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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中江湖

唐才常之死
1898 年 9 月 25 日 （农历八

文 / 羽戈

挽联：

王”，这样的革命显然不够彻底；

清国之权”， 二来请光绪复位，

22 日，他被处死于武昌紫阳湖畔

月初十）， 谭嗣同被捕于浏阳会

与我公别几许时， 忽警电飞

对于勤王的招牌，孙中山等革命

“立 二 十 世 纪 最 文 明 之 政 治 模

天府庙旁。“就义之时， 神色不

馆，28 日被斩于菜市口。 监狱三
日，他写了一首诗，题于墙壁之

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
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

党则不感冒， 他们一来主张排
满，二来反对帝制，基于这两点，

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
民”，这还是自相矛盾。 此时跳出

变，慷慨如平生，临绝大呼天不
成吾事者再。 ”这不由令人想起

上，故名“狱中题壁”。 此诗共计

近至尊刚十数日， 被群阴构

必然与光绪为敌。 当时唐才常试

来反对的是章太炎，然而他也无

谭嗣同的临终壮语：“有心杀贼，

三个版本， 黄彰健认定原诗为：
“望门投趾怜张俭， 直谏陈书愧

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
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图把康、孙两派凝聚起来，同心
戮力，发动起义，然而两派之间

法说服纠结于两难之间的唐才
常，最终气愤至极，当场剪发易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
哉！ ”同心若此，相期无负平生。

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
罪后人论。 ”唐 （时任刑部主

这七十二字，实可谓一字一
泪，一字一恨。 此中深情，正不负

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纵使他尽
心竭力，终究无果，相反，恰是两

服，退出国会，并宣布与唐才常
绝交。

唐才常被关押在汉口巡防
营之时，曾口占两首七绝：“新亭

事）《留庵日钞》 记录了另一版

二人的生死之交。 谭嗣同说过：

派的日渐分裂，构成了自立军起

如此可知， 自立军起义之

鬼哭月昏黄， 我欲高歌学楚狂。

本：“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
待树根。 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

“二十年刎颈交， 绂丞 （唐才常
字）一人而已。 ”唐才常眼中的谭

义失败的一大根源。
试举两例。 1899 年冬，唐才

前，其力量并非不断壮大，而是
一再分化，除了毕永年、章太炎，

莫谓秋风太肃杀，风吹枷锁满城
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剩好头

作者为法律学者

肝胆两昆仑。 ”第三则是经梁启

此再看“去留”：彼时谭嗣同北上

嗣同，亦复如是。

常在上海发起自立会， 手订章

如吴禄贞这样的革命党人，同样

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

超《谭嗣同传》所传出、也是流行
最广的版本：“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

京师，唐才常留守湖南，一去一
留；此时谭嗣同选择就义以酬过

自此唐才常一心一意以复
仇为念，如其诗云：“七尺微躯酬
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他曾嘱

