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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社会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极为重
要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是强化了国家
的行政体系。一方面是以分封的方式使
地方的权利与中央的关系更加紧密。其
权利来自于王室的分封，而不是其它。另
一方面是这种分封的权利体系更加普遍
健全。凡周王室能够控制的地区均需分
封。这大大增强了国家的一体性。所以
人们一般认为周王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
会形成的时期。

事实上这种分封的国家管理方式并
不是周时才出现。应该在夏或者更早的
时候就已经存在。尧就是被帝喾封于古
唐国的。这就是说在尧时已经出现了

“封”的管理方式。不过，在那一时期，分
封并不是国家管理最重要的手段。所谓
的“帝”控制的地域可能也很有限。尧时
对各地方国或部落的控制主要是一种软
控制，即凭借其生产力的发达与尧个人道
德人格的高尚来影响、吸引其它地区的人
们，使之归顺或追随尧至唐国。所谓“协
和万邦”，并不是依靠权力或武力，而是依
靠道德教化。所以人们认为尧其仁如天，
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莫不来
朝。大禹治水，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
万国。这里所谓的“万国”，并不都是夏禹
所封，而是各地众多的部落方国慕禹之威
名而来。不过夏时的分土封侯现象表现
得更为突出。《史记》就记有“禹为姒姓，其
后分封，用国为姓”。至商，因于夏礼，就
是继承了夏的制度文化，其分封亦多存
在。对此，《史记》亦说“契为子姓，其后分
封，以国为姓”。不过商时各地方国很多，
据说有三千。这些方国并不是商所封而
成。它们与商王室或归顺、或亲近、或敌
对、或摇摆，情况比较复杂。总的来看就
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土封侯的
现象越来越突出，王室对其它地域的管理
控制进一步向权力体系的完善倾斜。至
周时形成了一整套相关的管理体系。

这种管理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分封
制的进一步完善与系统化。武王克商，周
代商而立，分封各地。至成王时大封诸
侯。在以洛阳为核心的地带，封姜太公于
商之盟国薄姑与莱夷，建齐国；封周公旦
之子伯禽于商之盟国于奄，建鲁国；封武
王之弟康叔于殷墟，建卫国；封成王之弟
叔虞于唐，后改为晋。同时，封周召公奭
于戎狄集聚的燕地，建立燕国，亦称北燕；
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之故都商丘，
建立宋国。从这些分封来看，周对克商之
后的国家治理有非常深远的战略安排。
其中以齐、鲁、卫、晋为主体，主要解决的
问题是对商之盟国臣民的制约与对北方
戎狄的防卫。以燕与宋为其两翼，主要解
决的问题是平原地区戎狄的教化，以及商
旧都、商遗民的管理。此外，还分封数十
个姬姓同族诸侯，炎帝、黄帝以及帝尧、帝
舜、夏禹之后于各地，仅这些黄帝族系的
封国就有七十余国。此外还有其它族系
的封国。通过分土封侯，确立了周王室与
各地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其数量、布
局、地域之广，亦前所未有。《诗经·北山》
有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这种一统的国家形态正是周时
形成的。

与此相应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
税制的变革。周根据距都城的远近划国
土为“五服”。其收获用来承担不同的社

会责任。如供奉百神，备百姓之用，以及
不庭不虞之患，也就是意想不到的灾害之
用等。为此，将土地及依靠特定土地生活
的庶民授予贵族。土地不再是个人的私
有财产，而是属国家所有，由贵族占用，由
庶民耕作，并承担国家赋税。这就是所谓
的“受民受疆土”之说。其赋税制度是“百
亩而彻”，就是每耕种百亩土地交十分之
一的税。其基本方式是“井田制”，凡一井
有公田，亦有私田。这种土地赋税制度虽
然在夏时已出现，商时亦有改善，但至周
时才进一步完善普及。

晋国为周王室姬姓之国，亦是周核心
地带的屏护之地、供给之地，在周之地位
极其重要。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周成王
封其弟叔虞于唐，就是后来的晋，首先是
国家战略布局的需要。对北部戎狄，晋有
护卫周室之用。对殷商旧民，以及叛乱之
诸侯，晋在黄土高原，有凭借地势俯视，实
施冲击镇压之用。晋地物产丰盛，农业发
达，对周中心地带有供给之用。晋为夏
墟，乃夏人兴起兴盛之地，为周人先祖后
稷祖地。有夏才能有周。有晋才有先
祖。因此，对于周王朝而言，唐也好，晋也
好，均有其精神维系之用。

