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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郝涛涛

远不惑，近天命
我们对!十"总是赋予许多内涵和

寄托#十年寒窗$十年磨剑#十步芳草$

十全十美%%每一个成语#毋庸细嚼#

那些无限遐想和哲思扑面而来&

说到年龄#你会发现每一个年龄

段的称谓# 二十岁走起# 从弱冠$而

立$不惑#一直到期颐#皆以每十岁为

一个台阶递进&

弱冠前# 我常常夸大自己的年

龄#以示成熟#那个时候我盼望快快

长大# 好到外面的世界踅摸踅摸'过

了弱冠#又期待着而立之年的尽早到

来# 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光

宗耀祖&

过了不惑#我反倒无语了#不经

意地醒过闷儿来# 发现每一个年龄

段#都可能是一个起点和劫数&把十

年视为一个阶段# 那么每一个起点#

均暗藏着劫数&起点充满着希望和诱

惑 '劫数 #意味磨难和成熟 &成住坏

空#顺其自然吧&

年轻时#觉得五十岁是一个遥远

的岁数&弹指间#它就在我不远处一

动不动地站着&!不惑"的那个节点已

被抛在了身后#我的正前方是!天命"

的霜鬓&感叹光阴荏苒根本就是亡羊

补牢的事#该发生的$该失去的皆成

事实&

记得那一年#作家周晓红当时正

赋闲#嘱我郑重其事地在公主坟附近

一个价格不菲的餐厅请了顿饭&席间

按我的生辰八字#画了张命牌#定义

了我的人生未来&

周晓红的父亲是共和国的开国将

领之一& 多年前她弃文从商# 搞了个

!晓红时装"#赔了数百万后偃旗息鼓&

她精通易经八卦#在港澳台有诸

多俯首帖耳的!粉丝"#颇有些人气&

前些日我整理书信# 翻出那张命牌#

逐一研读#尚没找出一条应验的&

不过周晓红当时执意要我改名

字的#一口气给我取了三个可以改变

命运的名字#供我选择&我内心的不

以为然# 驱使我固执地沿用原名至

今&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命牌中的预

言无一例契合&

前些日帮人蒇事#给难得联系的

同学打了个电话&寒暄中#得悉他在

老家和省城开了十多家茶楼#一跃进

入了!土豪"的队列&

挂完电话#自愧不如之后#内心

惶然兢惧&检阅自己徒有四壁#两手

空空#仍像个老蜗牛#还在深一脚浅

一步地探行#顿感前程渺茫&

在校时#我的这个!土豪"同窗#

老师是不太喜欢的#同学们也常常拿

他当笑料& 尽管许多功课不及格#但

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业# 竟然熬到毕

业&他的执著#就是他成就自我的秘

笈&天性的执著#必然是成全自己的

基本要件&

命运若是天赐# 机会则靠自己把

握&当遭遇挫折#困于失意和不幸时#不

是抱怨就是责备#终将无济于事&就在

这自我悲悯的踟蹰之间# 回过头一看#

有多少人已从你背后如飓风般的驰过&

再说#成功和失败#一时之间是

难辨难分的& 成功和失败的定义不

同#结论大相径庭&关键还是要看自

己怎么对待&你说我失败#我自己认

为是成功的#那是最好的心境#是真

正成功者的机杼&

说到做人#我这个人太明察秋毫#

难免陷于孤独'遇过的机会很多#但一

一失之交臂&这点#给我画下命牌的周

晓红当初说得入木三分# 所以当年那

顿饭#就凭这点也值了&但她说的!太

明察秋毫"#完全是客套话#她当时是

不好意思指出我身上的阙失& 那时的

我#自视清高#自命不凡#其实就是一

介撞大运的草包& 倘若今天要对过往

做个总结#这就是最恰当的注解&

生性上的一些缺陷是与生俱来

的#我几次要痛下决心改造#可一遇

到事#就不能把持&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前我是这样

宽慰自己的#可如今不行了#因为面

临的将是天命之年&

人称!四十不惑"#迈过了那个门

槛#才体会到个中寓意&不惑#就是辨

是非$明事理$讲规则#代表稳重$顶

天立地&知天命#固然派生出危机感$

紧迫感#而且咄咄逼人#但又何尝不

喻示着新的征程和梦想#孕含着太多

的契机呢)*

迎迓天命#不是瞻前顾后#更不

是力不从心&孔子曰#!不知命#无以

为君子也"&迎迓天命#就是要清楚自

己几斤几两#到底能成就什么#量力

而行#但绝非宿命&国庆期间#作家艾

丹也曾这样向我提议&

如果不惑之前我们一无所获#那

就重置一下不惑之后的岁月#再把这

一阶段拆分为数个阶段#然后精心耕

犁&把当前作为人生的起点#不是逃

避#不是懒惰#是大器晚成$笑谈天命

的气度和从容&跟年轻人一样#我们

