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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治象征是政治系统得以顺利运作的必备组件 ,围绕政治象征展开的争夺是权力生产和再生

产以及合法性建构过程中的惯常景象。政治象征之争依其程度深浅可分为三个层次:“器之争”侧重象征的

物理形态和工具性质 , 争夺的是作为权力资源和合法性资源的象征物;“体之争”发生在政治社会的制度和秩

序层面 , 凸显出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龃龉和消长;“意之争”是对前两种争夺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思 ,与象征之

多义性直接相关的理解象征的能力成为争夺的焦点。

关 键 词　政治　象征　权力　合法性

　　当人类还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野蛮人时 ,就

已经居住在 “象征之林 ”中 。在其中 ,无论是如霍

布斯所言 “人人相互为敌”①还是如卢梭所言人们

情感平静 、不知邪恶② ,象征都是人类了解自我和

世界 、表达言语和行为的基本方式 。或许应该归

功于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一直秉持着的文化意义上

的安土重迁观念 ,时至今日 ,人类依然踟蹰其间 。

不幸的是 ,即便人们筚路蓝缕 ,努力探寻重返伊甸

园之路 ,但巴别塔崩塌后象征之林已然成为硝烟

密布的战场 ,充斥着各种形式的争夺 。如果说还

有更为不幸的事 ,那就是人们往往受激于某种崇

高情感而战不旋踵 ,一种彼竭我盈 、势不两立的争

夺理念更令象征之林陷阱丛生 、恩怨难解 。拭目

而望那些胜利者———他们或回购古物珍玩 ,悉心

抹去其历史秽迹后当做新时代的战利品安放在博

物馆中;或挥舞着民族国家的旗帜 ,撒布富有鼓动

力和黏合力的 “自豪感 ”和 “自尊心 ”……不过 ,关

于象征的战斗并未就此尘埃落定。无论是重获象

征往日荣光的物事 ,还是重振东山再起的雄心 ,为

之沾沾自喜反而是 “得到了锁链 ,失去的却是整

个世界 ”。因为在这片纷争不断的象征之林中 ,

至关重要的既非象征的形式意义 ,也不是对象征

的系统性阐释 ,而在于理解象征的能力。依此断

言 ,政治象征的争夺具有三个深浅不一的层次 ,下

文逐层解析详证之 。

器之争:政治象征的资源特性

象征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较为常用的基础词

汇。就词性而言 ,作为名词出现的象征通常被理

解为 “象征物”或 “象征符号” , ③作为动词的象征

则强调 “象征意义的表达 ”,通过 “类比”等认知模

式实现不同概念间的意义转移和接洽 。④象征高

度依赖于分类和比较 ,如果它是主角 ,那么就意味

着配角的存在;如果它是附庸 ,那么就意味着宿主

的存在。简而言之 ,象征诞生自不同概念之间的

意义转移 ———这个转移过程既包括指认 、阐释和

构建 ,也包括质疑 、破坏和颠覆 ———通过类比的认

知模式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 ,并置之于某种关系

网络中。通过对相异意义的这种特殊处理方式 ,

象征成为人类的话语系统 、行动系统和思维系统

中的重要节点 ,从天地到尘埃 、从时间到空间 、从

神话到谣言……万事万物都能够存在于象征表达

之中 。所以 ,仅将象征资源理解为具体的事物或

对象 ,就会忽视象征的更为丰富的意义。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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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的土地为例 ,它本身只是一种土壤的物质形

