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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新 知

宁波地名谭

老话新聊

漫画角

韩浩月

我的手机里有上百个微信群，
每天常看的群，十个左右，其中有四
五个是置顶的：包括一个编辑作者
工作群，几个人讨论新书的内容、封
面、宣传；一个小家庭群，出门在外
的时候，要及时响应群里的呼唤；一
个大家庭群，这个群通常一星期没
人说一句话，但不能错漏其中的重
要信息；一个好友群，经常喝酒的那
几位，每天插科打诨几句；还有一个
评论员群，虽然说话少，但基本每天
在潜水浏览，想知道同行们都在聊
什么。

这样的几个群，基本就勾勒出
一名中年人的画像。不知道年轻人
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群，反正据我所
知，许多中年人的“群生活”基本如
此。也不是没有空降过来的群，那
往往是外出活动时临时拉的群组，
方便熟悉或不怎么熟悉的天南地
北 的 朋 友 们 ，互 相 吆 喝 着 早 中 晚
饭，以及分享各自拍摄的照片，这

样 的 群 ，往 往 在 活 动 结 束 没 几 天
后，就沉寂了。

有的群一沉就是一两年甚至
更久，偶尔有人往里面扔了一条链
接，把群顶了上来，这叫“炸群”，这
个说法感觉像“炸鱼”一样，把鱼从
湖底炸上来，看见鱼了，鱼翻白眼
了。所以，被炸上来的群，沉下去也
快。偶尔我会翻看一下，被顶上来的
群成员，有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谁，
有的，就已经很陌生了。

我知道许多人在加群之后，第
一个动作是把群静音，第二个动作
是把群存进通讯录，这样方便查找。
群静音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提示音
的打扰，但也因此会错过一些消息。
前些天我在浏览一个群的时候，看
见有过去的老朋友“@”我，跟我说
话，但因为没及时看到，没能回复，
所以赶快也“@”他一下，表达问候
和歉意——通常，这样的回复，是无

法得到再次回应的，这就是网络社
交的特点之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
个时间界限，过了某个时间点，说话
的时机、情绪，就消失了。

据说新版的微信上线了一个新
功能，可以在静音群消息的同时，通
过关注特定群成员的方式，让被关
注者的消息穿越静音的封锁线，把
提示音送到你耳朵里——这样的描
述，感觉那声音像是来自战场上的
信号弹。这样的功能，肯定是有人需
要的。

一直有人说，微信对人性的洞
察细致入微，它早已模糊了“工具”
与“情感”的边界，让两者浑然一体，
网上经常看到各种微信社交礼仪，
看的时候不以为然，真遇到所描述
的状况时，却发现言之有理。一个
个 微 信 群 里 ，活 跃 着 我 们 的 另 一
个形象，要么活泼幽默，要么低调
严肃，要么滔滔不绝，要么一言不

发 ，要 么 一 言 不 合 就 退 群 ，要 么
“打死我也不走”⋯⋯微信群里有
我们的坦荡，也有我们的躲闪，一
个 人 的 社 会 形 象 ，从 现 实 与 网 络
的两端向中间聚集贴合，最终成为
一体。

使用微信这么多年来，我只主
动退过一次群，那是因为被人误会，
发生了几句口角，一生气退群了，现
在回想起来，觉得真没必要。有此一
例，此后再也没退过任何群。面对的
无数群，其实组成了一个人所看到
的网络世界的全部，这里有和现实
社会一样的众生百态，但和现实社
会不一样的是，你更有条件做一名
参与者或者旁观者，并且参与和旁
观的分寸都由你掌握，有了这样进
退自如的选择，就不用把自己送到
情绪的火焰山了。面对网络大世界，
就像登顶呼吸徐徐清风那样，淡定
最好。

“群生活”的坦荡与躲闪

郝铁川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
题，强调今后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
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
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这是第一次把中间大、两头小
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与共同富裕相联
系，意义十分重大。它揭示了我们追
求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而是
以高质量发展，中间大、两头小的橄
榄型分配结构为基础的共同富裕。
党中央的这一决策必将有力地促进
我国民主法治的优质发展。

在我看来，民主法治有优质、劣
质之分，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西
化分化陷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实
行的民主法治，带来的不是社会稳

