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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故

新 知

姚月法 绘“非诚勿扰”

宁波地名谭

苗 杰 绘不能再干了

漫画角

蒋跃新 绘精品瓜“裹”

刘云生

揭丑既包含人类探寻真相的本
能冲动，也是寻求社会正义的集体
力量。但这种冲动和力量就如一柄
双刃剑，既可以刺破黑幕，铲除奸
恶，也可能伤及无辜，祸害平民。

两者之间如何协调？为有效解
决私权保护和社会监督的矛盾，《民
法典》第 999 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
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
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
肖像、个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该条文确立了私权保护和社会
监督的互动边界和行为准则：私权
保护不得排除社会监督，以个体人
格权对抗主流社会的道德批判；但

社会监督也不得超越边界，危及个
体隐私权及其人格权。

为什么如此规定？因为社会监
督范围太广、手段多元、影响力巨
大，稍不留意就会越界越轨，对个
人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特别是当
今时代，除正规媒体外，微博、微
信、抖音、快手、Vlog 已经组成
了强大的社会化媒体矩阵。任何敏
感、热门信息一经发布，都会以闪
电速度传播并产生共情效应，引发
热点追踪、人肉搜索、多元评论。

从追寻社会正义层面而论，揭
丑是必须的。无论是正规媒体，还
是自媒体，都是通过舆论平台揭开
黑幕，揭示丑恶，形成了暴露——
批判——矫正的良性循环，以此推
进公平正义。

在揭丑的问题上，社会正义和
个体权利会发生尖锐冲突，要实现
利益平衡，就必须恪守五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目的的正当性。
主要指两点，一是揭丑必须确保公
益目的，二是揭丑不存在主观恶
意。揭丑必须是为了捍卫公认的道
德准则和法律正义，是为了揭示真
相，暴露丑恶，而不是因为鸡零狗
碎的个人恩怨或基于非道德目的妄
行披露隐私，肆意攻击人格。

第二个原则，“丑闻”的真实
性。这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所披
露的必须属于丑闻；二是所披露的
必须真实客观。如果将别人的隐私
当丑闻，那就不是揭丑，而是揭
短，是侵害别人隐私权、名誉权，
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承担
刑事责任。

第三个原则，对象的可容忍
度。揭丑一般针对的是公众人物或
知名人物，作为社会精英，这一群
体有义务率先垂范，净化风气，自
律自爱。由此，揭丑作为一种社会

监督，本身就意味着克减特定公众
人物的隐私权，以保证官员的廉洁
公正，实现对公众的正向引领。

第四大原则，适度，揭丑不能
超越法定限度。按照 《民法典》 第
999 条的条文表达，媒体在曝光相
关事件的时候，可以使用所涉人员
的姓名、肖像、个人信息，但其前
提 是 “ 合 理 使 用 ”， 不 仅 不 能 滥
用，更不能危及隐私权、名誉权等
人格权。

第五大原则，妥当性。所谓妥
当性不仅包括合法性，而且还包括
道德上的正当性。从合法性层面考
察，如果获取丑闻证据涉嫌侵权，
比如通过跟踪盯梢、黑入电脑系
统、监听手机通话等非法手段获
取，虽然不影响在媒体上的表达自
由，但如果遭遇诉讼，则很难成为
呈堂证供，最终会被判侵权。

只有坚持如上五大原则，才能
有效调适社会正义和个人权利之间
的冲突，将揭丑控制于法律边界
内，在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的同时实
现可能的社会正义。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深圳特区报

“揭丑”要恪守五大原则

陈鸣达

王羲之隐居地

书圣王羲之与六诏有什么关系
呢？诏是帝王用语，如诏书、诏
令、诏谕等，用于村名人名的极
少，六诏得名始于王羲之。

355 年，也许是看透了尔虞我
诈、相互倾轧的官场生态，厌倦了
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的朋友聚会，
为避开险恶的官场和嘈杂的世俗，
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妻带子离开会
稽南行，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修身
养性。

