么都不管，这时候意识形态问题还不大。可是当他有钱的时候，
思想一混乱，那就不行了，一定得把国家凝聚起来。怎么凝聚？靠什么来凝聚呢？我们需要一种
思想，我要什么思想？不知道啊～～我想啊，我们曾经有很了不起的思想资源，儒家、道家、法
家、墨家等，都是很伟大的，这时候就成了：总得找一个吧。经过比较，选中了谁？儒家。谁选
中的？汉武帝。其实跟董仲舒，真的没有多大关系，虽然说关系不大，汉武帝提出这个战略构想，
①

《汉书·匈奴传》中说——使使遗高后曰，
“孤偾之君，生於沮泽之中，长於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
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
http://www.shicimingju.com/book/hanshu/1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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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谁来实施？丞相田蚡 来实施，他们两个把儒家给推起来了。但是，后人写历史的时候，就发
现了这个事儿——汉武帝不是个好东西，我不能朝你身上贴。田蚡呢，又是个小人，是个坏蛋，
这也不能朝他身上贴。既然是选了我们儒家，那我们就在儒家中间找一个人物，找到了谁？董仲
舒，于是就说董仲舒给皇帝提出这个建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管怎么着，反正这个
②

事儿就成了 。
我们看，最开始儒家，周公那时候就开始有了，到了孔子、孟子，再到董仲舒的时候，这中
间都是隔了好多年？周公到孔子，几百年吧；孔子到孟子，中间又是空了几百年吧；孟子到董仲
舒，中间又是空了几百年吧。到唐朝出现了个韩愈，韩愈不是有《原道》吗？这有多少年？又几
百年吧。从韩愈跳到宋张载、二周、朱熹这一帮子，是不是又隔了好几百年？所以说，不要想着
说第一代传第二代，第二代传第三代，没这回事儿。都是隔上多少代，才能够再弘扬起来的。
我们再看，这时候汉武帝他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变成了国家的官方
意识形态。汉武帝有了这个战略构想，你总得有配套的实施方法吧，一系列的实施方法就有了。
这时候既然是儒家，得把儒家的经典抬高，思想的解释方法得统一起来吧，因为人的各种想法是
不一样的，你别看这是同一本书，你这么想、他那么想的，我们得把解释权拿到手。怎么才能拿
到手？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按照我的这个解释方法，你们来当官，这叫什么？“禄利之路然也”
③

，这是《汉书》中间的原话，就是说，他们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开始把这个当

成“勾”
，把天下的那些读书人，都给你钩到我这里头来了，你们只要照我这个说，那你们才能
得到好处。其实跟现在是一样的，朝廷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都一样。现在的时候，国家领导
人说一句话，下边儿社科院的专家、各个高校的教授出来，说领导人说的怎么怎么怎么对，于是
你设一个课题，支持你这个课题就给你好多好多钱。你总不能：国家领导人说了个什么东西，我
搁那儿说，你说的不对呀～～你肯定得说他对，你说他对才给你钱嘛～～但给你钱的时候，你得
有一个名目，我们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一个课题……现在不是有个“梁家河精
④

