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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汪小菲首部个人随笔集。

全书 16 万字，14 个章节，涵盖 S Hotel 董

事长汪小菲的童年成长、恋爱婚姻、事业发展等

多方面内容，更包含他对近年来台湾与大陆关

系的种种思考。

本书是汪小菲本人真切的自我剖白，情感

真挚、内容详实。童年的孤单心境、少年的迷茫

冲动、青年的狂傲不羁、沉淀后的深刻反思，从

青涩男孩到成熟男人，点点滴滴心路历程尽在

书中呈现。

汪小菲，生于 1981 年 6 月 27 日北京，台湾

S Hotel 董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中

华两岸连锁经营协会荣誉副理事长，两岸企业

家俱乐部企业家主席团主席。

爷爷是满族正黄旗人，母亲是大型连锁餐

饮企业“俏江南”的创始人张兰，妻子是台湾著

名偶像艺人大 S。
目前汪小菲育有一儿一女，在大陆、台湾均

有事业，辗转于两岸三地。

汉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

军于长江赤壁以火攻大破曹军，被历史

上称为“赤壁之战”。这是三国时期三大

战役（另两次分别为官渡之战与彝陵之

战）之一，曹操军败后逃回许昌，孙刘瓜

分荆州，由此形成三国鼎立的格局。

634 年后（842），晚唐诗人杜牧来到

黄州出任刺史。一日，他在当年的赤壁古

战场江边漫步，偶然发现泥沙中埋藏着

一支折断了的铁戟。他当即挖出铁戟，洗

净厚厚的泥污，磨掉斑斑的铁锈，仔细辨

认戟上镂刻的字迹和花纹，鉴定它是赤

壁之战的遗物。诗人由此引发思古之幽

情，周郎若不是依靠东风侥幸打败曹操，

结局很可能是曹操取胜，二乔就会被关

进铜雀台供他享乐了。这便是七绝诗《赤

壁》的由来：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此诗议论新巧，而又情韵兼备。在赤

壁之战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远比

自己强大的敌人，而火攻的关键又在于

那时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南风。诗人没

有正面描述东风是如何帮助周瑜取胜

的，却从反面落笔，又不是直叙战争失

败后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而是讲东吴

两个著名美女的命运。二乔是东吴统治

阶级中地位最高的贵妇人，她们虽与这

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其身份和地位代表

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

她们决不可能被曹操掳去；连她们都受

到凌辱，则东吴之生灵涂炭也就可想而

知了。

杜牧将二乔与赤壁之战联系起来，

为后世的稗官野史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

间。罗贯中从中汲取创作灵感，俨然将二

乔描绘成赤壁之战的导火索。《三国演

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役不下数十场，

赤壁之战无疑是作者大书特书的最重要

战役。小说从刘备被曹军追赶，携民渡江

与公子刘琦会合，到曹操败走华容道被

关羽释放，前后足足用了 9 回才讲完，而

另两大战役仅仅各讲了 3 回，还不如诸

葛亮第七次北伐花的笔墨多。

这场战役名虽是孙刘联盟，但刘备

正被曹兵穷追猛打，带着数千名残兵败

将四处逃窜，像一只狼狈不堪的丧家之

犬，因此抗曹基本上只能倚仗孙权的军

事力量。孙权起初听得曹操统领雄兵百

万、上将千员沿江而来，心中惊恐不已。

而帐下的官员，以张昭为首的文官基本

主降，以鲁肃为首的武官则坚决主战，令

他一时左右为难，他只得遣使去鄱阳湖

请周瑜议事。

这时鲁肃带诸葛亮前来拜会周瑜，

意图坚定他抗曹的决心，从而最终说服

孙权抗曹。鲁肃先问周瑜是降是战？周瑜

声称曹操势大，只有投降方能保全江东

六郡生灵。诸葛亮故意赞同周瑜的决定，

