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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
中心城区红庙路市直某单位家属院，单元房，三室两厅，净面积

120 平方米，双阳台，精装修，大市证，中小学校学区房。 送车位、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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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 苏轼 为困难百姓代言
在古代，一些名人利用

自己的一技之长来为百姓
代言，王羲之和苏轼就是突
出的代表。

屈指先数的是晋代大
书法家王羲之，他以自己的
书法为贫困群众代言做广
告。有史料载：一次，王羲之
见到一个贫穷的老婆婆在
集上叫卖竹扇。 竹扇很简
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
人们的兴趣， 卖不出去，老
婆婆十分着急。王羲之很同
情，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
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
去。 我给你题上字， 怎么
样？”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
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

交给他写。 王羲之提起笔
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
地写了几个字，随后还给老
婆婆。 老婆婆不识字，觉得
他写得很潦草， 很不高兴。
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
只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
王右军写的字就行了。 ”老
婆婆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
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
都抢着买。一篮子竹扇马上
就卖完了，王羲之用自己的
书法帮老婆婆渡过了难关。

宋代的大文豪苏轼也
多次做过类似的事。据南宋
庄绰《鸡肋编》载：当时苏轼
被贬到海南岛，恰遇一个卖
馓子的老妇人因为生意不

好而发愁。 苏轼同情老妇人
的境况，欣然挥笔为老妇人
作了一首广告诗：“纤手搓
来玉色匀， 碧油煎出嫩黄
深。 夜来春暖知轻重，压匾
佳人缠臂金。 ”这首诗以准
确的描述和丰富的想象，把
馓子匀细、色鲜、酥脆的特
点和形似美人环钏的形象
刻画出来，怎能不令人怦然
心动。 老妇人得到这四句
诗，就把它贴到门上，这还
真成了活广告，老妇人的馓
子店马上顾客盈门，收入倍
增， 一家人的温饱解决了。
能够主动用诗歌为百姓
代言广告，恐怕苏轼算第一
人吧。

揭秘14 编辑 杨丽 美编 胡新荣 质检 王雪 202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王羲之题字带货 苏轼作诗打广告

看看古代名人带货哪家强
随着电商平台的崛起，各地官员纷纷走进直播间，为当地特产代言、帮农民带货已成为一种新时尚，这表明重视三农工作，已经成为共识。
在古代，同样也有许多名人和官员以不同的形式替农民代言，他们的做法非常巧妙独到，今天读来也很受启发。

包拯 林召棠 代言有妙招
在古代， 还有一些官员和

名人，他们在为百姓代言中，能
够立足实际，突出了创造性，代
言效果也很好。

大家都知道宋代清官包拯
办过的一起割牛舌案， 既体现
了包拯的破案智慧， 也体现了
包拯的重农情怀。 除此之外，包
拯还办了许多为农民解难题的
案子，不仅维护了百姓利益，同
时也让百姓的产品得以扬名。

据史料记载： 宋仁宗初年
的一天，包拯正在公堂理政，一
个农村老妇前来告状， 说她家
住在城南五里河河畔， 无儿无
女，全靠种植两亩茄子为生。 近
来，茄子连连被盗，请官府捉拿
盗贼为民除害。 包拯听了老妇
人的诉说，很是同情，心想：草
不除，苗不长；贼不捉，民不安。
他思索后接过了老妇人的状
子，并嘱咐她几句让她先回家。

第二天一早， 集市上来了
几个衙役， 他们把所有卖茄子
的叫到一起， 逐个担子精选细
看，最后选中三担，命卖茄子的
人挑进衙门。三个卖茄子的人挑
着担子来到大堂上，见包拯威风
凛凛，心中不免暗自吃惊。 包拯
问道：“你们三个家住何处？所卖
茄子是贩来的还是自己种的？ ”
听说包大人审问盗茄案，好多百
姓都赶到县衙看热闹。

三个卖茄子的连忙跪下同
声禀报：“小人都住在城南五里
河河畔，茄子是自家种的。 ”包
拯又问：“你们种的茄子， 可曾
留下什么记号？ ”一句话问得三
个卖茄子的你看我我看你。 其
中一个胆子大的解释道：“茄子
都是紫色的，摘下便卖，没留什
么记号。 ”

包拯惊堂木一拍， 厉声喝
道：“大胆盗贼，还不从实招来，
免受皮肉之苦！ ”三个卖茄子的
以为包拯只是吓唬他们， 所以
再三说茄子不是偷的， 是自己
种的。

包拯命衙役把老妇人带上
堂， 问道：“你家茄子可有记

号？ ”老妇人说：“我家的茄子柄
上扎有三个小洞眼。 ”包拯又叫
卖茄子的仔细去看， 果然都有
扎洞。 在人证、物证面前，三个
卖茄子的只好低头认罪。 原来，
包拯在头天晚上就命衙役悄悄
溜进老妇人的茄园， 在每个茄
子上扎了洞。 今天带老妇人上
堂时， 便把做记号的事告诉了
老妇人。

