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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州杂感 

 

鄂西有深山，山中有 E 州，飞机还没落地，我已经从窄小的窗

口，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这个跑道短小的机场，竟是卧在城区的

一座高坡上，从机场的出口往下看，全是密密麻麻的高低楼宇、车

水马龙！好在 E 州地处偏僻，一天没几个航班，E 州首府的居民头

上，基本还是蓝天白云，少有金属怪物的轰鸣和盘旋的。 

E州的自然景观更是不寻常。八百里清江，一路碧绿，两岸的高

山低坡上，或是密布高树，一片驳杂的绿色，或是壁立石岩，斜着

一层层叠上崖顶。江边的石壁上，不断凸出一群一群的钟乳石，令

人禁不住揣想：这骄阳之下的宽阔江水，千万年前曾是一道洞中的

暗河？ 

这揣想并非毫无根据：今日的清江，就有三段是涌入地下，在

洞中绵延十数或数十公里之后，再冲上地面的。不仅如此，E州的大

小山岭中，遍布难以计数的洞穴，其中一个叫“腾龙洞”的，纵深

六十公里，号称亚洲第一，已经整理出来、铺设了照明的四公里

中，多有高宽得超出一般想象之处，当地人说：“开飞机都可

以！”另一个原称“水岩洞”的，其中蜿蜒一条数公里长的深河，

时值酷暑，洞内水面上却是寒风阵阵，我紧裹着救生衣坐在铁皮船

上，两边是黑黢黢若隐若现的岩岸，铁皮船近乎无声地驶入前面的

昏暗：在这样的时刻，无论怎样奇特的想象，都是很自然的吧？ 

明江暗河，巨洞高天，如长剑般细瘦孤耸、怕是猿猴也难攀爬

的山顶上，屡有屋舍的遗址，百丈绝壁中凿出的宽不到半米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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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牛羊自如地上下：世居如此雄奇的山水众生之中，E州的人民，

品性自非一般。 

一座跨在山涧上的亭阁里，红裤黑背心的小伙子对着游客高歌

“hageza”，1一连串赞美山河男女的排比句之后，是舒缓而骄傲的

宣告：“地是开阔的地，天是自由的天，荒山野岭把身安，日子过

得赛神仙！”紧接着旋律陡然升高：“皇帝老儿管得宽，管得老子

想发癫哪，今儿个骑马耍一回，死了也心甘！……”对于旅游景区

的风俗歌舞，我向来都躲得远远的，但这一次，听着这样的歌声在

深山斜阳里回荡，还是禁不住有点激动。游客们散去了，我问坐在

廊下擦汗的歌手：“这是什么时候的歌？”他的回答有点犹豫：

“这个不晓得，是我们土家族的民歌，老歌……” 

几天以后，一位当地朋友告诉我：这其实是 1980 年代创作的新

歌，词作者是 E 州一位德高望重的土家文化人。听我盛赞“皇帝老

儿”那几句歌词，他诡异地一笑：“是啊，就因为这几句，这歌一

直只能在非官方的场子里唱，不能进大剧场……”果然是，连长途

汽车上播放的土家歌曲集锦中，都没有这首歌！可是，与“六口

茶”、“龙船调”等等相比，无论词曲，“hageza”都是毫不逊色

的：单为这一点，我要向“hageza”的词曲作者，和高唱此歌的歌

手们致敬，唯有自由不羁的心灵，才能唱出与壮美山河般配的音

声。 

在一座复建的土司城寨的内室墙上，挂着一块土家族的英雄

榜，几十个名字，多是战死沙场的抗日将领，像我这样读着官版教

科书长大的人，大部分自然都觉得陌生。有意思的是，这名单的尾

                                                 
1 土家话，意思是“棒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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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上，列着贺龙的大名，他是鄂西红军的领袖，后来被封元帅，当