神” ，知道吧？给“梁家河精神”支持了好多钱……现在这个好像出了点儿问题，我们不管他

田蚡（？—公元前 130 年）
，西汉时期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西汉外戚大臣，武帝时期的太尉和丞相。孝
景王皇后的胞弟。田蚡相貌丑陋，巧于文辞。魏其侯窦婴掌权时，田蚡还是个郎官，往来于窦婴家，陪窦婴饮酒，
时跪时起，对窦婴的恭敬就好像是窦婴家的晚辈一样。建元元年（前 140 年）
，刘彻登基，为汉武帝。同年田蚡
被封为武安侯，拜太尉，后迁丞相，受到赵绾、王臧的牵连被免职。建元六年（前 135 年），太皇太后窦氏去世，
田蚡再次登上宰相之位。田蚡得志后，与窦婴有许多纠纷，包括相约迟到，与索求土地不遂等；田蚡娶燕王女为
夫人，在婚宴上灌夫使酒骂座，田蚡向武帝“劾灌夫骂座不敬”，将灌夫处死。窦婴怒而揭露田蚡与淮南王来往，
田蚡心生怨恨。后来，窦婴以“伪造圣旨罪”被斩首。窦婴死后次年春天，田蚡病倒，病中喃喃口呼谢罪，家人
请来能视阴阳鬼事之人，得知是魏其侯窦婴和灌夫两鬼守住田蚡，鞭笞索命。群医束手，只能眼睁睁看着田蚡不
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0%E8%9A%A1
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2775eb0102y8b2.html?tj=1。司马光篡改历史，造了董仲舒这尊大神。
③
班固《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
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
[④]
弘扬梁家河精神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http://news.12371.cn/2018/05/30/ARTI1527664401987804.shtml。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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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事儿。现在是这样，你放心，中国古代就是这样。
皇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召得一大帮人围到了皇帝的身边儿，当这种人集中
多了，就变成了什么？主流。当他们变成主流的时候，就不得了。因为什么呢？历史是不看我们
老百姓的，老百姓干了什么事儿，朝历史上写不写？是不写的。我写的是什么？中国的历史书是
①

什么？“帝王将相的家谱” ，那都是写帝王将相的，老百姓我才不管呢～～我不能说我不管你，
你要是欺负他太狠了，他起来造反倒是挺麻烦的事儿，但历史写的都是帝王将相。他们把这些跟
皇帝想法一致的人，变成了主流的时候，于是问题又出来了。出来了什么东西呢？就相当于说，
他们把这部分人集中起来了，人应该是什么东西呢？春秋战国的时候，为什么思想能够繁荣？因
为各种各样的想法相互打架，相互打架、相互争论的时候，它们都表现出了最好的一面。现在没
有人给儒家争议了，于是儒家中间不好的那一面就出现了。出现了什么呢？现在老天爷下大雨，
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下大雨？正常的雨没关系——下的老大，成灾了，为什么成灾了？皇帝不
干好事儿。啊？皇帝不干好事儿？正是因为皇帝不做好事儿，老天爷才降灾的。你说，这个地方
出地震了，这是因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官员做坏事儿了……这东西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中间这
②

么解释的，他这叫“天人感应” 。啊，那边儿天上出了一个扫帚星，流星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什么正常啊？这不能说正常吧，肯定这个地方有冤屈，这个地方官员判案不清楚，皇帝就得派人
下来查查，你这个要命的。但是，你放心，没关系，当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这就是真理。可
是，都这么说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他们都变成了这个的时候，慢慢慢慢……就相当于说，一块儿
豆腐放这儿，挺好，但是豆腐太大了，自己把自己就压垮了。你们都是儒家的时候，你们都围到
这儿，但围了多了以后，我怎么养活这些人？人都养活不起。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呢？光会卖嘴，
他会卖嘴。行政问题，它也可能行，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人
③

都养不活，我看你弄什么？于是这时候出了个桑弘羊 ，搞了个盐铁论，实际上就是专卖，国家
把它收回来，国家专卖，国家来做生意，这东西不让老百姓干。就像我们刚解放以后，搞的“公
私合营”一样，全部变成国家的。但不管怎么着，这也算是个解决方法，能行不能行？那儒家还
不干呢，儒家说，这个好像不符合我们经典上的说法。人、钱，从哪儿来？不符合，不符合也得

①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
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919/23/37263053_788089947.shtml。梁启超《新史学》里也有这样的观点——
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2016326.html。
②
https://baike.baidu.com/item/董仲舒天人感应论/1817797。这个则仔细些 http://book.hzu.edu.cn/303883.html。
③
桑弘羊（？—前 80 年）
，河南洛阳人，西汉时期政治家、理财专家、汉武帝的顾命大臣之一，官至御史大夫。
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十三岁时以精于心算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前 120 年）起，在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后推
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
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随后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
农等职。后元二年（前 87 年），汉昭帝即位，桑弘羊迁任御史大夫，与霍光、金日磾等受武帝遗诏，同为辅政大
臣。始元六年（前 81 年），盐铁会议召开，因贤良文学指责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与民争利”
，桑弘羊
与之展开辩论。会后，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其他政策仍沿袭不变。元凤元年（前 80 年）九月，桑弘羊因与
霍光政见发生分歧，被卷入燕王刘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牵连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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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你给我解释。明明显显不符合我思想的，我还得说它合理，你说我憋屈不憋屈？可憋屈
了。明明显显是谎话，是不对的，但是我还得说他是对的。最开始他说的时候，他的心里可憋屈
了，他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但是没关系，说不出来，你慢慢说，说着说着说习惯了就行了。
这个难受的呀，难受得不得了。
那你说，不说钱行不行？不行！不谈钱就是耍流氓。国家财政问题咋解决？一定得让儒家把
这个事儿给合理化。
这时候就到了汉朝后期，天下乱起来了。汉朝前期的时候，天下还是统一的。但到了东汉、
西汉交界的时候，有人起来造反了，谁？
插话：王莽？
不，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不是坏人。造反者都是坏人。
①