式 ,但一旦被当做领土 ,便会发生意义上的转移 ,

成为 “国家主权 ”的象征。此外 ,将象征资源理解

为具体的事物或对象还会在象征物的理解上造成

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很多抽象事物或事件也是象

征的常见形式。例如非物质性的 “铁幕 ”是冷战

的象征 、“炎黄”二字被传说和历史塑造成中华民

族的象征 、查理一世的公共行刑仪式是英国君主

制崩溃的象征。

当象征从一种个体思维方式演变为一种社会

无意识之后 ,它便真正具有了 “资源 ”所含的 “力

量 ”的隐义。几乎所有的前现代社会形式都依赖

于一套完整的象征系统 ,传统 、习俗和宗教都被压

缩进其中 ,并通过各种(尤其是规则性的和仪式

化的)言语和行动被释放出来。在此过程中 ,不

同现象之间的差异性被抹平 ,与此同时 ,一致性呈

现出来 ,并形成映射关系。整个宇宙(空间和时

间)都被纳入象征系统予以考虑 ,事物及其行为

都在这个框架中得到解释 ,也必须依赖于这个框

架给出解释 。⑤数百年来 ,科学主义以一种对事物

进行 “客观”分析的才能 ,不断驱逐着前现代文明

的大部分成果 ,并且成效斐然 ,如历史学家霍布斯

鲍姆(EricHobsbawn)形象地指出 ,现在的传统是

被发明出来的⑥;习俗或者被当做一种不能为真

的游戏 ,或者被视作一种经济发展的驱动力⑦;而

神圣的教会宗教日渐为贝拉(RobertN.Bellah)

所言的世俗化的 “公民宗教 ”⑧ 、甚至是卢克曼

(ThomasLuckmann)所言的个人化的 “无形的宗

教 ”⑨所替代。

曾几何时富蕴无穷意义的象征体系的确在现

代生活中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但是 ,传统象征体

系的消解并不能表明象征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孱弱

无力 ,象征的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仍然

令人叹为观止。在行动层面上 ,总统就职 、国庆阅

兵和游行集会等公共仪式各有其独特的象征系

统 ,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广受关注的重要景观 。⑩在

空间层面上 ,圣地 、祭坛 、宫殿 、纪念场所和壮观建

筑等作为一种 “文化建构” 11成为权力的典型象征

(例如遭受恐怖袭击的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之所以

成为目标 ,正是因为它被视作一个独一无二的和

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是国家精神围绕着的 、值得

尊敬的象征)。在时间层面上 ,各种纪念日唤回

了被纪念者或被纪念事件的丰富象征含义 ,尤其

是在民族国家中 ,作为法定假日的纪念日使得

“文化记忆获得自己的法权安排” 12 ,成为重要的

合法性资源。此外 ,国旗 、国歌 、国徽和钱币等标

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象征 ,神话 、寓言和传说

是民族国家习以借用的语义象征……这些象征之

所以依然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一个现代多

元化社会中比在前现代等级制社会中更加重

要),主要在于它们与政治权力之间具有极为紧

密的关系 。科恩(AbnerCohen)就此指出 , “权力

和象征是弥漫于所有社会中的两个主要变量 ” 13 ,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则直接将国家这一最