然也在抗日战场上驰骋过，但却死在“文革”时期的监狱里：大概

就是这个颇为讽刺的结局，令排榜者即便有意，也不能将其排在那

些非共产党的英雄前面吧。 

E州人的骁勇善战，自不只是表现在抗日战争中。早在明代，这

地方就有人被官府调去沿海抗倭。此后南粤拒英、北韩抗美，都屡

有 E 州的死士可歌可泣。据说，有一支 1950 年由万余 E 州土匪——

地方武装？——收编而成的志愿军，就在朝鲜战场上全部捐躯，仅

剩一位副军长生还。至于啸聚岭上的匪患，大族乡民间的械斗，如

何从另一面凸显当地人民的斗狠之性，就毋庸赘言了。 

不过，E州乡民的不一般，并不只在悍勇。这一路上，多次搭乘

县乡两级的公共或私人小巴士，有好几次，我惊讶地看到，破旧的

汽车鸣着刺耳的喇叭声疾驶过去，前面路边——有一次是近于路中

央了——侧身高卧的土狗，却依旧摊手摊脚，并不挪窝，有的连头

都不抬一下。显然，它们知道巴士会从边上绕过去，它们的记忆基

因里，没有因此罹祸的部分。还有一次，在翻越 Q 山的途中，汽车

突然刹车，我跳起来看，原来一条灰色的蛇，正施施然游过路面！

当地的朋友说：“土家人是有规矩的，开车不能压东西的，压了要

遭报应的……”大约是听多了我这城里人的“环保”的聒噪，他还

加上一句：“我们不是因为现在讲环保才这样，我们从来就是这样

的！” 

是啊，今天的人之所以大声疾呼平等和环保，不就是因为现实

中倚强凌弱、太不平等了，除了可以直接兑换为金钱的物质利益，

别的都不再看重了么？但在 E 州，似乎还有许多人并无这样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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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惭，他们依然是勇悍之人，也就无需对蛇犬无情，他们还没有

被新时代训练成狭隘的功利之徒，也就能安心地继续敬重山川草

木，不觉得天下大乱，赶紧抢一口是一口了。 

紧贴着鄂渝边界的 Y 寨里，坐在老屋门口的老伯伯老婆婆，见

到我这样的外人走过，都会起身招呼：“来坐一哈！……”一面就

从昏暗的屋里搬出小竹椅，全不管你是否真有意停步。而只要你一

坐下，老婆婆就会折进屋里，拎出一个壶嘴破缺的瓷茶罐：“喝点

茶，新泡的……”在这三面悬崖的高山上，冬季很长，梯田逼仄，

身边几乎没有青壮年，都去遥远的海边城市打工了，所有的生计，

连同抚养学龄前的第三代娃仔，都得这些老农自己对付，生活的艰

辛，远非一般城里人所能想象。但是，他们那满是皱纹、牙齿零落

的笑脸上，依旧洋溢着一种毫不紧张的眼神，一种实实在在的善

意：E 州山民的品性，是不能只从“仓廪足，知礼仪”的角度解释

的。 

从 Y 寨下山、经过一个稍稍平坦的村子时，有男子扬手搭车。

上车后，与司机说了几句土家话，那男子很快转过头来，跟我们打

招呼。他四十来岁，长裤皮鞋，腋下夹一个褐色人造革小包，司机

介绍说：“他就是 Y 寨保护所的管理员！”一听说我们喜欢 Y 寨，

他立刻活跃起来：“对呀，我们就是一条原则，先保护，后开

发！……前年有人要来投资，我们看他的方案不对，破坏环境，就

否决了！……这是我的 QQ 号，我也当过老师的！……文字介绍？正

在做，马上就要在寨子里立一些石牌，上面刻出景点介绍……有书

有书！为什么不在寨子里卖？没啥子人买啊……水杉王？就在 M 镇

上，我陪你们去看！那是 40 年代发现的，全世界都说水杉绝种了，

我们这里却发现活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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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镇到了，管理员很快领我们到了那棵被一圈木头步道围住、依

