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第3本版主编 武曼晖 编辑 王娅楠 孙泓轩 文化广场 2021年2月23日

人们常说：“学无止境”。知
识的海洋是无穷的，面对知识的
海洋，我们应是谦虚的，而有的
人却偏偏恃才傲物，不把他人放
在眼里，最终却闹了个笑话。

南宋人周密撰写了一系列
笔记，其中有一本《齐东野语》，
讲了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如这则

“配盐幽菽”的故事。
南宋时，江西有一个读书

人，自认为学识渊博。他听说有
个叫杨万里的诗人，也是江西
人，颇负盛名、很有才华。杨万
里这位诗人，岂止是当时出名，
今天我们还在背诵他的名句“小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
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

这个读书人不服气，就托人
带信给杨万里，说要去拜访他，意
欲一较高下。杨万里也听说过这
人一贯比较自负，但还是谦和地
给他回了一封短信，信中说：“我
很欢迎您从家乡来我这里，我冒

昧地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
您带些家乡的配盐幽菽来，我很
想亲口尝一尝什么滋味。”

他拆开信一看，不禁茫然，
他从未听说过“配盐幽菽”为何
物，既然杨万里说想尝一尝，应
该是种食品吧。他四处打听什
么是“配盐幽菽”，但直至约定与
杨万里相见的日子也没找到。
他只好带着满腹困惑去拜访杨
万里，一见面就愧疚地说：“您信
中提到的配盐幽菽，我实在读书
不多，不知是何物，因此两手空
空而来，请先生原谅。”

杨万里淡淡一笑，不慌不忙
地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礼部韵
略》，翻开当中一页递给读书人，
只见书上写着“豉，配盐幽菽

也”。读书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
让他踏破铁鞋四处寻觅的“配盐
幽菽”，就是家庭日常食用的豆
豉啊。读书人不禁涨红了脸，明
白杨万里是在考验他的学识，也
为自己才学浅陋而惭愧万分，从
此再不骄傲自负、目中无人了。

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
代，一个人的学识再高、能力再
强，所能获取的知识都是十分有
限的，都可能遇上不为己知的

“配盐幽菽”，更因为知识迭代的
迅速，我们此前掌握的一些知识
已无法运用于现在了。正因此，
我们绝无理由高傲自大、目空一
切，所抱有的人生态度应是虚怀
若谷、谦恭谨慎，生命不息、学习
不止。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大方鼎
是世界上现存最重最大的青铜礼器，是殷商时
期青铜文明的典范之作，标志着当时青铜铸造
的水平。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青铜器铸造是专
业化程度很高的技术，铸造后母戊大方鼎的技
术难度并不亚于当今任何一项高科技，需要严
密的组织和合作，而一些核心技术更是只有极
少人严格掌控。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现在可以
基本了解当时不同手工业生产的布局，划分出中
部、南部、西部和东部4个大的手工业作坊区，每
个手工业作坊区内部又有多种手工业生产并
存。这种分工明确又相对集聚的模式承自早期
的二里头文化，并在之后的西周发扬光大。

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分布

甲骨文中有“百工”的记载。百工虽是虚指，
但也能说明殷商时期的手工业门类相当齐全。
殷墟自1928年开始科学发掘，就有大量的手工
业制品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漆
木器、纺织品、车马器等器物数量巨大。仅妇好
墓就出土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近千件。随着
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多处
手工业作坊遗址。截至目前，已发现铸铜作坊7
处、制骨作坊4处、制玉作坊1处、制陶作坊1
处。另外还发现一些制石作坊、制蚌作坊的线
索。因地下埋藏3000多年，我们已很难发现漆
木器、纺织、酿酒、皮革等手工业遗存。这是目前
我国发现的手工业作坊最多的单个遗址。

根据已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我们大概
可以划分出中部、南部、西部和东部4个手工业区。

中部手工业区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内，已知
的作坊遗址主要有铸铜、制玉，另有制骨、制石、
制陶的线索。南部手工业区位于宫殿宗庙区以
南约1公里的区域，由苗圃北地铸铜、铁三路制
骨和刘家庄北地制陶三处作坊遗址组成。西部
手工业区距宫殿宗庙区2—3公里，分别发现有
孝民屯铸铜和北辛庄制骨两处规模较大的作坊
遗址。东部手工业区与宫殿宗庙区隔洹河相望，
发现有铸铜、制骨与制陶等作坊遗址。另外，在
任家庄南地、北徐家桥、戚家庄东等地也发现有
铸铜、制石、制玉等作坊遗址，但因周边区域相关
考古工作较少，是否也会是手工业聚集区，尚待
以后的发掘。

