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瑾32岁就义， 一生非常短暂。 湖南、福
建、台湾、浙江、北京、上海和日本等地是她曾
经生活的地方。湖南，是她少年和青年时代的
成长之地，她在湖南学习，在湖南成家生子，由
一名女童成为富家阔太太（两个孩子一个生在
湘潭十八总义源当铺，一个生在双峰荷叶塘神
冲老铺子），在湖南生活了10多年。

湖南对秋瑾的影响是一生的，无论走到哪
里，湖南人士在她的人脉圈都是最重要的一部
分。双峰神冲老铺子离荷叶塘几里路，秋瑾夫
家与显赫的曾氏家族过从有几代人。曾国藩长
孙曾广钧既是长辈，又是她的老师，还是秋王
联姻的介绍人。唐群英、葛健豪是她的闺蜜好
朋友。在留学日本期间，她与湘人黄兴、宋教
仁、陈天华、刘道义、刘揆一、陈撷芬等都关系
非常密切。在秋瑾的文集中，除与湘人往返书
信外，还收有秋瑾描述湘景湘情的诗文如《去
常德舟中感赋》：“一去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
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秋

瑾到过湖南的很多地方，对湖南的真实感知应
超过浙江。

陈天华蹈海后，秋瑾悲恸不已，对清政府
更加失望和憎恨。 秋瑾自幼学习湖南的巫家
拳， 她的侠义豪气在谭嗣同蒙难后表现
得尤为突出， 曾骑马专程赴浏阳探视谭
的夫人李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
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
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
始。” 这是谭嗣同慷慨赴死前留
下的话语，后来的秋瑾说出了一
脉相连的名言：“男子之死于谋
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
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
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
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这是
一句警世名言的男女两个版本，
一位男杰，一位女雄，一前一后，
彪炳湖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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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湖湘文化名言100句》，目的是通过
收录湖湘先贤名言警句来反映湖南人的性格、
事功和湖湘文化的精神气质。 但在是否收录秋
瑾语录的问题上，却让我们犯了难。秋瑾确实有
一些励志名言，足以激励后人。但很多人士认为
秋瑾不是湖南人。

在《辞海》里，秋瑾的籍贯在山阴，今浙江绍

兴，所以约定俗成，秋瑾是浙江人。但我们认
为，无论从秋瑾短暂一生的经历看，还是秋瑾
本人的文化认同视角看， 秋瑾在湖南生活的
时间更长， 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更大， 她的口
音、生活习惯、她的家庭子女和交游圈子，与
浙江相比较， 更多地表现出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湖南人特质。 引用一位与秋瑾同时代的学
者陶在东的话说，“女士虽浙籍，而随宦生长湖
南，口音习惯，纯乎一湖南人也。”

秋瑾的祖籍是山阴， 秋瑾最后牺牲地也
在绍兴。但是，秋瑾家从祖、父两代开始即通
过科举入仕，宦游外地，她祖上几代多在外省
为官，长时期客居闽、湘等地。秋瑾没有出生
在老家绍兴， 而是降生在祖父秋嘉禾为官的
闽南。她的童年除偶回绍兴外，基本上在闽南
度过。父亲秋寿南在闽南任期届满，候缺任直
隶知州来到湖南。

秋父与湖南有缘，后半生一直在湘流连，在
湘潭、桂阳、常德等地任知州，办榷运。秋家在湖

南置有产业，秋瑾在湖南随兄读书，秋父最后也
在湖南任上去世。秋父在桂阳病逝后，灵柩选择
在湘潭暂厝。秋家没有打算回原籍，而是继续定
居湖南。 秋寿南继配孙氏在湖南生有一子秋宗
章，仅比秋瑾儿子王沅德大两岁。秋瑾的妹妹秋
闺珵在湘潭完婚。 秋王两家还合作在湘潭十三
总开了一家“和济钱庄”，由秋瑾长兄秋誉章打
理并主持。王家在当地既有名望又有势力，秋王
联姻也难一笔分开，王家处处在帮衬秋家，这也
是秋王两家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生于一个殷实富有之家，祖上既有湘乡曾（国藩）罗（泽南）
那一代人的军功光环，也有几代人擅长经营所积累的巨额财富，这是一个典型的富
绅之家。王家是“大地主老财”“贵族”“乡绅”，王廷钧作为“富二代”，不具备背叛自
己阶级、家庭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进性，他从小饱读诗书、阔绰富有但决不委琐、自
私和狭獈。少年的王廷钧，在秋瑾弟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中被描述为“婿字子芳，行
三，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这是小舅子眼中的姐夫，光鲜的高富帅。后来与王
廷钧秋瑾夫妇做了儿女亲家的张翊六在《子芳先生夫妇合传》里说他这位亲家“体
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
临摹碑帖而书法秀丽。”我们长时期以来把王描绘得一塌糊涂，岂不是低估了少女
时代秋瑾的心智和眼光？