程，序文之中，既有“君臣之义，
如 何 能 废 ” 之 言 ， 亦 有“非 我 种
类，其心必异”之语，前者保皇而

不满勤王口号而在起义前夕愤
然出走。 再加上康有为财政支援
不力、通讯不畅等因素，唐才常

雄结束总为斯。 ”——
—他可以慷
慨激昂， 我们却不得不掩卷深
思：自立军起义何以失败，唐才

湖南是谭嗣同、唐才常的家

咐三弟唐才质处理家事：“来往
信札，有关时事者，皆付丙丁，惟

后者排满，实在自相矛盾。 唐才
常未必不知其矛盾，可是他要周

等所策划的自立军七军起义，只
有秦力山主持的前军在安徽大

常结局何以悲剧？ 而今有一种说
法，归罪于康有为，认为他克扣

壮飞之书宜留。 ”丙丁者，火也，

旋于康、孙两派之间，不得不两

通准时举事， 余者大都胎死腹

革命经费， 导致起义一再迁延，

启超虽改了五个字，却使谭诗气

乡和基地，经营多年，自然不可
能放手。 加之谭嗣同对于北上参

把平日书信付之一炬， 以绝后

边兼顾，左右敷衍。 对此，毕永年

中，唐才常、林圭等纷纷被捕，殉

功败垂成。 然而，不妨推想，假使

魄更胜一筹，不愧大手笔。
此诗前三句梁启超均有改

与改革，心底不无犹疑，留唐才
常在老巢，可视为后手。 不过计

患，足见其决绝之情；壮飞是谭
嗣同的号， 唯独留下谭嗣同的

大加反对，劝唐才常断绝与康有
为的关系，唐才常自有他的考量

难者数以百计。
相传唐才常本有机会逃亡，

康有为将百万募款全部寄给唐
才常，起义一定会成功吗？ 只怕

动，最后一句却保留下来，因为

信，足见其深挚之情。

（如与康有为的师生之谊、 要利

却愿效仿谭嗣同，坐以待捕，“予

没有人敢于肯定回答， 说到底，

改无可改。 这句诗随之构成了中

划赶不上变化。 谭嗣同到京没几
天，毕永年接踵而至，随后召唐

此后近两年，唐才常奔波于

用保皇会筹款等），坚决不从，二

早已誓为国死”。 被抓出门之时，

起义失败的重大原因，一是革命

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谜题：“两昆
仑”到底何所指？ 据统计，不下七

才常北上相助。 其目的，则在武
力夺权，包围颐和园，禁锢慈禧

海内外， 为筹划起义沐风栉雨、
摩顶放踵。 吊诡的是，谭嗣同生

人激辩一昼夜， 谁也不能说服
谁，以致毕永年无比失望，痛哭

“面无惧色， 仍时与其同志谈笑
自若”；夜过长江，仰望星空，感

大势不成， 二是革命力量不足
（当时起义之领袖是革命党，主

种说法。 其一认为指谭嗣同和唐
才常。 证据是，6 月 28 日（农历五
月初十），谭嗣同应征北上，唐才
常为其饯行，酒酣之际，谭嗣同
口占一绝，有“三户亡秦缘敌忾，

太后。 他去游说袁世凯，号称
“
我
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

命最后一段时光，纠结于革命与
改革之间，唐才常竟陷入同一困
境。 区别在于，谭嗣同纠结于理
念与行动， 唐才常则纠结于派
系。 从派系上讲，他是康有为一

而去，随后削发为僧，不知所踪。
毕永年与会党关系极深，他的出
走，等于断唐才常一臂。
1900 年 7 月，唐才常联络上
海名流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

慨“好星光”——
—其慷慨与从容，
与谭嗣同简直如出一辙，知己之
交，肝胆相照。 入狱之后，张之洞
特派郑孝胥去审问，他答道：“此
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

力则是哥老会、大刀会等会党分
子，这些人，一来散漫，二来功
利，只可为辅而不能为主，无法
担当重任），就连唐才常，都不甘
舍弃“勤王事”的招牌，而徘徊于

党，尽管此时康有为并未放弃革
命路线， 不过其革命目的之一，
在于使光绪皇帝复位，是谓“勤

式等，发起中国国会，选举容闳
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 国会宗
旨，一是“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

速杀！ ”其供状仅二十一字：“湖
南丁酉拔贡唐才常，为救皇上复
权，机事不密请死。 ”1900 年 8 月

革命与改革之间。 就此而言，他
与谭嗣同一样，与其说为革命而
死，不如说为不够革命而死。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三者，
应以中者最可信。 同时我们也得
承认，排除误记、误传之可能，梁

勋成犁扫两昆仑”之句，堪为三
个月后狱中题壁诗之伏笔。 不得
不说，这是相当有力的论证。 由

去， 唐才常作为生者以图将来，
同样一去一留。

好将多人， 不日可到”，“并电湖
南招集好将多人”一语，即指唐
才常而言。 难说幸与不幸，唐才
常行至湖北武汉， 听闻变法失
败、 谭嗣同喋血菜市口的噩耗，
只得驻足。 满腔悲愤，化作一副

自由谈

新政治经济学

大数据时代的价格歧视

美国退出伊朗协议影响几何？
文 / 徐瑾

定价。 比如“
杀熟”。“
杀熟”的情
况在线下市场很少见，一来不厚
道，二来也很难做到。 但在线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布
美国退出与伊朗核协议，恢复对
伊朗实施制裁。 联系特朗普之前