一般认为，王羲之辞官后隐居
于嵊州华堂金庭观，却不知与金庭
观一山之隔的剡溪旁另有别业。笔
者猜想，王羲之为彻底断绝家眷牵
绊，于是翻越九雷火焰岭，在环境
更加幽静、风景更加秀丽的地方，
搭茅建舍隐居起来。

晋穆帝仰慕王羲之名声，六次
下诏请王羲之返朝为官，王羲之流
连于山水之间，坚辞不返。于是，
王羲之隐居地得名六诏。六诏得名
之事见诸奉化县志，也为后人世代
相传。元乡人陈基有诗云：一曲溪
头内史家，清泉白石映桃花，当时
坚卧非邀宠，六诏不还百世夸。

也有人说，王羲之并非隐居现
在的六诏村里，而是在六诏村西边
的晚香岭村。理由是历史上晚香岭
村 建 有 右 军 庙 ， 此 外 ， 1988 年

“730”洪水后，在溪坑中发现了原
供于右军庙的一方白石大砚，砚石
上有清书法家毛玉佩题刻的“右军
遗墨伴我山民”（现存于溪口博物
馆）。毛同时撰“临此地清流白石
砚犹在，想当年喜写黄庭鹅不见”
于庙内。其实，古时晚香岭一带同
属六诏，现在人们还常将“水对六
诏晚香岭”三村连为一体。

大川普济出生地

大川普济 （1197-1253） 是继

布袋和尚之后，奉化又一高僧。他
生于六诏张姓人家，直到 19 岁皈
依香林院出家，一生专研佛学，游
历名山大寺，担任过鄞州天童寺、
东钱湖大慈寺、普陀山普济寺和临
安 （杭州） 灵隐寺等多家寺院的住
持或方丈。他在佛教上的最大功
绩，是编撰了 《五灯会元》 一书。

“灯录”是禅宗创造的一种史
论并重的文体，它以本宗的前后师
承关系为经，以历代祖师阐述的思
想为纬，汇编成禅宗的思想史和师
承史，是禅宗的史书。在大川普济
之前，先后有 《景德传灯录》《天
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
灯会要》 和 《嘉泰普灯录》 问世。

大川普济在上述“五灯”的基
础上，重新梳理内容，删繁就简，
汇编成 《五灯会元》，将原来“五
灯 ” 共 一 百 五 十 卷 缩 为 二 十 卷 。

《五灯会元》 集宋代以前中国禅宗
史和禅宗思想史之大成，文字简明
扼要，语言通透洒脱，深得广大僧
俗所喜读。自 《五灯会元》 问世
后，以前的五种“灯录”逐渐被它
取代，后还被选入 《四库全书》。

大川普济这位大德高僧，竟是
从六诏这个小山村走出来的，刚得
知时，笔者既惊喜又惊讶。祖辈们
传下来的观念是：村南有一座蛇山，
村口有座龟山，蛇要向外游，被龟
管住动不了。因此，村里出不了大
人物。但大量的史料证实，大川普
济的确是六诏人。大川普济在灵隐
寺圆寂 3 年后，大川曾当过住持的
东钱湖大慈寺的大观禅师，撰写了

《灵隐寺大川禅师行状》，相当于现
在的生平简介。50 年后，灵隐寺
住持通慧禅师据此撰写了 《灵隐大
川普济禅师塔铭》，并请当时的书
法大家赵孟頫书于纸上，刻于塔
碑。塔铭明确写道：“大川禅师讳
普济，生四明奉化六诏张氏，父友
崇，母俞氏。”连父母姓氏、父亲
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所言者又都
是同时代的人，因此可以确定无
疑。

大川普济在六诏的踪迹，如今

村民们大都不知，曾聚居曹坞岙自
然村的张氏宗谱中也没有记载。是
大川普济家族后继无人，还是出家
当和尚，对族人而言不是件光彩的
事儿而隐而不记？史料和现实解答
了大川普济长期不为村民所知的疑
问。