“绿林赤眉起义” 嘛～～最后赤眉军投降的地方，就在我们宜阳县三乡那儿，他们投降的
时候，那个受降台还在，就在五华寺里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发现不行，一定得再解决……
就是说，最开始提出来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在儒家出了问题，怎么办？遇到问题就解
决问题嘛～～现在儒家有了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儒家变成了“天人感应了”等，
这等于说皇帝本来是用你们的，结果给皇帝戴了一副枷、限制了皇帝，那还得了～～该怎么处理，
难道以后不要儒家了，再换一家，那该换谁呢？墨家？也不行；道家？好像也不行；法家？好像
也不行……不是不行，而是我知道你们太厉害了。当初，春秋战国的时候，你们比儒家都不弱，
你们不输我儒家，甚至还盖过我儒家。可是，我现在既然已经选定了儒家，我不能打自己的脸
呀～～怎么着，朝廷还是汉朝，我能说我的祖宗弄错了？我说我自己弄错了，这还能行，我说我
老爷爷弄错了？能这么说吗？不能这么说的！这样，中国的各家思想资源，再没办法扶起来一个。
因为什么呢？如果我把墨家扶起来、把道家扶起来……他比我还厉害，那他如果把我再给弄翻了
怎么办呢？那就不能要它了，于是汉明帝就开始做梦了（众笑，鼓掌）。这时候汉明帝才开始来
做这个梦，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儒家出了问题，怎么来解决？必须得有一个来给他做对手
的。来给他做对手、唱对台戏，就能够把儒家中间的那些不好的地方，给你对治掉，让你好的地
方表现出来～～但你好的地方还不能太好，你太好的话……就相当于说，墨家、道家，你们比我
还厉害，会行啊？不能要的。于是叫谁来？搁西方请一个来。我请一个过来，你是什么呢？外来
的吧～～你即使再厉害，强龙不压地头蛇，你还能把我儒家给压了？不可能的～～于是，汉明帝
说做了一个梦，傅毅就给他配合说那是佛，这样一唱一和，就开始把佛教请过来。把佛教请过来
干嘛的？就是来对治儒家中间的这些不好的，对治儒家的魔性。
①

绿林赤眉起义(绿ｌù) : 新莽末年农民起义。王莽改制加深了人民苦难。公元 17 年，王匡、王凤发动起义，因
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绿林军”。后出山分路进击，迅速壮大。次年，樊崇等在莒县(今属山
东)起义，聚众数万，因以赤色染眉为标识，故称“赤眉军”。绿林、赤眉军与王莽军连年激战。23 年，绿林军
拥西汉皇族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并攻占长安、洛阳，杀王莽，推翻新朝，刘玄移都长安。樊崇赤眉军在更始政
权建立后曾表示归附更始政权，因受排挤而率兵往关中，25 年立刘盆子为帝，年号建世，不久攻入长安，消灭
更始政权。次年退出长安，后为刘秀军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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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时候把他请过来以后，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佛家有多深多浅，我想用它又不敢
用它，不敢用它又得用它，这是矛盾的心理，可难受了。于是，把你们老老实实地供起来，供在
了白马寺，对他可好可好了，好吃好喝，但是不能出去，就这么圈起来了。对他可好了，翻译经
典，好，翻译经典，待遇很高。你叫我养老啊～～我们从印度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我来干啥嘞？
这些人都是有宗教情怀的。佛教是干嘛的？佛教是弘法、成佛、度众生的，你把我养这儿～～我
干啥？可难受了，那个时代难受也没办法。于是佛教就在皇帝、贵族中间暗莫洽的流传。这个时
①