因量定价。 这三种价格歧视中，
因量定价最容易理解。 批发和零

市场则经常遇到。 经常逛网店的
人会发现， 看似和商户很熟了，

表态将与金正恩等见面，美国本
次重新布局全球战略，是下怎么

看，特朗普这次行动，显然是美
国需求第一，欧洲盟友意见并没

间地带，与美国打交道主要基于
利益观念， 彼此有利益冲突，秩

售价格的差别就是量的差别，这
种按购买量给予价格折扣的做
法，其实就是一种价格歧视。 用
歧视一词， 并非必然带有贬义，

并不能获得优惠的价格，反而可
能获得更高的价格。 线上物品的
定价通常和线下物品有差异。 现
在许多喜欢网购的人都学乖了，

样一盘棋？
伊朗什么重要？ 从经济上
看，伊朗目前是 OPEC 第三大产
油国，全球第五大产油国。 今年 4

序明显不一致，但过去基本可以
调和。 而伊斯兰世界不少国家则
是处于前国家形态，与美国的对
立充满了文明冲突意味，一些矛

对照网上价格和线下商场的价
格来决定是否购买。 问题在于，

月的石油出口创下纪录。 在此消
息出台之前，全球原油价格已经

有被充分重视。 归根到底，这源
于美国、尤其是美国保守派对伊
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视之为伊
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冲突
延续。 在美国眼中，要应对的极

很多物品并没有线下市场参照，
即便有，也不方便比对。 这就带

大幅上涨。
不过等到 8 日美国正式表

来了比对困难的窘境。 原本互联
网节约了信息成本，但在互联网

示退出， 美国三大股市基本平
局，油价也仅仅小幅上涨。 这说

海量信息的情况下，比价成本反

价格歧视是经济学教科书
中的常用术语，通俗地讲，就是
同类物品因人定价、 因地定价、

在经济学中，歧视一词也经常被
用作同类东西不同价格的现象。
购买数量不同，所得的价格可能
就有差异，这种做法对消费者来
说完全可以理解。 即便消费者知
道这是一种价格歧视，也没觉得
有什么损失。 但因人定价和因地
定价就不一样了。
先说说因地定价。 同样一

文 / 周业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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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 而不用担心竞争者进入。
这点和竞争性行业不同，在竞争
性行业中，假如一个商家提高价
格， 消费者立刻转向其他商家。
竞争性市场上替代品的大量存
在使得消费者对物品价格变得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

端伊斯兰威胁有两种，一种是比
较偏民间的恐怖主义运动，另一
种是伊朗这样掌握了国家机器
的反西方宗教意识形态。 二者冲
突恐怕在长期内都会维持下去，
这种意识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

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基本是一战
后巴黎和会威尔逊主义的衍生。
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属于中

盾不可调和，仿佛一个霍布斯的
世界，充满了一切人对抗一切人
的意味。 谁是美国的敌人？ 这个
问题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并没
有明确， 甚至一度丧失方向，与
俄罗斯的龃龉也基于此，中东世
界因为“9·11”也成为目标之一，
中国在此期间基本是作为美国
潜在盟友，这也是中国过去的发

而可能更高了。
难以比价是“杀熟”的一个

明市场已经消化预期，可能认为
这一举动对经济的影响不会特
别大。 市场人士指出，伊朗石油

碗方便面，从超市买，一盒也就
几块钱。 但乘车出差或旅行的

异常敏感，这背后当然得益于竞
争机制。
可是问题来了。 消费者对价
格不敏感，并非消费者不在意价

原因，“杀熟”是如何做到的？ 根
源在于大数据时代商家更容易

出口的缺口很容易被沙特等国
的石油出口增长所弥补。

人都知道， 火车上的一碗方便
面，可能会卖到十几块钱。 同样

格。 即便在豪华场所，假如允许
其他商家进来竞争，那么高收入

获得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信息。 商
家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消费