原来，元时六诏一带曾发生过
一次大规模的战乱，村民们或被杀
或逃往外地，导致村毁人亡。村历
史的再次连接已是 18 世纪初的清
朝了。尽管六诏在晋朝已有人居
住，宋时已有六诏村名，但以家谱
为依据的现在六诏村民，祖辈们都
是在清朝时才迁入六诏繁衍生息
的。年长的村民还告诉笔者，几十
年前建房挖地基时，半米深的地下
曾挖出古时的街道路面和房屋建
材，印证了村子曾被毁的事实。如
今村中的巷弄，大都以所居村民的
姓氏命名，如应家弄、胡家弄、毛
家阊门等，唯郑家弄内无郑姓氏，
也许是保持了唐宋时期的名称吧。

游人打卡地

剡溪九曲，曲曲有美景。第一
曲就在六诏。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 《剡溪九曲
诗·六诏》中写道：“右军泼墨处，一
昔来金庭；九曲自兹始，六诏想清
风。”清代诗人孙达，更是把六诏景
色的溢美推到了极致：“群峰绕屋水
临门，第一名山六诏村⋯⋯盛境适
为生长地，武陵何用觅桃源。”深厚
的人文底蕴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让
六诏成为众多游人的打卡地。

第一个前来打卡的，极有可能
是 吴 越 王 钱 俶 。《四 明 谈 助》 记
载：“五代时，陈殿中隐于此，吴
越忠懿王亲往顾之，故有之名。”跸
驻村因钱王驻跸而得名。而跸驻村
西去六诏不足六华里，骑马片刻可
到，坐轿只需半小时。钱俶不会不知
道王羲之曾在六诏隐居过，顺便去
六诏巡视一番，吊唁一下书圣合乎
情理。六诏村专设钱王庙，至今尚
在，似乎也在显示钱王到过六诏。

如果说越王钱俶到过六诏还是
猜测推断的话，那么女词人李清照

到六诏寻访王羲之足迹，则是不争
的史实。李清照与王羲之是同乡，
又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同的是王羲
之是主动的选择，李清照则是因战
乱被迫流落江南。李清照在右军庙
王羲之塑像前，诉说些什么不得而
知，但在六诏的确住了一段时间，
为的是从王羲之这里汲取营养，修
复心灵创伤。

六诏真正的繁荣兴起，是在清
朝后期及民国初期。由于商品经济
的发展，六诏成为周边地区的货物
集散地，剡溪黄金水道的始发地。

山民们肩挑手推将茶叶、笋
干、木料、药材运到村口的埠头，
然后用竹排运输到萧王庙，再转驳
到船上，运往宁波、县城等地。同
时将山民需要的食盐、布匹等货物
运回村中。那时村里的杂货店、米
店、肉店、烟店、酒坊、钱庄、旅
馆等店铺林立。民国时期，串客调
艺人用乡音唱咏六诏：“茅坞对出
三栋 （座） 桥，三岔路口竺阿娇

（村里卖灰汁团等食品的女老板），
三爿肉店呱呱叫，三爿酒店卖脱潮

（意指供不应求） ”
随着公路的开通，六诏交通运

输枢纽的地位不再，逐渐被冷落，
数十年面貌依旧。然而，落后并非
全是坏事。现在的六诏，村庄布
局、街巷路网、建筑风貌，依然完
整保持着百年前的模样。村街两旁
当年店铺的痕迹清晰可见，有的墙
上 还 留 存 着 店 铺 的 名 号 。“ 大 公
里”“毛家阊门”等一批房屋，被
列为宁波市历史建筑名录。

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永镇石拱
桥，矗立村中的古黄连木、古黄檀、
大批古民居，散发出阵阵古香，吸引
着游人前来。节假日，常有美术爱好
者在村里写生作画；乡村文化爱好
者走村串巷、探幽访古；驴友们喜走
茅坞岙古道，一路上听泉水叮咚、瀑
布声声，观茂林修竹，奇花异草，甚
或登上海拔 800 多米的镇亭山龙王
庙，参拜有许多神奇传说并被大清
皇帝敕封过的广惠龙王⋯⋯

在崇尚自然，寻找乡愁的今
天，曾经有过王羲之、大川普济的
千年古村，再次焕发生机。

六诏，地处奉化、新昌、嵊州交界处，宁波西去约60公
里，有省道江 （口） 拔 （茅） 线和甬金高速经过。六诏，曾
被评为宁波市历史文化名村和“宁波最美50个地名”之一。