拥有许多产生奇迹的机会#我们还具

有年轻人不具备的四十年来人生积

累的各种优势&

等待什么) 命牌的命理也好#充

电补养也罢#总之#出发是不分年龄$

阶段和界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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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专栏 杨东彪
"

杨东彪!笔名"七月#阳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华夏新诗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代表作品有'野菊花(%'春天(%'夏天(%'星星(%'雨(%'单车(等$著有诗集'七月诗选(%'七月)第三季(等$

专栏·名家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三门峡市检察机关"为民务实清廉#

书画$摄影和征文比赛评选结果揭晓

日前# 由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官文联组

织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书画$摄影

和征文比赛活动评选结果揭晓#共有
!"

余件

作品获奖&

三门峡市检察院自
#

月份开始在全市检

察机关征集参赛作品# 共收到摄影作品
$%&

余幅#书画作品
%&

余幅#征文作品
$&&

余篇&

比赛还邀请了专家对摄影$书法$绘画$诗歌$

散文等作品分别进行评选并颁发了一$二$三

等奖& %王飞&

!"#$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折桂

北京时间
$&

月
'

日晚
$'

时#瑞典学院

宣布
(&$)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法国作家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0 123.+42

-#其代

表作有.暗店街/$.八月的星期天/等&帕特

里克+莫迪亚诺是第十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法国人&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多

的也是法国人# 自从以苏利+普吕多姆为笔

名的勒内+弗朗索瓦+阿尔芒+普吕多姆
$'&$

年成为法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来#法

国的文学遗产就与这个奖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的意义当然不是获奖)但获奖*应

当是文学的亮点+,

曲阜
#%

村试点"百姓儒学-

一村配一名讲师

近日#山东省曲阜市推出!百姓儒学"工

程#并将
$&

个村庄设为试点&课堂上#儒学

教师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法# 将孝敬老人$

邻里和睦等主题教授给村民#让他们轻松掌

握儒学经典& 为了让村民们对课程更感兴

趣#村里还专门请来了一名精通古代礼仪的

司仪#!我们教了怎么给老人过寿#如何行三

拜九叩大礼#大家的学习兴趣非常高&"

据曲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岳耀方介绍

说#目前#曲阜市已在星家村 $武家村等
$&

个乡村试点推行!百姓儒学"工程#今年年底

将完成
$!&

个村庄的!儒学课堂"建设#明年

上半年完成全市所有村庄的普及& 此外#曲

阜还将启动!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

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等相关配套

活动&

(儒学传播*希望在新媒体.,

国庆
5!

周年到来之际*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检察院组织开展"我和国旗合个影*我为祖国点个

赞-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钟亚雅 通讯员吴远洲
!