定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而是动荡
不安、贫富对立，显然是劣质民主法
治。优质的民主法治必须建立在一
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基础
上。总结人类法治发展史的经验，我
们可以发现，人口结构中中等收入
群体（域外称之为中产阶级）在总人
口中的比例占据一定多数，是优质
民主法治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
原因：

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定的基
础，而社会稳定是法治的前提条件。
正所谓“枪炮作响法无声”“乱世无法
治”，只有社会稳定，才能有效实施法
治。为什么说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
定基础？因为任何社会穷人和富人总
会有对立，容易打架、对抗，但如果在

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一个人数占多
数的中等收入群体，就会缓和他们的
矛盾。打个形象的比方，中等收入群
体就好比是一个“拉架者”，拉力大于
对抗力，贫富矛盾就不会激化了。

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普遍讲诚
信的基础。从近年来法院“执行难”
对象名单中可以发现，构成“执行
难”对象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

“执行不能”的生活较为困难人士，
他们未必不想讲诚信，但家庭或个
人实在没有财产去履行法院判决的
给付义务；二是少数富裕人士，他们
是有能力履行法院判决的给付义务
的，却为富不仁，是真正的“老赖”。但
我们在法院的“执行难”名单里，较少
看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人。这是因为
他们职业稳定、收入稳定，文化水平

较高，是最愿意，也是有能力讲诚信
的阶层。而一个社会是否普遍讲诚信
直接关涉法治的成败，因为法律关系
实际上就是契约关系，公法是人民与
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私法是民间人
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诚信是维系契
约的心理基础，若无诚信，契约、法律
则荡然无存。

中等收入群体是追求法治公平
的重要理性力量。某些较为穷困的
人容易仇富，而某些富人又容易为
富不仁，相对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则
普遍希望社会均衡发展，希望在机
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凭
本事吃饭，按良心做人”，这就有利
于法治公平公正得以实现。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上观新闻

橄榄型分配结构与共同富裕有何联系

鲁 楠 绘上下其手

王祖和 绘上个扣子

桂晓燕

今年七夕节，有微友在群里发
了一则“七月七拜魁星”的视频。
说是天上北斗七星中离斗柄最远的
一颗，叫做魁星，民间传说魁星主
掌文事。七月初七是魁星生日，每
到这天，读书人都要在月光下设供
品祭拜魁星，希望自己能魁星点
斗，金榜题名⋯⋯故事倒也有趣应
景，但是视频中出现的北斗星，却
走了样。北斗星是由七颗亮星排列
而成，曲折如斗；通俗点讲，就像
一把勺子。但不知为什么，视频里
的北斗星，像是在天上翻了个身，
勺子的方向整个相反了。我想，制
作视频的这位朋友，十有八九没有
看到过真实的北斗星。因为北斗星
是北半球夜空中“占天面积”最
大，特征最鲜明、最引人瞩目的星
象，只要看到过，就忘不了它的模
样。

现在城市里灯光璀璨，在带给
人们方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
了“光污染”，以致天上的星星已
难得看见。许多年轻人只认识歌星
影星笑星球星，不认识天上的星
星。回想我们小时候，一到夏天，
晚上就在露天乘凉，手里摇着扇
子，仰头看满天繁星。这时候，大
人常会要我们念一首童谣：“七簇
扁担稻桶星，念过七遍会聪明！七
簇扁担稻桶星，念过七遍会聪明
⋯⋯”要求屏住气，连念七遍，才
算通过。“七簇扁担稻桶星”分别
指七簇星、扁担星和稻桶星，属于
民间约定俗成的叫法。七簇星是天
文学中的昴星团，又叫七姐妹星，
七星聚集犹如花团锦簇。扁担星是
天文学中的河鼓三星，位于银河之
东，中间一颗较亮的是牛郎星，两
头各一颗较暗的，是牛郎和织女的
一子一女。牛郎用扁担挑着子女，
正在使劲追赶织女。稻桶星由四颗
星组成，上面两颗相距稍宽，下面
两颗稍近，形状像一只打稻 （稻子
人工脱粒） 用的稻桶。此外，银河
之西，与牛郎星遥遥相对的一颗亮
星是织女星，织女星的前方还有四
颗小星，形成一个菱形，那是织女
织布用的梭子⋯⋯大人娓娓道来，