旧绿意盎然的水杉树前：“看那个牌牌，七百多年了！……当年日

本大学者来，抱着树哭啊，说终于见到活水杉了！……这里附近的

水杉树，都是用这一棵的种子分种的，都是它的子孙……周总理送

礼给尼克松，就只是两粒水杉种子！……你们慢慢看，我走了，我

家就在镇上……” 

三分钟不到，他又回来了：“你们看树杆的最下一段，被步道

遮住的，那是要六七个人才能合抱啊，不要看上面的树好像不怎么

粗，其实是要六七人合抱的！……” 

耀眼的夕阳照着管理员额头的汗珠，我深深感动于他对家乡的

热爱。这些年来，社会持续从各个方面败坏乡村、逼迫农民背井离

乡；主流的媒体和学校教育，也持续向乡村的有志青年灌输褊狭的

“现代化”意识，激励他们更自觉地鄙弃故乡、投奔都市；各种急

功近利、愚昧不堪的“发展”项目，更是持续砍伐山林、污染河

流、毒化土地、掏空地下资源，似乎不把乡村搞成地狱绝不罢

休……在这多方合力的打击之下，无数村落日渐凋敝，中国人世代

赓续的乡土之爱，也日益普遍地淡漠：村镇街道上到处是垃圾，农

舍的墙边和院内，则随处可见破窗、杂草、胡乱铺盖的塑料布、积

满尘垢的废器具……生性勤勉的中国农民，竟有这么多丧失了将自

己的居所清扫干净的意愿，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乡村的赤贫和

无望？当然，这样的赤贫和无望，绝非只属于乡村，所有以乡村的

破败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功绩，不论多么“辉煌”，都将轰然倒塌，

且为时不会很久。 

但是，Y寨的这位管理员先生，却让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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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乡野大地，迭遭各种西式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化”愚行的荼

毒，却似乎根柢尚存、生机犹在。即如这 E 州，不但大体保存了合

乎自然之道——现在的说法是“可持续发展”——的山川形势，也

还能继续滋养人民的多种宽厚、真挚的人伦品性。 

在 L 市人声嘈杂的露天汽车站，好不容易开来一辆去 M 镇的中

型巴士，等车的人一拥而上，我们虽是早早就等着了，还是猝不及

防，很快就被剩在了车门外面。身后一位卷发瘦小、拎一个大帆布

包的中年人笑了：“不要讲什么客气啦，下一次车来，你们也往上

挤！” 

他是木匠，脚边蹲着一位黝黑精壮的小伙子，守着一个旧拉杆

箱，是他的徒弟。他们是去附近一个镇上接木工活，每天的工钱是

三百多块。“我在苏州打了十多年工，也是做木工，一天赚六七百

块钱！”他的口气里略带一点骄傲。“那你为什么回来了？”我

问。“为了小孩的教育啊，儿子就要读中学了，父母不在身边管

着，留守儿童，他读不好书的。钱么，现在这样也能过……”似乎

是觉得这个解释太高调，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烟黄的牙：“你算

啊，小孩书读好了，将来他可以养我，他读不好书，将来我还要养

他！” 

也没挤上车、住在 C 寨山脚下的老伯，六十三岁了，背一个大

竹篓，叭叭地抽着自制短杆竹筒烟，他的儿子在南方打工，留下小

孩跟老伯一起过，却是八年没有回 E 州了，“他晕车，回来的路太

难走了……”老伯微笑着，仿佛是在替儿子解释。 

载我们去 Y 寨的个体小巴士司机，却是卷发木匠的同道。他也

在南方打了十多年工，三年前与妻子一起回到 M 镇。从 M 镇去 Y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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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很难走，路窄，多弯，大半路面都坏了，坑坑洼洼，这么上下