图&

盗墓：文学之热与现实之殇
#

本报见习记者 李红笛

近日#小说.盗墓笔记/改编的同

名网络电视剧正在拍摄中#预计
(&$)

年年底将在视频网站开播& 网络文

学改编成影视作品早已不是新鲜

事#但这一消息却引起了广泛热议&

事实上# 近年来盗墓题材的作品人

气不断高涨#已经引起了很多质疑&

/盗墓笔记0

.盗墓笔记/由笔名为!南派三

叔" 的
6"

后青年作家创作 # 全文

(""5

年开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

至
("77

年最后一部出版完结#本篇

实体书共九本&故事讲述的是#出身

盗墓世家的主人公吴邪作为一个普

通的古董店小老板# 原本和祖先的

!事迹"没有瓜葛&但其祖父五十年

前从古墓中盗出的一部战国帛书#

将他卷入了一个曲折复杂的阴谋

中& 盗墓这个原本猥琐的行当在书

中被描写得充满奇幻色彩# 变成了

考验勇气$友情和意志力的大冒险&

书中的盗墓高手#不仅身手矫捷$能

飞檐走壁# 还身怀绝技甚至百毒不

侵的异能# 当然他们还通常有一副

潇洒帅气的外表&

小说的粉丝有多少难以统计 #

目前百度!盗墓笔记吧"的注册会员

已超过
7)!

万# 帖子超过
5"""

万&

和.盗墓笔记/相关的同人作品*同

人通常指的是某部作品的爱好者以

原著的设定和人物创作的作品!可

以是文字#漫画#音乐#视频等多种

形式+和周边产品种类繁多#数量惊

人#有关.盗墓笔记/的一举一动都

会引来!稻米"*'盗墓笔记(粉丝的

名称+ 们的强烈关注& 作为文学作

品#.盗墓笔记/可谓是名利双收&

盗墓笔录

.盗墓笔记/ 的故事讲述到后

面#已经和盗墓没有太大关系#但无

法否认的是# 这个堪称鸿篇巨制的

故事# 起源仍然是一群盗墓贼的勾

当&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那么现实

中的盗墓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古代一直都有厚葬的习

俗# 精美贵重的宝物甚至活生生的

奴仆媵妾都随着逝者的遗体长埋地

下&.墨子+节葬/中记载0!王公大人

之丧者%%葬埋必厚#衣袅必多&文

饰必繁#丘陇必巨&"华丽的随葬品

代替它们的主人千秋万代地留存了

下来#巨大的诱惑下#百无禁忌的盗

墓贼蜂拥而至&

.盗墓笔记/ 的主角们常常在墓

穴里大展身手一番便离开#他们走后

墓穴的情况和被盗文物的去向#通常

不是故事的重点&现实中#我们看不

到盗墓的!现场直播"#看到的只有盗

墓贼给文物遗址留下的!杰作"&

(""#

年#在山东曲阜#李某伙同

亲戚$狱友等#开掘盗洞$炸开墓室#

对曲阜境内的姜村古墓实施盗掘&

该盗墓团伙落网后# 据曲阜市人民

法院副院长李景林介绍0!这些文物

都是无价之宝# 本身的历史文化价

值无法估量# 但却被他们卖了白菜

价&"!盗墓者都是破坏性盗墓#根本

没有保护的意识& 鲁珠王墓如果正

常挖掘# 对整个鲁国历史的研究很

有价值#但被盗墓者破坏后#这段唯

一的历史痕迹就被抹去了# 不可再

次还原&"

!

("7%

年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

现"中于
("7(

年发现的洛阳衡山路

北魏大墓# 墓主人疑为北魏节闵帝

元恭& 这种高规格的帝王陵寝考古

发掘工作对当时的历史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令人遗憾的是!墓葬遭到了

大规模破坏# 建筑材料以及随葬品

几乎被洗劫一空#底部铺地石$墓道

中的木柱被悉数盗走"&

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

究生李博#自称!青年考古学生"#常

在新浪微博$ 人人网等年轻人众多

的网络平台上科普宣传考古工作#

分享相关国内外的资讯# 他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发掘中见过被

盗掘破坏的墓葬# 也在田野调查中

见到过满山的盗洞&"至于被盗墓穴

的情况#!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惨

不忍睹&"

相比以上盗墓案# 发生在浙江

省的一起盗墓案则出现了一个引人

注目的细节&

(""'

年
%

月
("

日 #

!"