秋瑾牺牲后不到两年，王廷钧也因惊悸而病故。王秋婚姻是时代的悲剧，
国家民族的悲剧造成家庭的悲剧、个人的悲剧。秋瑾从湖南走到北京，从北京
留学日本，她听从时代召唤，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联系在一起，从平凡
走向辉煌， 她是革命家。 而王廷钧却自始至终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普通士大
夫，他也赴京求仕，但仅限于读书做官，他在历史的大变故时代没有主张和诉
求，选择观望，做了一位平庸的看客，他甚至都没有留下一点回忆性文字，把这
段婚姻、这个家族的历史和他的心境历程告诉后人。从家庭伦理上看，这桩婚
姻的悲剧又是夫妻性格的差异所致。秋瑾性情豪放而侠义，王廷钧内向保守。
秋瑾由家庭主妇一步一步走向职业革命生涯，而王廷钧作为丈夫却无所作为，

两口子的位置乾坤倒置，开始失衡。
秋瑾“不作儿女之态”，舍小家为大家，短暂的一生实际上与自己

一对年幼的子女交集不多，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但我们不能指责这
位女英雄没有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而王家自始至终在风云变幻中
庇护着自己的儿女， 我们同样不能苛求这个家族个个都成为秋瑾，踏
上流血革命的征程。王秋性格的差异导致了夫妻的交恶和分离，难能

可贵的是王廷钧并没有续娶，而是鳏居而终。秋瑾身后事，王家是负责而
又有担当的。清廷发现秋瑾葬在西湖，当即平坟，烈士遗骨无处安身。当

时气氛肃杀，秋家一筹莫展。王家也是“乱党”家属，处境可想而知，但
秋瑾的婆婆王屈氏毅然派人赴浙，以秋瑾之子王沅德的名义迎梓

返湘，葬秋瑾于湘潭昭山，在湖南落叶归根。
秋瑾是伟大的女性， 她为辛亥革命增添了光彩。但

这位女杰的身后，一直有湖南的这个家族作支撑。秋瑾
是从夫家出发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虽然不能说王家大
力支持了秋瑾的革命活动，但是，秋瑾从事革命活动如

出国、办报、办学堂等等，客观事实是有王家资
助。婆婆王屈氏作为一位妇道人家，大体上是开
明有见识的。王家不是一个进步家庭，但不是秋
瑾的对立面。在血雨腥风的统治下，王家没有选
择划清界限，冒巨大风险为“乱党”秋瑾办妥身后
事。辛亥革命成功后，包括移灵西湖、营建衣冠冢
和秋瑾烈士祠，王家全程参与，提供经费。在湘浙
两省为烈士归葬西湖还是岳麓山的争议中顾全
大局，认同“秋侠为革命巨子，世界公认，不敢一
家私有”，妥善处理好了这些矛盾。

在湖湘文化的源头，有一个凄美的爱情传奇，
娥皇女英千里寻夫。 湖南接纳了这两位外来女
子，她们被尊为湘水神、洞庭湖神衹，也称湘妃、
湘娥、湘灵，世世代代传唱讴歌。湖湘文化博大包
容开放， 秋瑾是一位从湖南走出去的女中豪杰。
湖湘文化的浸润、 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
神，培育、成就了秋瑾。

[作者分别为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党政办干部、
湖南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副主任（副馆长）]

秋瑾家族长期在湖南定居发展

秋王的悲剧婚姻和王家的情义担当

秋瑾10多年生活在湖南，影响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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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霞

山东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关心关爱基层干部减轻基层工作负担的
十条意见》，要求规范乡镇（街道）工作责任，严
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为基层“减压”。

“一票否决”，是指政府部门干部考核时，在
规定的多项任务中， 有任意一项或者特定某项
没有完成， 则评估为整体不合格。 这种指标设
置，在特定时期，对于全局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它提高了考核体系中某些重点指标的权重，使
之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如同下了“一剂猛药”，