一回，不但人颠得要散架，车身和轮胎也都很伤，但他还是守着这

份辛苦活，让妻子呆在家里：“她带小孩啊，我在这里载客，收入

不多，但家里小孩有人管，全靠老人带，不行的……”在 M 镇的汽

车站向我搭讪生意时，他完全没有一般个体司机的那种精明样，虽

也依例报一个虚价，却并不坚持。此后一路上山，边走边聊，我很

快就觉得，他正像是 E 州这地方该有的人：见过外面的世界，也跟

着潮流走过，以后说不定还会跟着走，但在关乎人生大旨的事情

上，却是自有主见，也能坚持的。当然，能这么坚持，也是因为对

什么是人生大旨，他多半有自己的判断。 

我对 E 州人事的这些赞赏，是不是太主观、一厢情愿了？ 

从 Y 寨返程、小巴士吃力地爬上 Q 山时，兴致勃勃、正向我强

调“我们这里空气好，能见度有 15 公里”的管理员先生，忽然沉默

了。我立刻明白了原因，那被他指作视线清晰度例证的山谷对面的

山头上，正坐着 L 市近几年名声大噪的 S 项目。这项目的精髓，简

单说，就是在一片方圆数十里、包含着次原始林、夏季异常凉爽的

山区的中心地带，摊大饼式地圈地造公寓，卖给远近城市里被酷暑

折腾苦了的中产人士。这项目的老板，原是当地的官员，从基层机

关的会计做起，最后官至财政分局的局长，其在政商两道的人脉之

粗大，可想而知。这样公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房产项目，何以能如此

神速地推进，就更可想而知。短短六年间，已经建成了可容数万人

（规划是十万人）的住宅，其中许多已经卖出，这几年，一到夏

天，各式挂着州外车牌的轿车，挤满了附近的大小道路。于是，我

们从山谷这一边的 Q 山上，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片墨绿色林海的

中心地带，仿佛被巨刀挖割过一般，东一条西一条地横着大块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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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筑工地，在阳光下反射出惨白的光芒。 

来 E 州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 S 项目，说来好笑，是其官网

的不打自招，引起了我的注意：“个别记者散布毁林造房的不实信

息，给景区声誉造成恶劣影响……（大意）”在 M 镇，当地人告诉

我：“他们只管造房子、卖房子，别的都不管！……”很多兴冲冲

买了房子来避暑的房主，叫苦不迭：生活设施不配套，今年甚至连

洗澡水都不够用！尽管如此，S项目依然肆无忌惮地继续膨胀，通往

M镇的国道两旁的屋墙上，密集地刷着它的房产广告，楼盘的名字一

个比一个显赫：“依云国际”、“皇家一号”……州内外的各式饭

桌上，这样的对话也继续蔓延：“你可以去 S 那里买房子，那里凉

快，空气好，就在森林边上，春天满山杜鹃花！……”“这么好的

地方？15 万元一套，不贵呀，我去看看！……” 

在 E 州，类似 S 项目这样的事情，虽不见得都这么嚣张，一定

还有不少。但我理解管理员的沉默，那大片的公寓楼不比别处，它

们就在 Y 寨对面的山上，这对他坚持的“先保护、后开发”的原

则，实在是太大的讽刺了！从 Q 山顶往下走了好一阵，他还是耿耿

于怀：“那个山上是不能承受十万人住的！光是生活垃圾，你往哪

里放？……” 

荒谬显而易见。但是，这样的混合着短视、贪婪和无知的“开

发”运动，不正是今日中国最浩大的事情么？浊浪滔天，E州自不可

能是例外的净土，惟其地处偏僻，卷入得迟，那些生机尚存的风物

人情，与那些急切愚昧的“开发”力量，冲突就格外触目。 

在 E 州境内的大小城市，举目皆是高楼、百货公司、专卖店、

汽车废气、嘈杂刺耳的流行歌曲……与我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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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从物质外形到精神内涵，都大同小异，一起放肆地凸显