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大面积的宗庙宫
殿区、规模宏大的王陵区共同构成了30万平方
公里的殷墟大遗址。手工业作坊区在龙山时代
就已有雏形，到了二里头时期已较为明确。考古
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内就发现有铸铜、绿松石加
工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分布。在二里头文化的
基础上，商代的青铜铸造业更加成熟，种类越来
越多、纹饰越来越复杂，所发现的铸铜遗址也越
来越多。

手工业区内分工明确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东北部发现一
座属于商代中期的都城，命名为“洹北商城”。这
座早于殷墟的都城由郭城、宫城、宫殿、手工业

区、贵族与平民居住区等构成。在手工业区内发
现大量铸铜、制骨与制陶遗存，集中分布于宫城
北城墙以北约570米，面积不小于8万平方米。

从时间与规模来说，殷墟的中部手工业区生
产规模偏小，持续时间短，特别是铸铜生产。之
所以如此，可能与洹北商城的废弃有关。大量火
烧废弃堆积表明，洹北商城毁于火灾。迁都不
久，仍在营建的都城成为废墟，仓促间于洹河南
岸恢复生产、重建宫室实属无奈之举。随着大量
宫殿建成，铸铜、制陶等生产用火行为同样对安
全造成巨大威胁，异地生产成为必然。南部手工
业区在此背景之下产生。

南部手工业区开始于殷墟一期，与中部手工
业区相衔接，持续生产至殷墟四期。其中苗圃北
地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铁三路制骨生产规模较
大，仅在有限的区域内就出土了废弃骨料、边角
料36吨，推测当时应生产了几十万根以骨笄为
代表的骨器。刘家庄北地是殷墟目前唯一的制陶
作坊，以生产泥质的陶豆、陶簋、陶盆等为主。

青铜礼器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原有的生产能
力无法满足巨大的消费需求，增建手工业区势在
必行，西部与东部手工业区应运而生。西部手工业
区以孝民屯铸铜作坊规模最大，主要生产青铜礼
器和兵器，时间则从殷墟二期延续至西周初年。这
里发现的陶范、模、芯等铸铜遗物10余万件，数量
惊人，由陶鼎足模、范芯座等推测，当时应该还铸
造了比后母戊大方鼎还要庞大的青铜器。

东部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大司空南地，铸铜
作坊于1936年被发现，但相对而言规模不大。
制骨、制陶作坊生产规模也较小，制骨材料以牛
骨最多。

研究表明，手工业区内部生产分工已较为明
确，生产工序清晰，产品也有所区别。比如在孝
民屯铸铜作坊，西部主要生产兵器与工具，而中
部、东部主要生产礼器；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主
要生产泥质的豆、簋等，没有发现夹砂的陶鬲。

殷墟时期采用族邑模式，都城之内由相对独
立的众多族邑聚落组成，既是生产、生活的区域，
也是死后家族集中埋葬的墓地，“居葬合一”。目
前仍在发掘的洹北商城手工业区内已知铸铜、制

陶、制骨作坊由东向西相邻分布。在铸铜作坊区
发现百余座墓葬，其中50余座排列有序，随葬
有陶范、鼓风管、铜刀、磨石等生产工具，无疑
是工匠之墓。由此可知，很多手工业区内也是居
葬合一。

严格控制关键技术的流失

有考古学家分析指出，青铜容器和大型玉器
生产是政治性产品，不是可以流通的商品。夏商
周时期，“器以藏礼”“器以载道”，所以对以青铜
器为代表的礼制产品的生产、流通加强管理、有
效控制是统治阶级的必然选择。

如何控制与管理？办法主要有3种：其一，
设立集中的手工业区；其二，采用家族模式，这样
既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传承，更有利于严格控制关
键技术；其三，国家设立专门的职官从事管理。