候，出了一个人，叫刘英 。
刘英，听说过吗？楚王刘英。那么，把佛教圈在了皇宫中间……当然了，不是搁皇宫中间，
是把它圈在白马寺，还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让你出去，就这么圈着。结果刘英跑出来了，刘英
接触了佛教以后……佛教最开始说什么？汉明帝把佛教请过来以后，说，我这儿请过来一个玩意
儿，大家都来看，都来接触，都要知道它在说什么。于是，和尚就在他们中间，稍微给说说。可
那和尚们可会说了，最开始是请的迦叶摩腾、竺法兰，那是阿罗汉啊～～开玩笑嘞，那可能说了。
你都不敢跟他见，不见还好，一见他，就被他给说服了，结果刘英变成了他的徒弟，就服了他。
说是这佛教真好，佛教是好，从道理上服了，但是我的习惯还在。刘英他是楚王嘛，那是贵族。
可最后刘英造反，汉明帝就把他贬出去了，贬到了安徽的宣城一带。最开始是把佛教圈在皇宫中
间，因为刘英造反，把刘英给贬出去了，结果他把佛教给带出来了，简直放出来了一个“恶魔”～～
佛教太厉害了，又能说又能辩，出来以后不得了。佛教最开始在哪儿传播？先进入中原以后，就
是在洛阳，随后就在宣城那一带，到现在这是佛教传播的最早的几个地方。当然了，也不光在宣
城，佛教还往外传播，还传到了徐州这一带的地方，那一片广大地区。到这儿就不说了。然后就
往后传，传到了啥时候呢？但是你再能说、再厉害，毕竟来说是刚开始。除了这几个人物，我们
现在资料不是太全的。翻译经典，没什么翻译经典，就是《四十二章经》等等，有限的五、六部
在那儿流传。最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把佛教当成什么东西呢？人不是爱钱吗？爱钱不是想求钱
吗？求钱怎么求呢？塑一个神像，塑一个摇钱树，塑摇钱树的时候，就把佛像塑在了摇钱树下，
这是把佛当成财神爷了。还有一个，中国人不是有“月老”吗？以前的人交往不是太多的，你看
以前人成亲，几乎都是在自己方圆的家族之内，女的跟男的他们经常不见面。见的时候，在哪儿？
就见他的表兄弟呀、表姐妹呀，都是这些人，这时候就需要个月老……佛教简直是变化无穷，一
会儿是财神，一会儿是月老，一会儿是什么，都有。这个我们也不管它。但是，他的思想是传不
出来的。就是说，民间知道佛教了，但那个时候佛教思想是传播不开的。这中间差不多一百多年、
不到两百年，佛教是了无声息。请过来了没有？请过来了，怎么对待它，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

①

刘英，东汉楚王，为东汉光武帝和许美人所生。后因为图谋取代汉明帝被废去王位，而后自杀。据荷兰汉学家
许里和研究，约在公元 50 年前后的这段时期，佛教已经渗入淮北地区、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这一数
省接壤的广大区域。当时的彭城是非常繁华和开放的城市，也是这个区域里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同时，彭城还
坐落在丝绸之路从洛阳向东延伸直到东南地区的大路上。就是这个城市，在公元 1 世纪中叶，封于此地的楚王刘
英的府内居住着由僧人、居士组成的僧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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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好吃好喝好养活，就是不让你传。结果刘英把它带出来了，但刘英的身份不好，因为他造反，
是反贼嘛～～虽然说把你带出来了，但是是反贼把它带出来了，这要命的。你要说是一个正面人
物把它带出来，还好些，结果一个反贼。虽然说在民间传播，传是传了，但传的不好，都不是太
兴盛的。
这时候，遇到了一个机会——汉末的时候天下大乱，这中间有一个人叫牟子，他写了一本书，
叫《牟子理惑论》，大家可以下去看看。现在看起来《牟子理惑论》是很简单的一篇文章，但在
佛教历史上太重要了。最开始叫《牟子治惑论》
，后来到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李治，就不
能用“治”字了，就改成了《牟子理惑论》
，所以到现在一直是叫《牟子理惑论》。
这时候到哪儿了？就到了汉朝末期，这时候基本上是从汉灵帝这儿开始吧……汉灵帝的时候
①