次参与盗墓的主犯崔米华被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

刑#据他本人交代#盗墓小说.鬼吹

灯/出版后#他欣喜若狂#认真学习#

竟从小说里学到了不少盗墓的知

识#并随即进行了实践&

虚构的文学作品竟然成了现实

中犯罪分子的!作案指南"#盗墓题

材小说的影响力似乎超越了文学的

范围&对此#中国文物学会顾问#国

家文物局研究员李晓东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盗墓题材的小说

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搬上荧屏以后影响会更为广泛&!书

上只是文字的描述# 改成影视剧以

后会有更加直观的细节呈现# 对群

众特别是青年人# 会造成更不好的

影响&"

李晓东介绍说#!有些盗墓案例

里介绍过# 犯罪分子白天看盗墓小

说#晚上就去盗挖&这样一来这些盗

墓题材的作品对我们现在本已非常

严峻的盗墓形势# 会起到更坏的作

用&"!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已经有二十多万座古墓被盗& 盗墓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载体已经造成

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如果这种小说

再搬上屏幕#起一种教唆的作用#后

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古墓葬$遗址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都破坏掉了#

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史# 还有什

么证据呢)"

发墓者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陵墓既寄

托了对逝者的哀思# 也象征着家族

血脉的流传# 有着庄严不可冒犯的

地位# 因此盗墓掘坟的行径历来面

临着极其严厉的刑罚&

汉代.淮南子+ 论 /载 0!发墓

者诛#窃盗者刑&"唐代法律明确规

定#各种盗掘墓葬者#罚处劳役#流

放远方' 已经打开棺椁的# 处以绞

刑& 甚至是损害陵园墓茔内草木的

行为# 都要处以徒二年和杖一百刑

罚*'唐律疏议(+&.元史/卷一
$

四

.刑法志三/!盗贼"条下有!诸发冢#

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为强盗#

毁尸骸者同伤人" 的内容&.大清律

例/二七六!发冢"中#对
%5

种情形

分别处罪'其条例计
((

条#内容亦

极详密&

对于反盗墓的法律规定# 李晓

东介绍说# 古代的盗墓情况不完全

相同#一种是职业的盗墓人#还有一

些是农民起义后通过盗挖坟墓对统

治阶级表示惩处# 但历代对于盗墓

的惩处都是非常严厉的&!新中国成

立之后 # 基本上解决了盗墓的问

题&"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盗墓

就越来越严重&

!当时的法律规定确实存在一

些缺陷#

7'6(

年的文物保护法规定#

盗墓当作盗窃罪来论处# 这就有一

个很大的法律实施中的问题& 盗窃

罪抓捕犯罪分子以后# 必须掌握其

盗出或追缴回来的赃物# 作为罪证

才能起诉判刑& 但盗墓贼出手往往

很快#追回赃物困难很大&因此往往

证据不足#很难起诉&"当时采取了

罚款的办法#但这样一来#罚了款就

放人#放了人#他再去盗墓#被抓捕

后再罚款%%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开始考

虑修改法律规定& 当时我也做了这

个工作# 推动了修改文物保护法第

%"

条$ 第
%7

条的规定& 经过努力#

7''7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这次修改#

最主要的就是把盗掘古遗址古墓葬

以盗窃罪论处这一款删去# 改为盗

掘古遗址古墓葬罪& 同时人大作出

补充规定#有以下四种情况之一的#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0 一是盗掘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当中的古遗址古墓葬的#

二是盗掘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是盗

掘惯犯# 第四种是盗掘墓葬以后又

破坏了珍贵文物的&"

("7"

年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提出

取消
7%

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

刑"罪名#其中包括走私文物罪#盗

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罪&!据我所

知#国家文物局是不同意的#我们中

国文物学会和有关的学会$专家#都

不同意的& 更何况取消这个规定是

这一罪名作为经济犯罪来处理的#

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认定# 这不是

经济犯罪# 从刑法规定来讲也没有

放在经济犯罪的章节里&"取消死刑

以后# 法律对盗墓贼的震慑力不再

那么强#盗墓案件急剧上升#国家文

物局和公安部又开展了严打斗争&

国宝之殇

对盗墓行径深恶痛绝的# 还有

考古工作者&!稻米" 们面对考古工

作者的质疑纷纷发言辩护#部分!稻

米"甚至说出了!考古就是拿着国家

许可证光明正大的盗墓贼"!考古不

也是挖人家祖坟拿人家陪葬品吗"