考古已知，在二里头遗址内，铸铜、绿松石等
重要的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宫城核心区以南，四
周建有围墙加以保护。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也
是如此，铸铜作坊外挖有围沟用于防护。以青铜
铸造为例，复合泥范技术要经过制模、制范、熔
铜、浇铸、打磨等工序，熔铜后还要按比例掺杂
铅、锡制作合金。无论是王室管理还是家族式管
理，关键技术的传承都有严格的规定。

当时不同手工业区内技术如何交流、骨器等
非政治性产品如何进行贸易等问题，我们还不得
而知，期待通过考古的推进找到答案。

我们也关心殷商之后的周朝如何布局手工
业生产。在陕西的周原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凤雏、
云塘、齐镇、召陈等地发现有规模可观的铸铜、制
骨、制石、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不同的手工业
作坊分工明确，相对集中。在河南洛阳北窑发现
了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铸铜作坊遗
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模陶范，且以礼器陶范
居多。发掘者认为武王灭商后，大量掌握青铜铸
造技术的殷商手工业家族被分封、迁徙，继续为
周王室服务，手工业的管理模式也被继承。西周
时期封国众多，在晋国新田故城遗址、燕国琉璃
河遗址、齐临淄城内都发现有手工业区存在。

前文书说了，古代作者不
在书上题写名字，是“学术为
公”的体现，但其实更是当时
成书条件制约的结果。用哲学
上的话说就是，意识决定于物
质。

古书成书比今天要复杂。
今天往往一书对一人，《傲慢
与偏见》是简·奥斯汀写的；
提起老舍，大家马上就能想起
《骆驼祥子》。古书可没这么清
晰的“一对一”关系，经常是

“一对多”。一本书往往不是一
个人写的，而是成于众人之
手；往往不是一个时期写定
的，而是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才
能编定好，似乎背后有一个编
辑委员会似的。

如此一来，连累书名这个
书籍的基本要素，也成了一笔
糊涂账。今天的作者写书、写
文章，在书名、标题上可谓煞
费苦心，唯恐语不惊人；尤其
是做传媒的，更是把标题作为
非常重要的工作，以至于有

“标题党”的称谓。反观古书
的书名，起得就随意率性得多
了，下面分类说说。

首先，春秋以前没有私人
出书这回事，全是官方出品，
书名的官方色彩也就很浓厚
了。比如鼎鼎大名的 《春
秋》，鲁国官方历史书，记
录每年、每季、每月、每
日发生的事， 春夏秋冬 ，
无所不包，所以单独拎出
春秋两季做代表。

其次，很多古书的书名、
篇名就是简单摘取第一句
话的头两个字，跟内容关系
不大。“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出自哪里呢？《蒹葭》。蒹葭
是两种水草， 泛指芦苇 ，
这首诗讲的是爱情，跟蒹
葭的联系在哪儿呢？

《论语》也是，第一篇叫
《学而》，因为第一句是“学而
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
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

第三，古人写书，多是写
完一篇发行一篇。把这些分散
的篇目收集、编辑到一起成为
一本书，一般都是门下弟子或
者再传弟子的功劳。给先师的
书编好了，为了表明家法，为
了说明自己学派的渊源，就拿
祖师爷的名字当书名了。比如
韩非，他在世时写出了 《孤
愤》《五蠹》《说林》等单篇文
章，十多万字。是法家后学把
这些文章汇总成为《韩非子》。

所以，古人写书往往是随
时随地写下，但自己又不整
理，自然也不会起书名了。有
一个故事从侧面证明了这一
点。

司马相如临终前病得很厉
害，汉武帝说：“赶紧派人去
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
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
去的人到家时，司马相如已经
死了，而家中没有一本他写的
书，就问卓文君怎么回事。卓
文君说，我老公本来就不曾有
过自己的书。他时时写书，别
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
空空的。

自己给自己的书命名成为
一种通例，是在汉武帝罢黜百
家之后，文人写书，没人给往
下传了，不得不自己编辑自己
的书。这时起，桓宽的《盐铁
论》、刘向的《说苑》、扬雄的
《法言》等出来了，作者与书
的对应关系才逐渐紧密地建立
起来。