不是天下大乱吗？通常说桓、灵之世，那时候天下还不算大乱，那是“十常侍” 时期来了，反
正是不好的事儿都开始出来了，我们一说天下大乱的时候，都是从那时候开始，实际上那时候还
没有。那时候宦官和外戚发生争执……其实这个东西怨不得别人，这是中国政治中间的去不掉的
一个刺儿，没办法，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那时候江青为什么能干政呢？就是这个刺儿。这时候，
皇帝位子要往下传，传给谁？中国实行的是“嫡长子制”，老大，他是最大的，那就是他了，但
他得是正房所生的，你不是正房所生的还不行，一定是“嫡长子制”。哪怕嫡长子有点儿傻，也
得是他——因为皇帝其实不是太重要的，丞相只要能干，就没有啥问题。但每个朝代到后期的时
候，咱们看，差不多都是小皇帝吧～～皇帝还小，这时候他用谁？没办法，那只能是信他妈妈。
皇帝他信谁？小孩儿不都是这样嘛～～比如说，你打我了，都是哭爹叫娘的，那都是叫妈的，妈
跟他最亲了。所以说，小孩儿忒小，相信他妈。他相信他妈，他妈相信谁呢？相信我娘家哥，别
人我相信谁？我没办法相信，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样。我娘家的哥哥，我们这是一奶同胞，这
肯定不会害我的，我就相信他们。这就变成了什么东西呢？外戚。可是小皇帝他会长大的，小皇
帝慢慢慢慢长大了，啊？我舅当家儿，我当不了家儿，他就给他舅舅发生了冲突。跟他舅舅发生
矛盾的时候，那是他舅，怎么办呢？我们老百姓还说“娘舅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但是涉及
皇位的时候，什么筋不筋的？筋也不行，他一定要把皇权给夺回来，要把权力拿回来，他相信谁
呀？只能是从小就搁他身边儿的人，从小就陪着他玩儿的，陪他长大的那些人，他最相信，这些
人是谁？宦官。所以说，要不然是小孩儿小的时候，是外戚当政；小孩儿长大的时候，宦官当政。
他们就是一会儿外戚、一会儿宦官，一会儿外戚、一会儿宦官，基本上一直都是这种情况。
②

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中原天下大乱了，谁出来了？“黄巾起义” 起
来了，还有董卓作乱，这会儿的黄巾起义，内地是这样的。这时候，牟子，他是个有远见的人，
①

十常侍指中国古代东汉（公元 25 年—220 年）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
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个宦官。他们都任职中常侍。
②
黄巾起义，是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开始于汉灵帝
光和七年（公元 184 年）
，起义的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
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揭竿而起，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
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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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这个不对劲儿，政治敏感度比较高，我就跑吧。他跑到哪儿呢？跑到越南去了……现在叫
①