在周大约 800年的时间内，晋之重要
性显现得非常突出。首先是晋地开疆拓
土，不仅征服、归顺了许多戎狄之民，而且
将原商时方国的大部分纳入周之势力范
围。同时，晋以及后来分晋后的韩、赵、魏
三国不断向周边开拓，使周之控制地域大
大拓展至塞北地带，以及太行山以东的地
区。如曾经雄居太行山东西两侧的白狄
中山国，势力强盛，但终被赵所灭。其地
亦归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晋对周之贡
献非常突出，大大地拓展了周的疆域与势
力范围。

晋对周王室的屏护也多有极为重要
的表现。西周时厉王无道，奢侈挥霍，防
民之口，民不堪其苦，激起各地诸侯与百
姓的严重不满，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周
厉王仓惶出逃至彘，后殁于彘。彘是什么
地方？就在今山西霍县。周武王封诸侯
时，把自己的弟弟叔处封在霍，为霍国。因
其境内有彘水，又名彘。其地与当时的晋
为近邻，春秋时被晋所灭。这时的霍国还
是一个被周所封的诸侯小国。厉王逃至
此，表明彘与其关系比较好，成为周王遇难
时的避难之地。厉王废，宣王静立。历史
上有所谓“宣王中兴”之说。周宣王攻伐诸
狄，多有斩获。但与姜氏之戎的千亩作战
时却大败。为补充兵员，“料民于太原”。
所谓“料民”，就是清查户口，以便征兵。可
见这时的“太原”已为周之倚重之地。

西周末，由于周幽王破坏定制，宠信
褒姒，戏弄诸侯，被杀于骊山。京师丰镐
破，被抢劫一空，尽成瓦砾。周平王立，决
定迁都成周洛邑，也就是洛阳，开东周时
代。对于国家而言，迁都事大，必须有实
力雄厚的诸侯支持。这时为周平王护驾
的，主要有秦、晋、郑等诸侯。秦本与周同
在黄河之西，地域相连。晋则在黄河之
东，本来就有藩卫之责。郑国，先被周宣
王封于镐京附近，大约在今之华县。周迁
洛阳之前郑已迁于今河南新郑一带。他
们对周王室东迁亦有护送之功。周襄王
时，王子带叛乱，赶走襄王，自立为王。周
襄王向秦、晋求援。晋大夫赵衰认为，求
霸莫如入王尊周。周王室与晋是同姓，如
果能够尊王护周，就是晋国的资本。晋文
公听从了赵衰的意见，派兵把周襄王护送
回洛邑，诛杀了王子带等人。周襄王为酬
谢晋文公，赐给晋国黄河北岸、晋国南境
大片土地。可以说，从某种意义来看，晋
国对周王室确有护佑再造之功。

东周时，周王室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宗法制度被破坏，天子权力被削弱，诸侯
之间相互争霸兼并，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
态之中。据说禹会诸侯时有万国。至商
时有三千。西周末大概有一百四十余
国。东周时，诸侯的兼并更为激烈。春秋
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有齐、鲁、楚、燕、秦、
宋、郑、吴、越，以及晋等。后来，晋国被
韩、赵、魏三国所分。周烈王二十三年，也
就是公元前 403年，周王室承认韩、赵、魏
为诸侯国，虚晋国。三国分晋，《资治通
鉴》所载认为是东周春秋时期的结束，战
国时期的开始。这时尚有诸侯国二十多
国。但以齐、楚、燕、韩、赵、魏、秦实力最
强，是为“战国七雄”。由此可以看出，晋
国被分，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不
仅是战国时期开始之标志，亦推动了当时
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促使周时封建领
主分封制向多民族的、大一统的、中央集
权的国家制度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国社
会形态的进步，为之后中华民族的文化凝
聚与国家统一开启了先声。

我对天气的态度很容易反映
出我对世事的态度。不能说没有
自己的想法，但一切绝没有那么
激进，那么截然。但这种感觉又
和温吞不沾边，也并非懦弱或者
胆小。准确地表达或许是我一直
觉得，没有什么是太绝对的，任何
事一绝对起来就变得有些可怕。