古 书 今 读




学 无 止 境
●王厚明

血洒辽河，万古流芳。
4月11日深夜，吕明仁正在开会，突然接到省委急电，催

他迅速南归。会议结束很晚，吕明仁席不暇暖，第二天清早，
就带着警卫员康殿才、通讯员周澍澄从开鲁出发去奈曼。

开鲁至奈曼中间隔着一条西辽河，水位不定，水流湍
急，渡口时时变动。吕明仁等策马来到河边，正赶上船夫
回家吃早饭，无人摆渡。吕明仁伫马四望，茫茫西辽河滚
滚东去，不知哪深哪浅，此时他心急如焚，着急地牵着马
在岸边踱来踱去。忽然，吕明仁看到河边一处有马蹄印，
便毅然决定从这里涉水泅渡。康殿才、周澍澄先后跃马

河中，吕明仁催马相随。他们顺利地渡过两股浅流，到第
三股就困难了，越走水越深，河水已经没过周澍澄的马
背。突然，一个浪头打来，康殿才被卷下马，没入水中。
吕明仁一面大声疾呼，一面甩掉马匹，连棉衣也来不及
脱，就跳入水中，他全力向康殿才游去。吕明仁本来水性
很好，可这时他身体太虚弱了，加上浸透水的棉衣很沉
重，在浪大流急、离开马匹失去依托的情况下，他奋力挣
扎着，渐渐地，他感到筋疲力尽，身不由己，身体渐渐下
沉。他下意识地说：“小周，坏了，我不行了！”周澍澄两腿
陷入淤泥不能自拔，他焦急地望着在急流中沉浮、搏斗的

吕政委，急中生智，立刻鸣枪示警。
待到人们救起吕明仁时，发现他肺中呛水，已无法抢

救。为了救警卫员，年仅31岁的吕明仁英勇牺牲了。
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亲自为吕明仁守灵，在追悼

会上痛致悼词，高度赞扬了吕明仁短暂光辉的一生。吕
明仁的遗体安葬在西满分局所在地齐齐哈尔烈士陵园
内，西满分局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发出号召：

“争取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纪念明仁同志。”辽吉省委
机关报《胜利报》还专门辟出《吕明仁同志追悼特刊》，省
委领导都发表了深切的怀念文章。

中共辽吉省委为了寄托人民的哀思，表彰吕明仁的
丰功伟绩，追赠吕明仁为“辽吉功臣”。通辽、开鲁、白城
等吕明仁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区、
街、机关、学校、场馆等。烈士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一百一十八）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图①为妇好墓出土的骨笄。
图②为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出土的无字甲骨。
图③为孝民屯出土的铜分裆鼎陶范。
图④为殷墟郭家庄出土的铜分裆鼎。
图⑤为后母戊大方鼎。

殷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
●何毓灵

核心阅读

3000 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在手工业方面有
高度的发展，以青铜铸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专
业化程度很高，玉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生产
达到相当的规模。不同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分
布的模式也影响了西周及之后的手工业生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如今越来越普
及了，标志之一就是每到年节，非遗老字号食
品、非遗手工制品、非遗民俗活动等就会集中开
展线上线下的展览展示展销活动。“非遗”承载
着中国人的文化乡愁，是中国人生活方式、思想
观念的载体。和正式的史书相比，非遗所记录
的历史亲切、朴素而丰富，充满了人情味儿和烟
火气。就拿春节来说，已经列入国家级非遗名
录的与春节有关的非遗项目就有200多个，诸
如舞龙、舞狮、灯会、庙会、年画、剪纸、社火……
不胜枚举。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出了中华文化
的深厚与多样，所营造出的节日氛围，是其他事
物难以替代的。

许多非遗项目诞生于农耕时代，是农业文
明特有的产物，因此随着中国加速进入现代化
社会，这些曾经伴随着中国人祖祖辈辈日常生
活的事物也难免渐渐消失。比如，过去中国人
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扇子，在文人墨客的手中，
扇子甚至发展成一种文化。在《红楼梦》里，仅
仅围绕扇子套就发生了不少故事。但现在有了
空调，扇子的必要性就下降了。许多制作扇子
的手工技艺不免后继乏人。现代纺织工业发展
起来后，传统的土布制造技艺就面临失传的危
险。现在造房子普遍使用钢筋水泥，而传统的
夯土建筑就很少见到了。