为重要的政治范畴视作 “象征权力的集中和实施

的场所” 14。卡拉 -穆尔扎的观察更为深入 ,他认

为象征之所以能够为政治生活提供可靠的权力支

持 ,或是能够具有某种权力结构和效应 ,是与 “象

征使事物合法化 ,起导向作用的特性” 15联系在一

起的 。一言以概之 ,政治象征的重要性来自于其

“物象 ”(字面意义)与政治权力以及对权力的认

同即合法性联系在一起 。

在象征之林中发生的大多数争夺 ,都是将各

种象征物视作一种权力资源或合法性资源 ,它们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

法性的分配和实施产生深刻的影响力。这种观念

实际上受制于一种工具理性 ,主要是在功用意义

上将象征理解为某种事关权力和合法性的政治手

段。就此而言 ,这种象征之争只是一种器用之争。

诚然 ,获得这些器用能够在物质意义和技术意义

上对社会生活发挥出巨大作用 ,但实际上收获的

只是象征果实的外壳。

体之争:象征塑造的系统情境

“器之争 ”争的是被视作权力资源或合法性

资源的象征物 ,而 “体之争 ”争的则是作为一种制

度和秩序存在的象征系统 。围绕象征物展开的争

夺大多是个体性或小范围的各自为战 ,围绕象征

系统展开的争夺则多存在于相对宽广 、具有统一

性的范畴中。举例而言 ,如果在 “体 ”的层面上思

6

2010.5



考作为象征物的国旗 ,就不能仅仅将国旗视作国

家的政治象征 ,而应将国旗视作一种政治现象置

于特殊的情境———涵括国旗的基本寓意 、历史背

景 、制度设计乃至文化环境———中予以理解。这

种以象征为点 、意义为线 、理解层次为面所构成的

象征系统既是一种立体型构 ,也是一种规范体系 。

这种象征系统在其本身成为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以

及合法性建构的武器的同时 ,还借其相对独立的意

义范畴限定了象征战场的边界。因此 , “体之争”不

仅极大地提升了象征之争的级别 ,也统一了各种繁

杂纷乱的小规模和碎片性争夺的理解向度。

在政治生活中 ,政治文化或许是最为庞大和

典型的象征系统。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等

人最初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 ,把它看作 “各

种政治态度 、价值 、感觉 、信息和技能的独特分

布 ” 16 。这些难以定量分析的 、抽象的意义范畴 ,

正是象征输出的主要内容。维巴(SidneyVerba)

和罗斯金(MichaelRoskin)等人则直接把象征视

作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政治信仰和政治

价值一道构成了政治文化的主体 。 17经过半个世

纪的理论阐发 ,如今的政治文化概念涵括各种政

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和行动指南 ,体现出个体 、群体

和社会的认知模式 ,从而既能够在微观层面上精

确描述个体的思维和行动 ,又能够在宏观层面上

观察社会的持存和变迁 。这也意味着 ,溶解在政

治文化中的象征可以被渲染到政治制度 、国家精

神和族群文化等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从

“器 ”层面到 “体”层面的转变中 ,同一种符号所显

现出的象征意义在量级上发生了巨大的跃迁 ,由

此发生的象征争夺战不再是细微琐碎的遭遇战 ,

而是必须从战略层面进行运筹的庞大战役 。

在政治文化中 ,象征的展布便是 “价值的弥

漫 ”,一旦定位某种事物的象征意义后 ,便可持相

似的范式对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系统进行观察和

评估。象征的这种染化效应在行动意义上主要表

现为一种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

文化的 “维持 ” 18和 “应用 ” 19 ,一方面通过不同历

史阶段的文化交接保持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另一

方面也具有各种能够导致政治文化发生变化的方

式 ,比如引导人们改变对政治生活的认知 、在政治

文化的传送中输入新元素 ,或者直接摧毁旧文化

系统 ,以新的文化系统取而代之。政治社会化通

过承继和变革 ,将影响到的政治生活都卷入其中。

就此而言 ,在一种历史范畴中 ,象征系统的此消彼

长实质上事关文化传承和社会变革 ,其间的权力

生产和再生产不再是小作坊式的 ,而是流水线式

的 ,同时 ,合法性认同也告别吉光片羽式的构建方

式 ,转而建基于系统性的层面上。

在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化中 ,争夺象征时常采

用一种内渗的策略 ,这也就使得其中的象征颇具

隐蔽性。内渗策略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 ,象征体系

将象征物的政治意义通过种种控制和规训方式 ,

内化为个体和群体的无意识。例如在近现代的政

治系统中 ,具有国家或民族身份的个体和群体皆

以其政治文化特征为重要标识 ,而标识牌上镌刻

着的主要信息成为规约人们言谈举止的基本法

则。其二是 ,象征物明显的意义表征被刻意掩盖

起来 ,使得象征意义的表达像是一种顺其自然 、不

言而喻的行为 ,这正是 “象征所含力量的源泉之

一 ,因为它们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世界

而变得具有统摄力 ,另一方面 ,它们从对偶然性的

关注中转移开来 ,从而让我们认为在面对世界时

所见即所想” 20。不管通过何种策略 ,在形态上呈

现为政治文化的象征系统能够为人们提供各种具

有深层次影响力的认知理由 ,在一个宏大的范畴

中规约 、引导和控制社会成员的情感 、价值和态

度 ,甚至越俎代庖地替人们做出选择。

意之争:象征理解的多义性

如果说 “器之争 ”争的是果皮 ,那么 “体之争 ”