之类的言论#引起了巨大争议&

考古工作对于外行人来说#似乎

遥不可及&李博向记者介绍说#!考古

工作其实是大量重复性的工作#有

时甚至会感觉到枯燥& 如同工厂流

水线一般#从制定发掘计划$勘探$

发掘$ 清理等等一直到室内整理出

土文物#然后摄影记录拍照$绘图$

入库典藏#直到编写考古报告出版&

这一流程中# 许许多多的工作需要

认真细心&往往在考古工地需要建立

一套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因为参与

发掘以及后期清理的可能有许多并

非接受过完整考古学训练的雇工&"

对于考古与盗墓之间的关系 #

李博表示#!首先有许多人对考古工

作有误区#考古并不只是研究墓葬#

考古学包罗万象&天上$地下$水里

只要是与古代人类有关的物质遗存

甚至包括非物质遗存都是考古学家

研究的对象& 现代田野考古学在本

质$手段$目标上都与盗墓活动截然

不同#如何可以进行比较)最后#需

要注意的是# 不是所有的考古工作

都是合法的# 未经有关部门审批的

私人考古工作在中国是非法的#只

要动土就必须要有相关文物部门的

审批资格#发掘者也要有领队资格#

不是谁想考古就能考古的&"

!中国考古学和盗墓贼唯一的

交集可能就只有洛阳铲了& 洛阳铲

只是钻探工具# 其实地质学家包括

钻探煤矿等都会用到这样类似的工

具& 这就好比说警察和强盗都会使

用枪# 但警察使用枪是为了保卫人

民#而强盗使用枪是为了杀害人民&

工具本身没有对错# 还是要看使用

者是谁&"

.盗墓笔记/中曾描写过一支国

家组织的考古队# 而主力队员几乎

全是各怀心思的盗墓贼# 考古人员

与盗墓贼之间可能存在交集吗)李

博表示#!国外尤其是欧洲早期的考

古学兴起#其前身是古物学#古物的

来源就包括非法盗掘#主要在中亚$

埃及$ 中国等地背后有商业或政府

资助的考古队# 甚至有的还有间谍

勘探地形测绘地图的目的& 而中国

考古学自殷墟发掘开始就有严格的

作业程序# 并且中国考古学之父李

济先生订下了行规 1考古人不得收

藏2&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黄河考古

队时# 夏鼐先生也明令队员不得收

藏古董& 这就是中国考古人的职业

操守与对考古学近乎洁癖的热爱&"

文人之责

今年
6

月#有人向南派三叔提

出了考古从业者的愿望0!在.盗墓

笔记/剧作前后加上声明(((故事

中盗墓剧情仅为虚构#现实中盗墓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南派三叔随

后在微博回应称0!你们放心吧#我

会做得比你们想象的更好&我们有

大量文物保护的专家做内容顾问#

以后小说都会在序言印制前言提

醒& %%具体我们的做法会陆续发

布& 遵守法律# 传播正道# 一起加

油&"南派三叔或许并无宣扬犯罪的

意图#但部分!稻米"对盗墓危害性

的认识还是不由得令人担忧& 文人

手中笔#不仅用来生花#也担负着社

会责任&

如今提起!盗墓 "#人们首先想

到的应该是被破坏到不可还原的文

物遗址和被廉价出售乃至流失海外

的珍贵文物#还是上山下海$惊险刺

激的冒险游戏)提到!盗墓贼"#人们

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唯利是图$ 猥琐

不堪的亡命徒#还是潇洒帅气$忠肝

义胆的探险家) 不要说虚构的作品

不必当真# 就目前盗墓小说造成的

影响来看# 考古工作者的质疑或许

不是杞人之忧# 正如李晓东所说#

!我们不能把祖先留下的东西毁在

这一代手里#历史会留下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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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陕西省富平县抓获的盗墓案犯罪嫌疑人

("77

年河南省平舆县盗墓案犯罪嫌疑人 网络电视剧/盗墓笔记0角色定妆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