倒逼工作落实，“啃”下硬骨头。同时，对基层干
部而言，“一票否决”，也意味着一条“硬杠杠”，
明确了底线、标明了责任。

然而 ，从实际运行来看 ，一些地方却念歪
了 “一票否决 ”的经 ，将 “一票否决 ”当成一个
包罗万象的 “筐 ”，什么都往里装 。除中央明
确实行的计划生育 、减轻农民负担 、食品安全
等 “一票否决 ”事项 ，一些地方和部门还自行
列入诸多事项 ， 有些工作本就有相应的规章
约束 ， 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却患上了 “一票否
决 ”依赖症 ，否决内容越来越广 、否决指标层
层加码 。

滥用“一票否决”，不仅加大了基层政府工
作负担，而且会给人一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的压迫感， 影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变相助长
“无过即是功”的佛系心态。此外，一些地方和部
门为了完成任务，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浪
费了行政成本和社会资源，更抵消了政策效力、
助长了形式主义作风。

滥用“一票否决”致使许多难题越“否决”越
难解，因此，遏制“一票否决”滥用，要继续清理
整顿各种不符合规定的“一票否决”指标，使这
一制度更加科学规范。其次，要加强法治建设，
探索制度化建设的细节。再次，要继续完善考核
评价体系，通过管理的科学化，不断提高干部的
工作成效，打造出一支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
不出事的干部队伍。

炼金

这两天，一则网络“乌龙”引爆了草
根娱乐界的不堪： 在对某嘻哈歌手及其
低俗歌曲的鞭挞中，《紫光阁》 杂志连续
发声，招致一些“死忠粉”的不满。他们误
以为《紫光阁》是“中餐馆”，便试图以“地
沟油”为话题搞臭它。

“玩什么都可以 ，就是别玩弄常识
和法律”。 无论是用主流价值观还是用
社会公序良俗来衡量， 那首内容粗俗、
甚至公开侮辱妇女、教唆青少年吸毒的
歌曲，在舆论场上遭遇主流媒体阻击实
属正常的事情 。然而 ，在这种是非曲直
一目了然的情形下，却依旧有人为它喊
冤叫屈 ， 他们一方面央求媒体手下留
情 ，放某歌手一马 ；另一方面又挑起事
端 ，试图转移视线，其手法幼稚可笑，其
素质堪忧。

近些年来，演艺界三观尽毁、挑战下
限底线的事屡屡发生。 这里面除低俗艺
人本身“三观”不正外，与少数“死忠粉”
对于这类毒瘤的默许甚至认可不无关

联。在流量称王和快餐文化主导的当下，
部分人越来越不满足于安稳的生活，总
想靠别出心裁寻求感官刺激。 就上述事
件而言， 在该名嘻哈歌手被媒体点名批
评后，歌手的少数“死忠粉”，不是反思低
俗作品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反而主动
挑衅坚守底线的媒体。 这似乎从一个侧
面折射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古
话的内涵。

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
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有责任通过更多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
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 时代的进步
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然而，在
“关注度”和“利益变现”被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当下，网红门槛越来越低，就总有很
多人为了博取关注度， 而做着一些刷新
下限，颠覆“三观”的事。

一名劣迹斑斑的歌手 ， 为何能混
迹演艺市场并拥有不低的知名度 ，其
作品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性 ， 却拥有
这么一大票 “死忠粉 ”。这样的怪现象 ，
值得深思。

邓子庆

在工作中，有一类领导干部美其名曰“分级
负责 ，责任到人 ”，实则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做
派，出工不出力、做事不担责，仅仅满足于“轮流
圈阅”“层层转发”“安排部署”， 被群众讥讽为
“二传手”干部。

“二传手”干部有很多共同特征。比如，来了
学习任务，不动脑筋、照本宣科，“看书看皮，看
报看题”；面对业务工作，不分析、不研究，机械
地以开会发文的方式抓工作、 促落实， 典型的
“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来了调研
任务，走马观花地视察一圈，拿着下面的汇报材
料稍微改改，应付了事。这类干部自己装腔作势
挺入戏，干部群众却在背后猛戳脊梁骨。