通过这个案子， 包拯不仅
为老妇人抓到了案犯， 同时在
大庭广众之下， 也为其茄子做
了一个很好的代言广告， 从此
老妇人再也不愁销路。

在清代， 还有一个新科状
元题词为发小代言助其致富的
故事，更是体现了状元的智慧。
据《广东历代状元》载：道光三
年（1823），癸未科状元林召棠
衣锦还乡广东吴川。 他的发小
开了个粥店，生意冷冷清清，陷
入困境。 林召棠专门带了礼物，
前往看望，想帮助一下发小。 正
巧， 发小的妻子请他给题个店
名。 林召堂灵机一动，提笔写下
了“弓弓店”两个大字，落款写
上“道光癸未钦赐状元及第林
召棠题”。 发小夫妇非常高兴，
马上请人制成大匾， 在店门上
方悬挂起来。 过往行人见是状
元亲题，纷纷赶来观看欣赏。 状
元书法娟秀遒劲， 每个字都十
分有力，就是“粥”字中间少了

“米”字，剩下两个弓字，岂不成
了别字。 一时间状元写别字的
消息迅速传开， 人们成群结队
地前来观看，品头论足。

此时，正是夏天，天气炎热，
人们欣赏了字都顺便进店，买上
一碗凉粥喝。发小的粥店一下子
就火了。仅一个月就赚下了过去
一年才赚到的钱。后来状元才告
诉他们：“我那次题字，‘粥’字中
间的‘米’字是故意漏掉的。而且
正是因为没有‘米’，你们店里的

‘米’才多起来嘛。 ”林状元的代
言真是代到了点子上，文化也是
生产力呀！

（据《天津日报》）

夏侯孜 申时行 实物代言效果好
古代名人的代言，还在

于名人通过展示实物来达
到为之广告的目的。

而有记载，唐文宗时的
左拾遗夏侯孜曾穿着桂管
布衣服为其代言的故事。夏
侯孜， 唐代宰相， 亳州谯
人， 曾担任过婺州刺史、绛
州刺史等职。 唐宣宗时，由
兵部侍郎升为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 唐懿宗登基后，担
任司空，后以太子少保分司
东都。

在《玉泉子》中记载，左
拾遗夏侯孜“常着桂管布衫
朝谒”， 就是说他常穿着用
桂管布做的粗布衣服上朝，
文宗就问他怎么穿着这么
粗糙的衣衫， 夏侯孜却说：
“桂管产此布 ， 厚可以御
寒。 ” 桂管产的这种布，因
为粗糙比较厚， 可以御寒。
这位文宗皇帝也很可爱，于
是“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
仿之， 此布为之骤贵也”。
你别说，上行下效，皇帝都
穿桂管布，大臣们还能不跟
风，于是，桂管布就在京城
热销了，夏侯孜这一举动无

疑给桂管布在京城做了一
个很好的广告，使当地百姓
再也不愁销路，因此收入大
大增加。

到了明代，有一位退休
的宰相叫申时行，他回到家
乡，继续为乡亲们代言做实
事。 据《明代人物轶事》载：
万历十九年（1591），素有政
务宽大、世称长者的宰相申
时行退休回乡下老家定居，
因需要扩修府第，想把周围
邻居的房子买过来。邻居大
都搬迁了，可是其中一个做
梳篦买卖的小工匠不买账，
坚决不愿出售他的两间房
子，申府的扩建计划因此而
受阻。 无奈之下，申府管家
想拿出宰相的威势，让官府
出面，以官价强行征收。

面对实力悬殊的对手，
申时行没有动硬，而是心生
一计，对家人说：“不能这样
仗势欺人啊！ 我已经有了
‘锦囊妙计’， 姑且等他三
年，到时不用去找他，他自
己也会上门求咱们收购的。
你们等着瞧吧！ ”

大家将信将疑，这事就

这么撂下了。 从此以后，这
位退休相国过起了休闲日
子。不过，奇怪的是，申时行
竟然叫家人去工匠家买来
几把梳子， 放在自己身边；
这还不说，每当客人来拜访
的时候，他便拿出梳子一边
梳理头发，一边对客人称道
这梳子的好处，这不是给对
手做广告吗？ 果然，下面的
官绅士人，纷纷效法，一个
接着一个去买工匠的梳子，
工匠的生意日渐红火。

两年后，做梳篦的工匠
生意越做越大， 算是发了
财。 这时，工匠越来越觉着
自己的房子偏僻、破旧又狭
窄，和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
不相称了。 想来想去，工匠
果然亲自登门，请求把房子
卖给申府，好自己再另建新
居。 到了这时，大家才恍然
大悟：原来宰相这是帮钉子
户做广告壮大生意，最终达
到了拆迁的目的。

申时行通过用实物为
邻居做广告、解决难题的故
事，也反映了古代官员处理
棘手问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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