争的是果肉 ,两者的胜方还不能完全占有整个果

实 ,因为还有果核———对于有些水果而言它是无

足轻重的鸡肋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水果以及象征

而言 ,则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扼要言之 ,象征的核

心不是其 “器” ,亦非其 “体 ”,而是其 “意 ”。杜赞

奇(PrasenjitDuara)感叹人们为控制各种象征而

不断互相争斗 ,认为它们所蕴含着的合法性是症

结所在 21;阿尔蒙德一脉则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强

调情感 、价值和态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宣

扬象征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音符能够触动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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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鼓动人之行为 。这些观点的确已经指出了象

征在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如象征物的归属

关切争夺双方的合法性建构 ,而 “体之争 ”中的象

征之林在宏观的政治文化层面上将个体和群体的

社会情感统合在同一规范系统中。但是 ,以武器

喻之 ,政治资源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象征只

是明枪 ,真正致命的却是暗箭 ,准确地说 ,是一种

与象征之多义性联系在一起的理解象征的能力 。

明枪不仅易躲 ,而且其伤易愈 ,只需探寻出象征的

确切意义或本真意义即可防范治疗;而暗箭不仅

难防 ,而且创及脏腑 ,失去理解象征的能力便会在

这个充满象征诱惑的世界中六神无主 、寸步难行。

只有先行探明象征之力的源泉 ,才能真切地

明了暗箭究竟为何物 。并非只有象征具有合法性

或者能够在政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合法性和

政治文化提供给象征的力量还不足以令其永据神

坛 。因此 ,应该离开这些外在的环境进入象征的

内部去寻找其力量的根源。特纳(VictorTurner)

指出:“单个的象征能够同时代表许多事物 ,它是

有着多重含义的 ,而不是只有单一意义 。它所指

代的事物并不都遵循同样的逻辑顺序 ,因为它是

从多种社会经验和道德标准中提升出来的 。” 22这

提醒我们可以在抽象的角度上来理解象征 ,尤其

是不要将象征与它在实践中最常依附的 “肉身 ”