并献上一计：曹操本是好色之徒，他早年

在漳河建造铜雀台时，便听闻江东乔公

的两个女儿国色天香。如今虽携百万之

众，其实是为这两位美女而来。只要派一

叶扁舟主动送上门，曹兵自然退去。

周瑜沉着脸问，曹操欲得二乔，有何

证明？诸葛亮答道，有曹操幼子曹植所作

《铜雀台赋》为证。他当即朗诵全文，其中

果然有“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的句子。周瑜气得七窍生烟，因为大乔是

孙坚将军主妇，即吴主孙权的亲嫂；小乔

是自己的妻子。孔明方作惶恐之状，不过

又“好意”提醒他，事须三思，免致后悔。周

瑜这才表明自己的态度：吾与老贼誓不两

立！

铜雀台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境内，故称

邺。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击败袁绍后，

在邺大兴土木，修建了铜雀、金虎、冰井三

台，铜雀台位于三台中间，最为壮观。建成

之日，曹操在台上大宴群臣，慷慨陈述自

己匡复天下的决心和意志，又命两个儿子

和王粲、刘桢、陈琳、徐幹等一批文官吟诗

作赋，一时间盛况空前。年方十九的曹植

当场一挥而就，令曹操大为惊异，从此对

这个儿子刮目相看。罗贯中出于小说情节

的需要，将铜雀台“提前”修建了两年。《铜

雀台赋》原名《登台赋》，作者为了彰显诸

葛亮的杰出智慧，在原文中两处增加了

14 句。“乔”古时本作“桥”，后来才省去木

字旁，简写为“乔”。这样真伪杂糅，即使精

明如周瑜，也难免一时上当。

小说为了坐实曹操好色之事，还在第

48 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动

武》 有所呼应。冬十一月十五日之夜，

东山之月皎如白日，曹操与众将官在船

上饮酒作乐。酩酊大醉之际，他想起二

乔的绝代风华，竟情不能已，遥指南岸

对诸将说：“吾今年五十四岁矣，如得

江南，窃有所喜。昔日乔公与吾至契，

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后不料为孙策、

周瑜所娶。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

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

暮年，吾愿足矣！”简直丑态百出。

曹操兴百万之师讨伐江东，目的真是

为了夺得两位名闻天下的美人吗？作者这

么写，之所以令读者感觉可信，是有事实

依据的。曹操原本有夫人、昭仪、姬妾十多

个，外加众多随时可供他玩乐的歌伎舞

女，即使家中美女如云，他一路行军打仗，

遇见奇花异草依然照采不误。曹操和刘备

在下邳围困吕布时，关羽看上了吕布部下

秦宜禄之妻杜氏，几次向曹操讨要，希望

将她赏给自己。曹操起初慨然允诺，但城

破之后，他一见到此女的姿色便酥了半

边，竟收归己用了。虽然他事后采取了补

救措施，不知送给关羽多少金珠宝马，关

羽依然不为所动，坚决过五关斩六将，千

里走单骑投奔刘备，未尝不与此有关。曹

操此举连董卓都不如，董卓得知义子吕布

爱上貂婵后，还听从谋士李儒的计策，打

算将貂婵赏给他呢。宛城的张绣本已投

降，曹操发现他的婶娘邹氏貌美，便强占

这位新寡的孀妇，逼使张绣降而复叛。张

绣的突然发作，打了个曹操措手不及，他

右臂中了一箭，坐骑中了三箭；还搭上长

子曹昂、侄儿曹安民、爱将典韦的性命，代

价可真够大的。至于邹氏，曹操连自己都

顾不上，哪有心思保护这个可怜的玩物？

张绣深恨她失节丢脸，毫不容情地将她

杀掉。袁绍的二儿媳甄宓美名远播，曹

操刚攻破邺城，便派兵直奔袁府去抢，

不料被其子曹丕捷足先登。做父亲的总

不能为了一个女人对儿子大打出手吧？

他只得暗自吞下这个哑巴亏。但他还不

死心，时常以下棋为借口召见她……以

这个老色鬼的一贯做法，假如赤壁之战

以江东大败而告终，二乔十有八九会成

为他的战利品。

孙策与周瑜，一个是雄略过人、威震

江东的“孙郎”，一个是风流倜傥、文武双

全的“周郎”，均为人中之杰，更难得的是

二人情逾兄弟，一对姐妹花分别嫁给他

们，简直堪称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可惜

终究难逃“红颜薄命”四字。孙策年仅二十