主事者的志趣的雷同。凡我经过的Ｅ州的镇子，乃至国道和省道路

边的规模稍大的村子，也都差不多是一副模样：二层或三层的水泥

楼房，沿着公路两边一字排开，几乎一样的楼层高低，一样的屋宇

样式，一样的薄得令人担心的侧墙，一样的鲜艳花哨、铺满店招和

广告的街面，当然，还有一样的建筑材料与垃圾的胡乱堆放，一样

的积满灰尘的空关的门窗……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城镇化”，要在中西部的广大区域里全面

铺开，我这样的外行人，就不免有一连串疑问了：“城镇”究竟是

什么意思？密集地造一堆水泥房子，就是城镇了？即便用城镇户口

和商品房，将乡民聚集到了城镇，即便这聚集本身，就能生出若干

商机和饭碗：房屋装修、餐饮菜场、日用品零售…… 那作为这一

切的前提的大多数乡民的生计，那能让他们从中得钱来买房、装

修、维持城镇生活的工作岗位，又在哪里呢？总不会是继续种稻养

猪吧？镇上也没地方养猪啊！如果还得去沿海和大城市打工，这一

排排横列着水泥楼房的城镇，岂不要变得只有春节时才有人气、平

日里鬼城一般？如果多数时候，这些城镇其实和乡村差不多，也是

只有少儿、老人和残病人口，各种城市应有的公共设施：学校、医

院、银行、邮局、电影院、公交线路……又如何能够开办起来？这

十年，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岛，我就目睹了银行、医院、电影院、消

防队、加油站……是如何依据“市场经济”的逻辑，从萧条的镇区

迅速消失的。如果工作难找，又缺乏这些设施，农民为啥要搬去城

镇住？ 

不知道那些有责任回答的人，是不是真想过这些问题。也许他

们顾不上，因为正忙着别的事。Ｅ州首府的两座四星级酒店的大堂



10 

里，都醒目地挂着“党政机关公务指定旅馆”的牌子，听我说到其

中的一座酒店时，出租车司机内行地说：“知道，是这里最好的酒

店！”从Ｌ市的通衢大道，沿一条横街右转，步行几百米，就是一

架大牌楼，上书“XX 宾馆”，穿过牌楼，我吃一惊，巨大的院子里

停满轿车，一座正面宽阔得比市政府还像市政府的五层大楼，气势

轩昂地横卧院中。不用说，大厅里也是金碧辉煌，也是挂着“党政

机关指定……”的牌子，豪华的电动麻将桌，更直接就摆在客房

里。 

不过，那些绛色丝绒面的欧式沙发和靠椅上，多半蒙着一层

灰，服务员走来走去，视若无睹。知情者悄悄说：“这些都是临时

招来的，春节那一段时间，一个客人都没有，老板把所有员工都遣

散了……”走出宾馆的时候，同行者乐了：“哈，没想到，’X 八

条’这么有效，一直影响到这里！”有人就摇头，指着灯火通明的

大楼反问道：“可现在呢？” 

从某个角度看，E州就像一个战场，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野蛮“发

展”，固然是步步进逼，那背靠自然和历史的乡土世界，也还在节

节抵抗。在上海那样的地方，胜负已定，资本逻辑、都市扩张和官

僚体制的三角同盟，充分显示了消灭乡村、重构天地的能力，剩下

的只是剔异补漏、收拾边角了。但 E 州的情形似乎不同：一方面，

东南沿海的“发展”尚未走到尽头，资本增值的盛宴还在上菜，吃

得肚子滚圆的老饕们，能够分出来长途扩张的精力也就有限；另一

方面，惟其已经开始长途扩张，版图越画越大，那些在小范围里还

说得过去的“发展”规划，势必随着尺寸的成倍放大，愈益暴露出

明显的悖谬和不可行。你在黄浦江边密植高楼也就算了，那只是细

细一条河，最多就是板结了黄浦江流域的土地，虽然很可惜，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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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养成的鱼米之乡啊，毕竟地方不大。可现在，要在清江两

岸、乃至 E 州内外的所有大小“清江”岸边，更乃至这些“清江”