小孩子听得津津有味。讲完一个还
要再来，还要再来。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民间传说
讲不尽。虽然不是全面系统的专业
学习，但是像这样没有压力不考
试、自然随意接地气的“乘凉晚
会”，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不知不觉地学到了许多课堂上
没有的东西，对孩子们的成长也会
起到不知不觉的作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许多中
小学教师、家长乃至学生本人的心
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倾向，好像
孩子们所有的时间、精力和兴趣，
都应该放到学业上面去；应该以考
试为准则，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简
言之，凡是考试不考的书，不看；
跟考试无关的事，不做。例如孩子
从不做家务，从不关心柴米油盐，
甚至许多常识性的东西也茫然不
知。网上最近流传一则视频：在街
上随机采访 00 后年轻人，问他们
大米多少钱一斤？大多数人说不知
道；有几个瞎蒙，说十几元、二十
几元或者几十元一斤的都有，其实
真正知道的一个也没有。他们承认
自己从来没有买过米。

有人也许觉得，不知道大米价
格有什么关系呢？不是照样吃饭
吗？是的，饭是可以照吃不误，但
是孩子买不买米，做不做家务，却
关系到以后能不能更好地吃饭，或
者说有更好的饭碗。

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通过 20
多年的跟踪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
结论：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
务的孩子，成年之后的就业率为
151，犯罪率为 110。两者的
离婚率和心理患病率也显著不同。
换句话说，爱干家务的孩子更加优
秀，更有前途。作为研究课题，这
个结论是有大量事实依据和理论支
撑的。我们“老话新聊”也曾根据
中国的例子，从多方面聊过这个话
题。

总而言之，让孩子多帮助父母
做些家务，多了解些考试不考的常
识，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家长、
家庭乃至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您如果有兴趣，试试让您的孩
子也来念一念老宁波的童谣：“七
簇扁担稻桶星，念过七遍会聪明
⋯⋯”试试跟孩子聊一些考试不
考、在人生考场上也许用得着的东
西。

七簇扁担稻桶星
念过七遍会聪明

徐雪英

1986 年，我国 《地名管理条
例》 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
但在传统地名中，仍保存了大量的
人物地名。这些人物有的是神话传
说人物，有的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的著名人物，还有的是对地方经济
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地域性人物。

有意思的是，也有不少名不见
经传的老百姓，也跻身传统地名
库，其名谓有的仍作为地名被今人
念诵着。在宁波就有不少此类地
名，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到底做了
什么事情，才会幸运地如此被后人
纪念呢？

因心眼好而留名

余姚凤山街道有季卫桥社区，
以社区内之季卫桥而名。季卫桥是
余姚历史名桥，因横跨候青江、毗邻
余姚古城候青门，自古便为姚城北
廓交通要桥，始建年代无考。明代，
有倭寇自海路进犯姚城，为阻倭寇
进城，季卫桥被拆除。此后余姚百姓
一直靠渡船或简易便桥出入城北。
清道光十三年，余姚邑人叶樊决定
重修候青桥。他不但出资万贯，还亲
自设计图纸，终于在道光十五年把
候青桥扩建成牢固美观的 5 孔陡石
拱桥。也许过于耗费心力，桥成后一
年，叶樊卒。余姚百姓感其德，因叶
樊字季卫，遂把新修的候青桥改名
为季卫桥，沿用至今。这座耗尽叶樊
心力的 5 孔陡石拱桥现仍遗存，是
余姚目前最长的古代石拱桥之一。

鄞州首南街道有陈婆渡社区，
以社区内曾有陈婆渡村而名。陈婆
渡村位于九曲河畔三水汇合之地，
康熙 《鄞县志》 等文献记载，昔日
有陈氏在此设渡，故名陈婆渡，村
以渡口得名。坊间传言内容更为详
尽，陈婆设渡时，分文不取，两岸
百姓因此喜欢在此往返，逐渐促进
了义渡周边商贸服务业的发展，慢
慢形成了陈婆渡集市。宋代前后，
陈婆渡集市已很繁盛，渡口一带也
造起了桥，仍名陈婆渡桥。南宋
时，陈婆渡桥已成鄞南交通要道，
南宋宝庆 《四明志》 鄞县境图上已

赫然标列此桥。
像叶樊、陈婆这样因为修桥设

渡、义务为百姓做好事而留名的，
还有不少，如在鄞州姜山建造蔡郎
桥的蔡郎、在海曙横街修建陆婆桥
的六位婆婆等，这些平凡人之所以
能被留名纪念，纯粹是因为心眼
好，把百姓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
难，温暖了很多人的心。