六岁，就被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周

瑜的寿命长一些，也只多活了十年，史书

《三国志》说他先被曹军流矢射伤右胁，后

在巴丘（今岳阳）发病去世；《三国演义》则

将他描绘成鼠肚鸡肠，是被诸葛亮给活活

气死的。三十六岁，正是雄姿英发的年龄

啊！夫君亡故后，二乔独自抚养遗孤，纵负

倾国倾城之姿，又有谁能欣赏？凄风冷雨

之夜，又有谁来安慰？

在湖南岳阳楼北面，存有小乔墓，又

名二乔墓，为当年周瑜军府所在地。墓地

环境清幽，花木扶疏，墓冢为圆形封土堆，

顶部植女贞二株。坟前墓碑高约一米，上

书“小乔之墓”，入口处照壁上刻有北宋大

文豪苏东坡手迹：“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

嫁了，雄姿英发”。相传小乔跟随周瑜镇守

巴丘，随军东征西战，曾参加著名的赤壁

之战，卒葬于此。墓北的小乔庙内供有她

的画像，楹柱上多有历代文人题咏，其中

晚清李秀峰撰联曰：

铜雀锁春风，可怜歌舞楼台，千古不

传奸相冢；

杜鹃啼落月，也为英雄夫婿，三更犹

吊美人魂。

二乔虽然幸免于亡国被掳之祸，却依

然孤孤凄凄一辈子，仿佛上天也嫉妒人间

的美满姻缘，又怎不令人叹惋！

当代关于三国的影视剧，也多次以

《赤壁》诗为母题进行各种发挥，不过大抵

荒诞不经，娱乐大众而已。在高希希导演

的新《三国》电视剧中，小乔因诸葛亮在东

吴所表现的聪明才智，竟暗恋上他，致使

周瑜对诸葛亮醋意更浓、杀机更重。而吴

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小乔则沏得一手

好茶。两军对垒之际，她只身夜探曹营，与

曹操论茶道拖延时间，最终孙刘联军战胜

曹军，小乔安然归来。其实在东汉末年尚

未有茶道一说，直到唐朝才渐渐形成一整

套仪式；况且一个绝色女子夜探敌营，不

是羊入虎口么？

龙应台、蒋勋、林清玄联手巨献，华语百

年散文名家之作。

由蒋勋、龙应台、林清玄、张晓风、舒国

治、杨牧、林文义等知名作家领衔，收录华

语百年散文名家之作。字里行间的人生真

味，让时间长河里的经典绝响再度重生。

书中精选了华语百年文学大师的代表

作：如蒋勋的故乡旧俗，龙应台的百年思

索，林清玄的菩提众生，舒国治的闲散时光

……他们的文章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

历程 。

这是一封写给山川岁月的信，有对生

命的敬重，有对此身所有一切的敬与爱。

回顾人生，这些人，那些事，几番出入，

才发现深刻的记忆、强烈的情感，从不因时

间而流损。

蒋勋，当代著名画家、诗人、作家，曾任

《雄狮美术》月刊主编，先后执教于文化大

学、辅仁大学，并担任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

任。代表作品有《孤独六讲》《池上日记》《生

活十讲》《蒋勋谈梵高：燃烧的灵魂》等。

龙应台，1952 年生于台湾，被誉为“华

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支笔”，33 岁着手写

《野火集》，21 天内再版 24 次，对中国两岸

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代表作品有《目送》《孩

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等。

林清玄，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

学者，“当代散文八大作家”之一，代表作品

包括《人生最美是清欢》《你心柔软，却有力

量》等。

《你是所有的美妙》是丹麦童话作家卡尔写

下的随笔故事，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

于自己年幼的儿子（MyLittleSon），第二部分关于

青春期的女儿（MyBigGirl）。

对于年幼的儿子，卡尔就像一个铁哥们儿

一样。儿子还没有出生，他就宣扬：“我会认同他

的梦想、女人、朋友和诗作……”；当儿子最爱的

狗狗死亡，他会严肃跟儿子探讨死亡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儿子第一次遭遇一个极有活力的生命