周围一切可用的山岭上——想想 S 项目吧，都圈地密植高楼、“发

展”“城市经济”，那就太荒唐了！而且，这怎么可能呢？ 

都市化也罢，工业化也罢，再说大一点，现代化，它们都有自

己的优长，也可说是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改善。但是，

一，“都市化”和“今天这样的都市”，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是前

者的一种——现在看来相当恶劣的——形式，它绝不能代表那些以

后应该创造出来的较好的形式，“工业化”和“现代化”等等，也

是如此；二，如果以为人人都应该住进今天这样的都市，人类的生

计——包括农业，都应该用今天这样的工业化方式来做，人的改善

生活的标准，就是今天这样的现代化了，那就恕我直言，是太不动

脑子了。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全面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都还

只是想象，并未成为现实。少数“发达”地区确实做到了这些，但

却是以其他更多的地方没有做到为前提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要做

到这些，这是否应该，又是否可能，都是极大的问号。看看最近一

个世纪无数学者、知识分子和政经人士的讨论，再看看当今世界从

社会到自然系统的各种恶化、危机和灭绝，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也就是说，E州不应该变成另一个初级版的上海，要是真被搞成

了那样，无论对 E州和上海，都是灾难。 

不过，理性上知道不该做，实际上却大张旗鼓地做，这样的怪

事，过去就不少，现在更多了。即如 E 州地面上，尽管前景可疑，

大大小小的 S 项目还是蜂拥而起，城建工地还是四处蔓延。作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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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另一面的，是乡间小农的生计日渐艰难。住在 C 寨山脚下、

抽竹竿烟的老汉，如此描述他的收支大概：水稻一年两熟，再种一

点烤烟，刨去各种非己力的成本，一年得不到两千元，远不够老夫

妇两人和第三代的吃用，“主要是靠养猪，一年养两头，一头可卖

两千块，这就够了。”现在又有了合作医疗保险，一个人一年交 60

元，小病自理，生大病的话，可以报销差不多七成的医疗费。但老

汉依然很担心：“我以后养不动猪了，那就麻烦啰！” 

显然，如果老汉这样的务农生活继续这么拮据下去，那在上海

及多数沿海地区已经结束的一边倒的战况，迟早要在 E 州重演。看

看 L 市和 M 镇，你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重演已经开始了。 

怎么办？人类尽管常常愚蠢得出乎意料，却不是坐以待毙的物

种，只要看清楚一样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就一定想得出办法去克服

它。就拿 E 州来说，凭什么那位老汉的务农生活就该如此拮据？为

什么他不能靠出售稻米烤烟就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大多数乡人的

务农所得都达到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他们有什么必要背井离乡、

去城市吃不干净的食物、呼吸滞浊的空气？千千万万乡民挺直了腰

杆，E 州又何愁挡不住资本主义式的野蛮“开发”？ 

E州东北边境的深山里，有一座以水井闻名的 D村，村中现存的

李家大院，中西合璧，气势之宽宏，结构之讲究，规模之巨大，足

令每一个初访者惊讶：“山里怎会有这么考究的大宅子？”仔细想

想，也没有什么可惊怪的，E州内外的广阔大地上，无数今人以为是

穷乡僻壤的地方，正有多少高屋巨堂的局部和旧墟，依然形神俱

在、可供踏访？它们并非只是砖石梁栋之物，分明代表着各自所属

的安坐于山野的生活世界！是啊，即如这李家大院的历代主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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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离家远游、出洋留学的经历，但只要家乡不被搞得无法安身，他