我小说里写过不少“小中产
阶级式的中年男人”。他们没有
知青那一代动荡的青春、也没有
下一代人那样物质丰厚的童年。
他们有的只是平庸、贫瘠的记忆
和对未来极度肥厚的想象。他们
的生活看似丰富多彩，却又难掩
压抑、无奈。他们是饭店以及一
系列消费场所最忠实的顾客。在
流光溢彩的灯光下进进出出，从
表面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体面、
风光的。但因为有了“小”这个前
提，一切又注定只能是缩手缩脚、
瞻前顾后的。同时，这些人又都
有着自认为较重大的责任心。所
以，他们尽管很努力，努力抓住任
何属于自己的机会。但他们可把
握、可挥霍的机会如同他们的年
纪一样，有限得很。多数时候，他
们只能随着社会的洪流旋转、淹
没、甚至堕落。其实，谁又不是在
社会的洪流中旋转呢？在笔下，
我赋予他们更多的是温情，《蹲在
暗夜里的男人》他一方面犹豫、胆
小甚至卑鄙着，但另一方面对妻
儿、对父母却又极其负责。他不
断回望自己的过去，却又无法正
视和拯救自己。他的堕落掩藏在
温情里，却也折射出太多小人物
的悲哀和无奈。我笔下还有一部
分是上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这
批人，因为同龄所以也更感同身
受。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空前纷繁
变幻又快速发展的时代，共性的
精神追求越来越多地被多元的个
性价值实现所取代,每个个体都
主观希望私人存在空间可以足够
放大,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碎片
化、遗忘化的时代也随之到来，尤
其城市，无论记忆还是个体都会
快速被新的东西、新的样貌所覆
盖，最终呈现的只能是不断层叠

覆盖下的景象和个体，由此带来
的没有归宿感、心灵无处安放、茫
然彷徨而产生的虚无感，包括整
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都将人轻而
易举地推入一个巨大的漩涡,让
人身不由己地被挤压吞噬,甚至
在挣扎中过早地丧失了活力和朝
气,向生活缴械投降，但任何时
代、任何时候总需要也总会有人
拨开那层迷雾，和最初的自己、和
理想的自己重逢、相聚。我的长
篇小说《出口》以及一系列中短篇
《那与那之间》《大声朗读》《等
待》《开始熟睡》等都来源于此，
里面的人物都在试图找寻方向、
找寻光亮。其实小说里我个人更
喜欢的是另一类人物，他们是《飘
红》里像小五这样的男人。既简
单乐观又复杂世俗，为了钱，肠子
能绕十八个弯出来，但他始终高
兴、乐观；还有一类人平静地面对
世事，多了一份从容，一份与社会
的和解，我喜欢他们身上那种不
断被世事磨砺却仍旧对生活充满
了向往的信念。《半面妆》《有风
从湖面掠过》《让我落在尘埃里》
《来吧，猫》可以归于这类作品。

写到今天，越来越觉得小说
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刻意为之。我
们的确可以通过写作训练、思考、
不断增加写作的数量来加强写作
的能力，但是一些最令人舒服、清
凉、炙热的字、句子我怀疑在开始
之初就有了属于它们自己的走向
和生命。真正的佳作如同人间美
景可遇不可求，但是不可否认，没
有一天天、一篇篇如同数字般的
文字累积，没有那些长久的等待，
你也就错失了与它偶遇的机会。
写作说到底就是一种长久的等
待。某个午后、失眠的半夜、生理
期、我都会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
思，女友会说，你就矫情吧。女人
也许总是有些矫情的，但有一天，
真的连矫情也没有了，我想多半
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不过，话还
是要再次说回来，以后谁又能知
道呢？生活总是由今天一块一块
搭建起来的。过去或以后只能说
一说或想一想，仅此而已。

并非两看不相厌
李燕蓉

成长的纹理

秋天读梵高，孤单又明
亮。《卷心菜和木屐》是梵高早
期的作品，画的背景与基调是
一种阴郁的深棕色，寂静的桌
面上堆放着一棵卷心菜和一双
木屐，咖啡色的桌面和沉重的
木屐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
觉。

那棵桌面中央的卷心菜在
沉思什么？它是在回忆被砍下
时一个农妇的身影、夕阳和黄
昏，还是在回忆春天的一场雨
水？它淡黄色包卷的叶片上清

晰印着岁月成长的纹理，让我
想到阳光的声音和十月原野稻
谷的颜色。

桌面上除了一棵卷心菜和
木屐，还有一些是土豆。这些沉
默的土豆是荷兰农民喂养生命
的基本食物，也是那个时代人类
乡村农业劳作与繁衍的根基。
在那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时
代，桌面右侧的一块灰色台布
仿佛在提示和告诫人们，简朴
生活应该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高
贵品质。

苍 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