的消失；当儿子特别不喜欢爱唠叨的姑婆，他和

孩子联手对付这种爱说教的长辈；当儿子没有

足够的钱买喜欢的玩具，他和孩子一起感受金

钱带来的烦恼；当儿子同时喜欢上两个女孩子，

他像哥们儿一样同情儿子，认为他在经历一个

男人真正的烦恼。

作者晚于安徒生 40 年，被称为“丹麦童话

王国”的另一座高峰；内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版

过他一部作品，由鲁迅的学生李小峰翻译，鲁迅

校对，周作人做序推荐，对爱华尔德的科学童话

有很高的评价。

作者：蒋勋、龙应台、林清玄等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10 月

价 格：49.80 元

铜雀楼台空锁梦 《山川岁月长》

《你是所有的美妙》

作者：卡尔·埃瓦尔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9 月

价 格：39.00 元

《生于 1981》

作者：汪小菲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10 月

价 格：48.00 元

广阔天地 大有可为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2019年校园招聘季

1.在线报名
具体报名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26 日—10 月 23 日，详情
请登录 http:/job.abchina.com 查
看并注册。

2.资格审查与甄选

我行将根据各岗位招聘条
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择优确定入围笔试人员。

3.笔试
我行将于 2018 年 11 月上

旬组织笔试。应试时请携带本

人身份证、学生证、准考证及简
历中所列资格要求的各类证书
原件，以备查验。

4.面试、体检及录用
后续工作安排将另行通

知，请及时关注。

中国农业银行招聘官网
Job.abchina.com
校招联系邮箱

abczjzhaopin@outlook.com

有一种实力叫中国农业银行
绎全球银行一级资本排名位列第 6
绎全球银行品牌价值 500 强排名第 6
绎《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位列第 38 位

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绎中国重要的金融服务商之一

绎网点深入全国所有县市

我们的小目标你造么？
最具创新力的中国公司、最佳企业金融创

新奖……

从自主创新的蓝海工程到同步全球的金融

数据链，我们已经构建打通境内外、覆盖全流程

的金融服务体系，正在打造面向世界与未来的

信息化银行。

你的小目标我们帮你实现
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

Top50”、“金融行业最佳雇主 Top15”。
只因我们在用金融力量托举社会责任的同

时，也让员工获得了理想的职业空间和幸福的

个人生活。

杭州分行介绍
杭州分行始终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为己任，坚持立足杭州、辐射全省、服务全球。

截至目前，辖属一级支行 23 家，营业网点 169
家。多年来，凭借综合实力、网点、网络、信誉、客

户群体和服务团队的卓越优势，核心业务指标

位居全国农行系统和地方同业前列。

1.杭州分行本部信息科
技类岗位。

2.杭州城区、富阳、临安、
建德、桐庐、淳安综合业务类
岗位。

钱锐遗失锦城街道湖山新村 1（1
幢 405）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

证锦城移字第 0003344 号，声明作废。

杭州临安佳佳金属拉丝有限公司

遗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证 号 ：

G1033018502471910A，声明作废。

应兴娣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

杭州临安彩琴装饰装潢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G13330185093746105，声明作废。

李逃英遗失特种作业操作上岗证

（焊 接 与 热 切 割 作 业）， 身 份 证 ：

511027198008072664，声明作废。

吴康明遗 失锦 城街 道临 天路

206-222（2 幢 502）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临房权证锦城移字第 0004819 号，

声明作废。

张柱遗失机动车商业保单，车牌

号 ： 浙 A7ED15， 保 单 号 ：

6090203030220180001397，流水号：

17000090217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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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