越南，当初叫交趾 ，原来那儿是中国的领土。你中原在打仗，我就朝边地跑，就跑到了越南。
我是当官儿的，我到哪儿都是当官儿，中原不行了，就给皇帝说我到边地去当官儿吧，皇帝说行
啊。牟子是广西人，我到边地当官儿行不行？行，就跑到越南现在河内那个地方，当太守。这时
候他接触到佛教，就写了一篇文章，
《牟子理惑论》
，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佛教论文。这篇论文
重要成什么样子呢？中国一直是“道教”——就是道德教化这个意思，可并不是宗教的道教。老
百姓是小人、没有文化，需要当官的来实施教化，这一提升叫道教。《牟子理惑论》中间说什么
呢？佛教是大道。你想干啥？！我叫你佛教来是干嘛的？是来帮助我儒家的，在思想意识形态方
面帮助儒家的，结果你竟敢是大道，你想干啥？！我是大道，你来帮助我的呀～～到这儿了，你
是大道！我还不灭了你！但是，他现在管不住了，天下大乱，只顾着搁那儿打仗嘞，而且后来三
国打来打去、打来打去——那时候还没三国鼎立，但反正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根本顾不着
越南那儿还有一个人起了“坏心”
。这边儿顾不着他，于是在那边儿他的想法就传出来了。当内
地平静了以后，就到晋朝的时候了，当知道这个人的时候，他早就死了，那你就没办法了，但是
他的想法已经传出来了，它是大道啊～～
我们知道，最开始的时候是儒家，儒家在此基本上是破产了，那时候汉武帝提出来“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天下竟然收拾不住，儒家就破产了，这时候佛教进来了，他搁那儿想着
争大道。他想争大道，中国的传统允许这样干吗？绝对不允许的。中国历代的正统的朝代是什么
呢？汉，下边儿是魏，然后两晋、南北朝。曹操这个人，实际上他讲不讲儒家？他是不讲的～～
但是，他杀孔融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理由？孔融不孝。孔融怎么可能不孝，那是孔子的后代呀～～
我是儒家，儒家是我老祖宗的，我怎么可能反对我老祖宗呢？但是，就得杀你！因为什么呢？他
②

说跟妈妈是什么关系？“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就是说，妈妈只是
一个容器，那不就是一个瓶子吗？现在孩子生下来了，已经不在这个瓶子里了，还要瓶子干嘛呢？
所以跟妈妈是没有关系了～～你有这样的想法，那还得了？就得杀你。其实，曹操杀你，他自己
都不是这个意思，他用的是孔融不孝的名字而已。“孝”的观念，恰巧是儒家的吧～～这是儒家
的一个标志性东西。实际上曹操他才不管这个的，这中间他说只要是有本事的人，都可以来当官。
③

他发了个《求贤令》 是这么说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你只要有能耐，都叫你使出来，
“唯才是

①

交趾，又名“交阯”，中国古代地名，先秦时期为百越支下骆越的分部，初期范围为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一带。
秦朝以后，设“交趾郡”
，为今越南北部。汉朝之后其地域范围历经演变，东汉时将交趾更名为“交”州（南交），
交州最大范围及其文化遗迹位包括今广东省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
今越南北部地方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交趾郡治交趾县即位于今越南河内。后来汉
武帝在全国设立十三刺史部时，将包括交趾在内的 7 个郡分为交趾刺史部，后世称为“交州”。
“交趾”一名在南
越国时代之前已有之。交趾名称来源于《礼·王制》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雕题是纹脸，交趾注曰“足相向”，
就是盘腿。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解释为：《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
。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
曰交阯。
②
《后汉书》卷七十。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hhansu/hhsu_076.htm。
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操《求贤令》
：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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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但他杀孔融，仍然是以不孝的名义。
后来到了啥时候？魏朝不行了，到了晋朝的时候，还是用的孝这一套儿。实际上孝不孝我不
管你，但我一定要打出孝的旗号，那就是说儒家还是他根本性的旗号。我们看《三国演义》，刘
备啥都没有，一个卖草鞋的出身，但他跑到朝廷那儿的时候，皇帝认他是叔。皇帝认了就中嘛～～
他再出去卖弄的时候，老是说“我是大汉皇叔”
，这就是一个政治旗号，这就是儒家的观念。后
来晋朝有一个人叫习凿齿，苻坚打襄阳的时候，抓了两个人，一个是道安大师，一个就是习凿齿。
他说我十万大军下襄阳，抓了一个半人，一个人是道安，半个人是习凿齿。为什么习凿齿是半个
人呢？因为习凿齿是个残疾，好像是脚有毛病。然后就是司马家，司马家打出来的旗号，仍然是
以孝治天下，那都是儒家的想法。习凿齿干了些什么呢？他判定谁才是正统？中国的历史，我们
一直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但习凿齿判定魏不是正统，而蜀国才是正统。为什么？汉朝，刘
家天下吧～～蜀汉，还是刘家吧，皇帝都认人家是叔，那还是刘家天下，认为蜀汉才是正统的，
不管他们的这一套……
几点了？不能再说了，时间不早了，说说说说多了，休息。
（2018 年 9 月 25 日）

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
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
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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