一个位于四明山麓的偏僻山村，何以获得此等荣誉？必
有其不同于其他村的独特之处。

走进一个书圣走进一个书圣，，走出一个高僧走出一个高僧

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名村 ———— 六诏六诏

耸立于村口的王羲之塑像

建于清道光时期的石拱桥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汪金友

南京有个夫子庙，庙前有条
河，河上有座桥。河叫秦淮河，桥
称文德桥。当我要从桥上走过时，
两个南京的朋友同时提醒：“过桥
非君子，君子不过桥。”

我一惊，桥那边有乌衣巷、王
谢故宅，还有李香君曾经就业的青
楼，怎么不能过？朋友笑曰：“过
了文德非君子，是南京传了 600 年
的民谚。说的是过去，而不是现
在。”

古时候，秦淮河的北岸是夫子
庙、国子学宫和江南贡院。秦淮河
的南岸，是林立的青楼，翘盼的佳
人，纷乱的红尘。过桥之人，多是
寻花问柳。为此，在此学习和赶考
的学子，都牢记文以载德、厚德载
物的古训，不越雷池，耻于过桥。

而对岸的美女，实在是太诱人
了。她们浓妆艳抹，花枝招展，或
坐在窗前抚琴，或站在栏前招手，
回眸一笑，百媚丛生。为此，每天
晚上都有很多才子，站在秦淮河
边，欣赏对岸这道亮丽的风景。

想象着风华绝伦的李香君、风
骨嶒峻的柳如是、国色天香的陈圆
圆、冰肌玉骨的董小宛，还有其他
很多貌美如花、秀色可餐的青春佳
丽，这些漂泊在外的年轻男士，无
不春心荡漾，欲乱情迷。

有的人，理智战胜了欲望，咬
咬牙，转过身，回宿舍睡觉了。有
的人，狠狠心，抬起腿，奔着对岸
而去。结果呢？回宿舍睡觉的郑板
桥、文天祥、林则徐、施耐庵、曾
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考
取了功名，成就了伟业。而过了桥
的人，或荒废了学业，或耗光了家
资，或败坏了名声，从此一事无
成。

后来，官府命令，无论是官员

还是学子，一律不准嫖娼狎妓。一
经发现，没有考试的取消考试资
格，已经做官的取消功名。于是，
就没有人敢再过文德桥了。

但还是有很多桥这边的男人，
想对岸的女人；也有很多桥那边的
女人，想对岸男人的钱财。所以又
有聪明人，在青楼之下开了一道道
水门。北岸的学子如想去南岸，不
用过文德桥，而只需找个地方，悄
悄地上船。然后隐藏在船舱里，再
悄悄地通过水门进入青楼。究竟有
多少人通过水门进入秦淮河的烟花
柳巷，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可以
肯定，其中必有考取了功名而没有
暴露者。

也有胆子大不信邪的，唐伯虎
就是一个。别人说“君子不过桥，
过桥非君子”，他硬是不信。于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从文
德桥上走过，到对岸寻欢作乐。结
果，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
落了个风流才子的雅号。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一座
桥，那就是法律之桥、纪律之桥和
道德之桥。这些桥的对岸，又都是
难以抵制的诱惑。比如美色之诱、
金钱之诱、权力之诱、享乐之诱
等。有些人过了桥，当下也还平安
无事、飞黄腾达。不信看那些贪官
的案例，只要善于寻钻水门，暗度
陈仓，竟也能够隐藏几年几十年而
不露。

南京还有一句民谚：卢沟桥的
狮子是数不清的，文德桥的栏杆是
靠不住的。因为过多的人到文德桥
上赏月，该桥历史上几度坍塌，夺
去过不少人性命。由此也可隐喻，
青楼、情人和情场中的朋友，往往
都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为了
自保，很快就会把你曾经“过桥”
的丑事一股脑抖出来。

唯 一 可 信 的 ， 是 自 己 的 双
脚 。 坚 决 不 过 桥 ， 永 远 不 过 桥 ，
不管桥什么时候塌，你都会相安
无事。

过桥非君子，君子不过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