但是，非遗的价值不仅仅在物质本身，更在
于非遗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因此是不能轻易丢
弃的。非遗概念的兴起与普及，使得这些宝贵
的民间记忆和民间技艺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
实际上，非遗尽管来自于过去，但仍然可以融入
现代生活。许多非遗技艺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比如，夯土建筑
的特点是冬暖夏凉、取材方便、造价低廉，虽然现在很少见到新建的夯土
建筑，但通过现代技术的加持，夯土的硬度和承载力可以达到极高的标
准，用现代夯土技术建造的房屋不但美观而且节能。一些建筑师正在推
广现代夯土建筑。现代纺织技术造出来的布匹尽管很舒适，但依然替代
不了土布的质感。一些时尚人士偏爱传统手工织造的土布，侗族亮布、扎
染、蜡染等颇为流行。在网店里，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非遗产品一直很畅
销。开发非遗的实用性才能使它们不会远离生活。

新时代，人民更加渴望美好的生活，而非遗正是创造美、欣赏美，因此
是切合时代需要的。现在所应做的就是进一步挖掘和创新非遗中所蕴含
的美。比如，传统图案、传统设计中所蕴含的体现中国传统审美的元素如
何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有的非遗项目，如苏绣和世界知名品牌合作开发
手表，融古典与现代于方寸之间，令人惊艳。故宫文创产品中诸多爆品也
是成功应用传统纹饰的经典案例。

既实用又美好，应该成为非遗传承发展的一个方向。非遗，只有融入
生活，才不会被生活所遗忘，才能让人们记住文化的乡愁。

吕 明 仁 （十一）

●胡秀琴

Ｂ 白城记忆

◆白城英烈

融
入
生
活

记
住
乡
愁

●

肖
岩

牛年已至，千百年来，牛性情
温和，任劳任怨，是人类的好伙
伴。但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
铜器中，却展现了一头令人生畏
的野生水牛。

现藏于殷墟博物馆的亚长牛
尊，在灯光下泛着幽幽青光，只见
牛角弯曲有力，四足粗短壮实，牛
头前伸，双目大睁，牛口微张，一
看就不好惹。

“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
牛形青铜尊，通高22.5厘米、长
40厘米、重7.1千克，生动展现了
一头成年水牛的雄姿。”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说。

尊，出现于殷墟时期，沿用至
西周早期，是一种青铜酒器。通
体遍饰神性动物纹样的亚长牛
尊，更是殷商时期人神沟通的媒
介，担负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

“牛身满布龙、鸟、鱼等20多
种动物纹饰。最为突出的是牛腹
两侧各饰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
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
部。”何毓灵说。

拥有如此精美的随葬品，墓
主人身份非同寻常。墓中共有
131件青铜器上铸有铭文“亚长”
二字。对比分析随葬品数量、墓
葬面积等情况，专家表示，亚长是

商王朝南部“长”国的部落首领，
地位仅次于武丁王王后妇好。

“亚长可谓‘牛人’！他曾多
次驰骋疆场，未及伤愈便又持钺
上阵，直至战死，是一名忠勇善战
的军事高官。”据何毓灵介绍，人
类学家在亚长身上找到至少七处
创伤，不乏连续击打、致命性的。

事实上，殷墟以牛为形象的
还有玉器、石器、陶器等，也有用
浮雕状牛头及牛头纹饰装饰的青
铜器。无一例外，从牛角可知，都
是水牛。

研究表明，殷墟时期的水牛
与家养黄牛不同，仍为野生。甲
骨卜辞中常常记载，商王外出狩
猎，捕到一种叫“兕”的动物。有
专家推测，兕正是野生水牛。也
有专家将这一野生水牛起名“圣
水牛”。

“在殷人观念中，未能驯化的
动物野性十足，充满神秘，让人产
生敬畏之心，从而促使人们模仿、
制作其形象，甚至加以崇拜。”何
毓灵说。

三千年时光流转，由于各种
原因，圣水牛终究未被人们驯化，
而是逐渐灭绝了。所幸，在亚长
牛尊的见证下，“牛人”的威猛和
牛的故事仍在江湖流传。

古人为什么没有标题党？
●熊建

亚长牛尊：

穿越三千年 惹不起的“牛”
●新华社记者 桂娟 李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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