即 “符号”混淆起来。 23 “具有明显而正式的政治

倾向的形式是符号(sign),而非象征(symbol),前

者缺乏模糊性因而是单向度的。” 24所以 ,一般意

义上的象征实际上是 “符号的象征 ”的略写 ,它将

其政治倾向掩藏在一种多义性中 。 25科泽(David

Kertzer)将这种多义性及其掩藏方式解释为象征

的三种特质:一是意义的凝聚 ,即一种象征的多重

意义集合在一起 ,不但会同时表达 ,也会相互影

响;二是多元化声音 ,即一种象征能被不同的人以

不同的方式所理解;三是模棱两可 ,即象征没有一

种单一明确的意义。这三种特质表明 “象征之意

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其力量的源泉 ” 26。以

圣女贞德为例 ,她正是因为其多义性才被视作一

种极为有力的象征 ,引发了持不同立场的各方的

激烈争夺。共和主义者和左派将其奉为国家独立

的改革者加以尊敬 ,成为国家权力的化身以及一

个反对特权的斗士和法国大革命的先行者。右派

则在梵蒂冈教廷的命令下将其扶持为 “被尊敬

者”,因为她作为法国领土的解放者维护了法国

王室的权威。此外 ,对她的崇敬还标志着法国的

爱国主义和宗教热情的不可分割。 27或如玛丽 ·

道格拉斯(MaryDouglas)所言 ,她是 “一个宫廷中

的农民 ,一个披装配甲的女人 ,一个战争内阁的局

外人;对她的行巫指控恰好也将她置于这一类别

[即巫师类别———笔者注 ]之中 ” 28 。

必须从象征的多义性出发才能真正理解象征

争夺战的本质意义 ,或而言之 ,象征多义性的真正

含义是提醒人们从对象征的符号形态和意义系统

的过度关注中抽身而出 ,将 “理解符号所具有的

象征意义的能力”当做象征之争中的核心问题严

阵以待。这种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象征物价值几

何以及象征系统是否有效。具体来说 ,象征在资

源意义上只是能够发挥政治作用的符号 ,如果不

能通过这种符号构建和推行意义 ,或者对符号所

具有的政治意义一无所知 ,那么象征资源所具有

的政治价值也就寥寥无几了。同时 ,虽然现代国

家都建有较为完整的政治象征系统 ,并且都通过

各种方式对国民进行象征教育 ,但由于教育方式

和接受程度的不同 ,同样的政治象征所发挥出来

的力量也千差万别 。所以 ,对于象征争夺战中的

各方而言 ,胜利的最终形式既不是占有这些资源 ,

也不是拥有解释资源的话语权 ,而在于是否能够

无碍地将象征物的塑造和象征系统的构建与接受

者的意志合而为一。这种目的的达成必须依靠对

理解象征的能力的控制 ,这种控制不是单方面的

行为 ,而是象征意义的施与方和接收方进行博弈

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 ,在具体的象征之争中 ,通

常参与博弈的并非只有对立的两方 ,而是异见纷

呈的多方。这反而使得理解象征的能力更为重

要 ,因为谁缺乏这种能力就有可能落入他方所编

织出的象征之网中 。

在全球化作用下的象征之林中 ,同样的象征

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所起的影响大相径庭 ,这不

仅仅反映出人们在文化系统中的差异 ,在一些情

形下还反映出人们在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上的差

异。如果 “我们 ”(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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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和反思能力去辨识多义的象征

所潜含着的政治考量 ,就极易为暗箭所伤 ,其直接

后果很可能是被卷入一种 “象征拜物教 ”,成为一

群盲目信从于操控象征者的乌合之众 。

结　语

法国总统萨科齐曾以侵犯肖像权为由 ,将其

传记出版公司告上法庭 ,原因不是传记对他进行

了攻击和歪曲 ,而是该传记在出售时附送了一个

酷似其外形的 “巫毒娃娃 ”。法庭最后判决允许

售卖这种巫毒娃娃 ,理由是这种行为在 “表达自

由的权限范围内 ,体现幽默权 ”。直观而言 ,这一

事件表明 “巫毒娃娃 ”作为传统的巫术工具在现

代社会中已不是富有攻击性的伤人利器 ,只是文

明社会或民主社会中的一种表达公共舆论的形式

而已。倘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则判

决结果会截然相反 。孔飞力 (philpA.kuhn)在

《叫魂》 29中对此有过精彩论述。在任何时空中 ,

象征总是与其社会背景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 ,理

解象征的能力便是理解象征所依存的那个世界的

能力 ,进而言之 ,也是人们在世界上如何措其手足

的能力 。这种能力直接体现出政治社会所构建的

权利系统的松紧度 ,映射的正是对人们的安身立

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制度理念和道德规范的设计

原则及其施行策略。

政治象征势盛力强 ,因此也极其危险。它既

能够将历史传统和社会记忆铭刻在人们的肉体之

上和心灵之中 ,又能够通过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

源源不断地将人们的忠诚和信仰灌输至权力争夺

者的手中 。怀此观念思量象征之林中的芸芸纷

争 ,难免产生一些隐忧。虽然情感上的激愤和狂

热 、文化上的历史和传承以及政治上的立场和信

仰在某种意义上都值得尊重和守护 ,但与此同时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 ,首先能够厘清并守护本身的

理智 、德性和权利 。如果缺乏这些而袒身以待象

征的多义性 ,那么这种多义性很可能会带来无尽

歧途和无穷伤害 。在现代(尤其包括其后现代指

向)社会中 ,象征的威胁既有其保守的一面 ,也有

其激进的一面。鲍曼(ZygmuntBauman)的话在此

是如此贴切:“从依旧被旧城墙保护的所有地方 ,

从力争建立新城墙的所有地方 ,暗箭铺天盖地地

飞来 。” 30 “认识你自己”,这句相传镌刻在德尔菲

神庙中的谕旨 ,或许可以作为我们防御象征暗箭

的第一面盾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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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奸雄 ”考
王　帆