即使如此，如果伊朗核协议
最终作废，那么伊朗有可能公开

的现象随处可见。 比如同样一

群体对物品价格的敏感度还是

者的偏好、消费习惯、买卖决策

化的追求核武器，而以色列对此

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与其
外的“征伐之地”，与基督教之间

份菜， 普通餐馆和豪华餐馆的
定价会相差好几倍。 地点不同，

会提高。 因此，高收入因素起作
用的背后可能还是因为垄断。 豪

等信息，据此大体上能够推断出
消费者的认知局限以及对价格

不会坐视不理，中东说不定会走
向另一场这个战争的边缘。

矛盾很难调和。 一边是伊朗，信
仰伊斯兰教什叶派， 一边是美

自身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导致
的不平等加剧也使得美国国内

华场所通常都对所供给的物品

的敏感度，从而可以根据大数据
分析的结果对不同消费者采取
恰当的价格策略。“
杀熟”就是看
人给价， 本质上就是价格歧视。
比如经常出差定酒店，电商就可
以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出该消费
者的行为特征，然后向消费者呈
现出某一个区间的价格，实际上
这个价格要比线下市场贵。 而消
费者习惯上认为网络的比价更
充分，从而价格应该更便宜。 这
种认知局限让电商钻了空子。 同
样消费者早上上班需要打车，正
常打车是叫不到车的，得不断加
价，而加价的提醒设置是诱导性
的，不加肯定叫不到，加了就可
以叫到，消费者可以通过加价来
提高叫车成功的概率，从而诱导

事情何以突然急转直下？ 日
前以色列举出庞大的最新证据，
指控伊朗秘密发展核武，不过法
国、 英国等欧洲国家一直坚持，
与伊朗协议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与特朗普此前表态一直存在分
歧。 即使如此，特朗普仍旧在巨
大的争议声中退出伊朗协议，这
代表着他不相信这个协议之下
伊朗会认真地放弃核努力。 对特
朗普而言， 过去在这个框架之
下， 伊朗的国力在逐渐增长，而
对伊协议并没有足够好的条款
来约束伊朗的行动；如果美国不
能明确确定伊朗放弃核努力，则
这个框架就没有意义。 综合来

国，基督教为主要宗教。 有趣的
是，特朗普多次离婚，个人品德
难说完全符合美国传统标准，但
是仍旧赢得 80%白人福音派基督
徒选民支持，超过布什，也超过
里根。 二者对比很能说明一些问
题， 特朗普行为不是一个人，而
是美国思潮的转变。
今年，美国表态与发展核武
器的朝鲜接触， 其实释放的信号
不是鼓励核武器， 而是代表他们
对于谁是自身敌人有了新的判
断。 美国核心盟友是北约为核心
的传统西方国家或者美国盟国，
彼此之间依赖共识，虽然有不满，

政治极化。
如此看来， 特朗普接触朝
鲜、与中国贸易争端、退出伊朗
核协议，其实是一系列外交内政
结合，并不是外界认为不可理喻
或者不按常理出牌。 其本质在
于， 在美国重新定位了全球战
略，逐渐明确了自身的利益及其
对立面。 那么，中国如何接招，关
键在于自身定位，是继续安于中
间地带，还是彻底选择另一个对
立面？ 如何选择，也决定了中国
未来十年格局。

同样的物品价格就会有差异。
喜欢旅游的人对这个感受特别
深，景区的物品价格比非景区高
出很多。这种因地点的不同而产
生的价格差异，同样也是价格歧
视。 为何换个地方，物品的价格
就会发生变化？ 原因在于，不同
场合下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
度不同。能够去豪华餐厅或者星
级宾馆的， 或者出差和旅游的，
一般来说，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就是对价格不太敏感。 别看
一个人平常小气，到景区会无缘
无故的变得大方点，只不过景区
的特定环境下，让一个人变得对
价格不敏感。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消费
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被称作需
求价格弹性。 不敏感代表缺乏弹
性，这个时候商家提高价格是有
利的。 消费者对价格越敏感，需
求价格弹性越大，商家就越不敢
提高价格。 特定的场所为何消费
者会变得缺乏价格弹性了？ 可能
是因为收入，能够去豪华场所的
都是有钱人， 花钱大手大脚惯
了，自然对价格不敏感。 也可能
是因为垄断的缘故，没法去别的
场所购买价廉物美的产品。 这种
垄断特性会降低消费者对价格
的敏感程度。 通常垄断行业产品
的消费者对价格都缺乏敏感性，
比如水电气等行业，这种行业处
于垄断地位，就可以通过提价来