早在延安时期， 毛泽东同志就批判形式主
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搞
形式主义的 “二传手” 干部， 只知道任务这个
“球”要掉到自己头上了，伸手挥打出去即可，至
于“球”能否传到位，或者说接“球”者能否打好，
则漠不关心。这种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干部，还
真有点辱没了“二传手”这个称号的本来含义。

相对不作为慢作为的 “太平官”，“二传手”
干部隐蔽“甩锅”的危害更大。首先，“二传手”干
部热衷于处处留下工作痕迹，给人一种忙碌负责
的印象，实则滥竽充数，空耗人力、折损效率。其
次，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二传手”干部兜来
兜去“踢皮球”，导致工作迟迟落不了地。再次，
“二传手”干部假担当真甩责，不易触碰矛盾得罪
人， 甚至比那些真干事的干部还容易博好感，可

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满足于当“二传手”，实质是一些领导干部

只考虑个人利益得失的结果。 要么自身水平不
足，遇事便安排部署给下级抓落实；要么责任意
识不强，抱着“击鼓传花”的心理，试图当甩手掌
柜；要么干事热情不高，思想懒惰，大小事务指望
主要领导把关拍板。与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比
起来，此类干部实在相差太远。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二传手”现象，
既要以解决思想问题为根本， 引导党员干部牢
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努力用
实际行动和实在成效取信于民， 又要不断健全
监督问责机制和选人用人机制， 让在其位不谋
其政的“二传手”干部无处遁形，让想干事、能干
事、敢担当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杨朝清

新年伊始，河南开封气温只有零下6
摄氏度。 市民张华在外卖平台上点了50
份热粥，备注上都写着：“餐不用送，麻烦
将这些粥就近送给路边除雪的环卫工人
和那些正在送外卖的小哥。”餐馆老板深
受感动，多送了十几碗粥。外卖平台得知
此事后， 不仅把订单的钱退还给了张先
生，还额外奖励了他500元。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当许多人都
想方设法待在暖气房、空调房的时候，环
卫工与外卖小哥却不得不在户外劳作，
只有读懂他们的无奈与艰辛， 我们才能
明白一碗碗热粥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素不相识的劳动者， 热心市民
没有无视地走过，而是主动给予关爱；面
对这位市民的善意，商家心领神会，参与
到“爱心接力”中来；外卖平台懂得“成人
之美 ”，共同成就了 “免费送热粥 ”的美
谈———关心他人的疾苦、 体谅他人的不
容易、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对弱势群体
温柔相待， 见证了朴素人性的善良与现
代社会难能可贵的共同体意识。

当下 ， 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

会过渡 。高大的建筑 、穿梭的车流和拥
挤的人群 ， 既见证了一个城市的生机
与活力 ，也让人们承受着 “长安米贵 ，
居大不易 ” 的生存压力以及陌生人社
会 “冠盖满京华 ，斯人独憔悴 ”的孤独
与失落 。

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身边，越来越
多的人用自己的行动， 默默地表达着对
他人的关爱和关切： 长沙市民张女士回
家路上看到交警还在寒风中冒雨执勤，
便点了几杯姜茶外卖送到交警手里；在
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乔庄社区，辖
区内的10多个单位无偿提供有暖气、热
茶水的室内场地，供环卫工人避寒歇息。
这些内心温暖的人们， 平凡中体现着自
己的不凡， 在平淡的生活里温暖着他人
也温暖了自己。

善待最弱势、最无助的普通劳动者，
见证着城市的体面与尊严； 对待陌生人
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温度。只
有懂得换位思考，拥有“想他人所想，急
他人所急”的同理心，人与人之间才会有
更多人情味。但愿，我们看到更多的爱心
接力传递在寒冬， 驱除我们身上和心头
的寒冷。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

家旅游局表示在推进“厕所革命”中，要坚决
纠正一些地方搞所谓“五星级厕所”的错误
做法。

“五星级厕所”侧重形式，劳民伤财，完
全偏离惠民初衷，须坚决抵制。按旅游局的
要求， 厕所规划应布局科学， 重在解决有
无；厕所设计需因地制宜，重在合理实用；
厕所建设不奢华铺张，重在便利耐用；厕所
管理当责任到位，重在日常养护，以切实补
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漫画/赵顺清 文/彭艺

谨防责任被形式主义“二传手”架空 “免费送热粥”，社会有温度

莫念歪了“一票否决”这部经

新闻漫画

“死忠粉的地沟油”荒唐可笑

修建“五星级厕所”
之风不可长

制图/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