　　魏武帝曹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 “奸雄” , 其中 “奸

雄”目前都解释为 “奸诈的雄杰” , 但根据史书记载的真

意 ,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认为曹操是 “奸诈之雄 ”的主要

依据是原始史料《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之裴松之注引

孙盛《异同杂语》:“许劭曰:子治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

“太祖大笑”。这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 “奸雄”本意指什

么。 “奸”字在古代属一字多意 , 《广韵》记录 “奸”一是古

颜切 , 按中古音向普通话的转化原则 , 今音为 jian,与现代

汉语意义大体相同;“奸”另一古音为古寒切 , 按语音转化

原则 , 今音为 gan, 这个 “奸”是通假字 , 同 “干 ”(周祖谟:

《广韵校本》“奸”字条 , 中华书局 2004年版)。 著名文字

学家高亨先生在《古字通假会典》中也指出:古字 “奸 、干 、

间 、涧”等可通假(高亨 、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 ,齐鲁书

社 1997年版 , 第 183 ～ 184页)。古字 “干”, 基本含义为

实际的行为 、实干 , 译成现代汉语 , 在不同的情境中有多

种意义 , 较多为今人提及的有两种:(1)结识 、会见之意 ,

如《史记·殷本纪》中记录伊尹有心计 , 他 “欲奸汤而无

由” ,意为想结识商汤但没法接近;又如《汉书 ·儒林传》

第五十八记录孔子 “畏匡厄陈 , 奸七十余君 ”。意为孔子

历经磨难周游列国 , 会见七十余位国君。 (2)干扰 、侵犯

之意 , 如《左传·庄公二十年》 “奸王之位 , 祸孰大焉?”根

据《春秋三传》杜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122

页):奸 , 音干 ,意为欲干预周天子的大位 , 没有比这祸害

更大了;又如魏朝王肃《孔子家语·相鲁第一》说孔子 “由

司空为鲁大司寇 , 设法而不用 , 无奸民”, 意为孔子不主张

用刑典 , 不喜扰民。 “奸”字这一含义甚至沿用至今 ,成语

“强奸民意”中奸即为侵犯 , 意为强行以自己之意为民意。

事实上 “奸 ”(通干)还有鲜为今人提及的第三种含

义。知名古代汉语学家 、北大中文系张双棣教授在其主

编的《古代汉语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 “奸”

字条)中明确辨析道:“奸 , 姦 ,二字本来读音不同 , 意义也

不同。干犯的意义偶尔也写作姦 , 元明以后 , 邪恶义才可

写作奸。”可见 ,元明以前 , “奸”一般不含邪恶的贬义 , “奸

雄”连用 , 指干练的雄杰 ,验之古籍 , 实例随手可拾。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这里的奸雄与游侠是一

类人 ,指任侠而节烈之士 , 如荆轲之属 , 当然指有突出才

干的雄杰 ,而与奸诈之意无涉。最有参证价值的例子莫

过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第五卷记录曹操与刘备对抗于

汉中 ,不利 , 认为刘备依靠法正之谋 , 曰:“吾收奸雄略尽 ,

独不得正邪!”曹操不可能称自己收罗的人才为 “奸诈的

雄杰”, “奸”通 “干”,指干练 、能干 ,即曹操说:天下干练的

雄杰 ,我几乎收罗殆尽 , 怎么没得到法正呢! 直至宋代苏

轼《故李承诚之待制六丈挽词》尚曰:“青青一寸松 , 中有

梁栋姿……言虽不见省 , 坐折奸雄窥。 嗟我去公久 , 江湖

生白发……”(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苏轼集》第十六

卷)这是一首赞扬诗作 , 言李先生虽不见重用 , 但其才能

为干练的雄杰也折服 , 作者绝无可能将被称颂的主人公

与奸诈的雄杰联系起来。由此可见 , 许劭称曹操 “治世能

臣 ,乱世奸雄”是对人物才干的高度评价 , 曹操才会 “大

笑”;如果得到的是 “奸诈之雄”的恶评 , 性情中人的曹操

的反应必是 “怒而作色” 。因此 , 曹操本来寓含褒义的 “奸

雄”头衔被解释成贬义 , 纯系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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