采取垄断供给，这是导致需求价
格缺乏弹性的关键。 不允许自带
酒水就是获得酒水垄断地位的
常见手段。 允许自带酒水的地
方，会收取开瓶费。 开个酒瓶需
要什么费用？ 商家就是收了，仅
仅因为其有垄断势力而已。 允许
自带酒水，降低了酒水的垄断租
金，通过收取开瓶费和各种服务
费，又变相地把这些损失给补回
来了。 在垄断场合，消费者需求
价格弹性的缺乏是被动的。 有没
有主动地接受价格歧视？ 也是有
的。 豪华场所的消费缺乏价格弹
性，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建立了心
理账户，主观上把普通场所消费
和豪华场所消费分离开来，分别
赋予其不同的价格弹性。 这种心
理账户效应就是去年获得诺奖
的塞勒教授最早提出来的。
是不是只有垄断才会获得
价格歧视？ 不一定的。 价格歧视
也会因人而异。 看人说话有，看
人给价格很少见。 在菜市场当
中，一个摆摊的看谁长得好看就
少收点钱，看谁长得不好看就多
收点， 那这个摊主一定是疯了。
当然在现实当中不排除有些人
会看颜值收取不同价格的，只是
这种情况很少。 一般情况下买卖
双方都会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
方面盘算，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 但有一种情况下确实会看人

消费者加价。 问题在于，叫车的
概率取决于周围车的分布，而商
家的系统设置则让消费者误认
为是和其他人竞争叫价，从而通
过这种比较机制来刺激消费者
加价。 这是一种典型的“杀熟”。
所以千万别轻信大数据时代能
给消费者带来占便宜的机会，当
消费者在占便宜的时候，商家在
占更大的便宜。

遗失声明
上海高羽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金税盘，金税盘号：44-66155656
553，现声明作废。
2018 年 5 月 14 日

突》到基辛格《世界秩序》里面都
有描述。 这一种意见认为伊斯兰
难以真正做到与西方世界的共
存共荣。 与之对应，在极端伊斯
兰世界眼中，世界只是分为“伊

但对于世界秩序想象基本一致，

展红利。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实力上升引发世界版图变
化， 近年来对外拓展“一带一
路”，对内发展“2025 计划”，引发
美国不少忌惮；同时，美国国内

徐瑾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微
信公号《徐瑾经济人》，近期即将出版
《不迷路，不东京》

这种途径价格再低也不能买 否则你的钱很可能打水漂
近日，徐先生打算在某网络购

的投诉后，调解人员立即对事件进行

议不要脱离网络交易平台进行线下交

物平台上购买一台适合工作时使

调查。经过近一周的反复多次调解，

易，同时与商家沟通时尽量选用网络

用的索尼 a6500 型号微单相机，查

最终商家先行退还 4600 元货款。

交易平台官方承认的交易聊天工具。

询 到 某 商 家 发 布 的 价 格 为 2560
元，远低于其他多数商家，经再三

海淀区消费者协会在此提醒
广大消费者：

三是交易过程留证据。 注意留存
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信息，购买时

与商家确认后，徐先生在网上付了

一是低价诱惑不为动。 一般而

要反复确认提交的交易信息是否全

款。 后是劝说徐先生多花费 2040

言，同品牌、同型号的商品价格一

面，截屏留存商家广告宣传页面，商

元购买其他型号。 收到货后，徐先

般差别不会很大， 尤其是数码相

家的任何承诺，尤其是没有在宣传页

生发现该型号只可满足初学者使

机、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一旦某

面上体现的附加承诺，要截图留证。

用， 且该型号网络标价约为 2650

商家出现价格明显低于其他商家

元，商家却以 4600 元高价出售。

报价时一定要小心，谨防暗藏“转

遂徐先生提出退货、退款，商家
坚决不同意，甚至否认整个交易过
程。海淀区消费者协会接到徐先生

型”以次充好、合约机冒充裸机、翻

红盾之窗

新机、山寨机等陷阱。
二是不离平台慎交易。 购买时建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