们在出门追逐异域新潮的同时，也总会带着新气息返身回乡，以新

培旧，壮大乡村，很少会如今日千千万万的被迫离乡者那样，卡在

城乡之间，身心两面都进退无着。当然了，在过去的时代，能如此

在城乡之间自主往返的，多半是乡村的地主和读书人。但这同时不

也说明，只要有文化、不受惑，能摆脱 C 寨老汉式的贫困状况，中

国农民完全有能力打破今天这样的阶层隔离，重建城乡的平等互

通？ 

不用说，事情的关键之一，是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今天这样的

极度贬抑农产品的全球价格系统，是现代的一大病态现象。两百年

来，发明了许多东西来为它辩护：各种庸俗的线性“进化”、“革

命”和“发展”理论、“恩格尔系数”、“经济=不断增长”的糊涂

观念，还有美国式大农场——它其实是一种工业——所推动的畸形

的农作物供求关系。但是，无论叫得多响，搞昏了多少人的脑子，

它们却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正是在这套价格系统的统辖之下，

作为人类第一生存必需品的稻麦薯黍的供给，差不多被逼至除了大

规模种植、越来越转基因之外，就别无选择的绝地。真正安全、有

营养、又好吃的农作物，竟然快要成了富裕和权势阶级的专享品！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农产品的价格之所以被压得这么

低，主要是因为定价权不在民众手中，更不在农民手中。民以食为

天，可那些掌握定价权的人，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赚钱、强国、

革命、追求世界霸权，甚至就是因为愚昧，硬把这个“天”搞得比

袜子还便宜！正是靠着把农业和农产品死死地踩在脚下，那些今天

看来是越来越弊大于利的“现代”工程：大工业、城市化、军火工

业、虚拟经济、知识经济……才得以疯狂扩张，将整个地球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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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搞得岌岌可危、人类的未来一片昏暗。 

因此，大幅度提升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只是回归常理，将被颠

倒的世界颠倒回来：既然在今天，所有人造物中，人第一需要的仍

然是粮食，它就理当位居于商品价格的第一序列。这也是重新理顺

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那些默默维持着人与社会的基本生存条件的

艰辛的劳动者，理当在社会公认的价值等级表上，也在社会财富的

分配体系中，获得高度的尊重，尸位素餐、却高官厚禄，造出许多

新花样——想想那些投机性的“金融创新”吧——伤害经济和社

会，却理直气壮掠走惊人的财富：类似这样的荒唐事，绝不应该继

续存在。 

不用说，这也是重新认识土地和其他自然物的意义，弄明白人

与自然的真实关系。比如农地，它不应该仅仅因为变成了“非农

地”才得到珍爱，农地本身就是尊贵的，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

继续做人，不用进森林与野猪争食，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

呢？同样，空气、水、植物和动物，它们都比人类来得早，无论人

类如何灭绝它们，多数也会比人类活得长，它们无求于我们，我们

却一天也离不开它们，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是我们单方面地受惠

于它们，但同时，我们却变本加厉，如儿孙忤逆慈母那样，一天比

一天更贪婪地伤害它们。置身 E 州的绿天绿地，想起年轻时为之激

动的莎士比亚的名言：“人是万物的灵长”，虽知道那有特定的涵

义，却还是觉得是一种愚昧。在今天，这样的愚昧正构成我们生活

的基本成分之一：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事情越说越大，要想都颠倒回来，可能吗？单是提升农产品价

格这一项，难度就极大。我从 E 州回来，伸着脖子对人讲述这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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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人立马回我一句：“农产品大涨，城市里的穷人怎么活？”

对，如此根本和全局的变革，困难是一定的。但我还是要说，最难

的不是怎么做，而是看清楚应该怎么做，只要能看清楚，大家努

力，其实是没有做不到的事的。远的不说，光是近代以来，中国的

奋斗者就做成了多少看上去绝难做成的大事！从孙中山到陶行知，

他们之所以屡屡反过来提倡“知难行易”，根本的道理，也就在这

里吧。 

E州当然不只是 E州，它同时是中国，是世界，或者说，是启发

人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一个清明的角度。惟其如此，我就特别感激 E

州，感激所有让我有这一次 E 州之行的朋友。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土

地，能让人看到大局，明白事理。 

 

2013年 11 月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