因眼光好而留名

还有一些人能在地名中留名，
是因为眼光好，最先在某地定居或
工作，并且成功地在那里开枝散
叶，子孙绵延。

鄞州姜山镇有陈鑑桥村，村民
主姓陈。最早选择此地定居的是先
祖陈鑑桥，他于明朝景泰年间从陈
家团迁此定居。为纪念陈先祖的独
到眼光，后人以其姓名为村名以示
纪念。不过陈先祖名字中的“鑑”
字笔画太多，后代子孙不容易记
写，因此也简称“陈鉴桥”“陈介
桥”等。陈鑑桥村目前仍保存着形
态丰富的民国建筑群，民国风味较
为浓郁，走在村内窄长巷弄，会有
时光倒流的恍惚感。

余姚低塘街道有黄清村，由原
黄清堰、平桥二村合并而成。平桥
村又称甚荡平桥，传太平天国前该
地已成小集镇，有个叫甚荡的人在
市上作经纪人。可能他的名字比较
特别，经纪人工作在当时又比较特
殊，时人遂以他的姓名称呼该地。
后村南新建五板平桥，也命名为甚
荡平桥，村以桥名，简称“平桥”。
余姚泗门镇有季能房，则因谢季能
而名。谢季能，字菊溪，明朝一品
大学士、状元谢迁后裔。泗门谢家
自明朝起人才辈出，为姚江望族。
谢季能从族中分房独立时，以名立
房，弄以房名。当地还有菊溪弄，
为其旧居所在，故以其字名弄。

类似的还有镇海九龙湖大茅山
南麓的陈可观岙村，该村是一个四
面环山的宁静的村落。传宋代时陈
可观最早择居于此，故以其名呼
村，后俗称陈火夹岙。镇海贵驷街
道还有颐增弄，传清代时刘颐增在
此建造大屋，故以其名字名弄。

因教育好而留名

有一些人因教育好、下一代有

出息而留名于世。
镇海庄市有兆龙路，原是宁波

北郊一条简易公路。1986 年，出
生于当地钟包村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先生出资重修此路，并以其父亲的
名讳命名“包兆龙路”，简称“兆
龙路”。钟包村又有兆龙学校，前
身为钟包小学，1984 年包玉刚先
生之兄包玉书、妹张包素菊、李包
丽泰捐资建造新校舍，也以他们父
亲的名讳作为校名，以感谢父亲的
养育之恩。

奉化萧王庙街道有陈郎埭村，
位于剡江南侧。传村东古有滕家，
从外地抱来陈姓儿郎，在此抚养长
大。后滕姓衰废，养子陈郎一脉却
越来越有出息，因此时人改村名为

“陈郎大”，后谐为陈郎埭。到光绪
《奉化县志》 编撰时，列入“陈郎
埭”村名。

因亲友好而留名

另外还有一些平民之所以能留
名，是因为亲友好。那些人为了加
强亲缘关系，表示对亲戚朋友的尊
重，特用对方姓氏来命名自己所居

之所。
鄞州横溪有陈婆岙村，村民主

姓俞，清朝中期从俞家山迁此发
族。传俞氏第二代太公把女儿嫁给
了横溪道成岙陈氏之子。为加强亲
缘关系，俞氏遂将自己所居住的村
庄改名为陈婆岙。1992 年，陈婆
岙整村迁移至横溪岗头，村名袭
用。

宁海跃龙街道有赵郎场，村处
干溪东侧，黄坛水库渠道流经村
北。赵氏首居其地，原村名“兆廓
庠 ” 疑 由 “ 赵 家 洋 ” 谐 化 而 成 。

《赵郎场任氏宗谱》 记，明嘉靖三
十一年 （1552 年），任世光自两水
孔迁此。赵姓之子后成为任姓郎
婿，曾将所筑场圃售于任姓，任姓
遂称其地为赵郎场。

类似的还有余姚陆埠镇杜徐
岙，以村内原有杜徐自然村而名。
据见过徐氏宗谱之村中老人回忆，
约在 1300 年前，杜、徐两姓祖先
从河南同来江南，徐姓择此定居，
杜姓择慈北杜岙落户，但两祖先还
是亲如兄弟，过从甚密。为尊重杜
姓，纪念双方友谊，徐姓特意把自
己居住地命名为杜徐。

这些普通人的名字
何以留在了宁波地名里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