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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空气的来到，冰天雪
地的冬天又来了。在瑟瑟寒风
中，人们不禁会想，在科技及御
寒设备都不太发达的古代，人们
是如何度过寒冬的呢？

火墙地暖古已有

秦朝时，在贵族家里和皇宫
内出现了“壁炉”和“火墙”用以取
暖。考古学家在咸阳宫遗址的洗
浴池旁边发现了三座壁炉，其中
两座供浴室使用。壁炉主要是烧
炭来御寒，并且将出烟孔放在室
外，避免炭烟中毒。另外在秦兴乐
宫遗址中还发现了火墙的做法，
即用两块筒瓦相扣，做成管道包
在墙的内侧，与灶相连通，已经具
备了火炕、暖气的雏形。

明清宫殿的墙壁中，砌有空

心的“夹墙”，也就是俗称的“火
墙”。墙下面挖有火道，添火的炭
口设在殿外的廊檐底下。在炭口
点火后，热气就会顺着整个夹墙
瞬间提升屋内的温度。

地暖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考证，地暖或始于魏晋时期。吉
林省通化市发掘出的 3 座魏晋住
宅遗址中，发现了火炕的遗迹。郦
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曾描述过河
北的地暖。当时，观鸡寺大堂的房
基是石头做的，房基内部连通，从
侧面屋外点火，热气往石头房基
里流，大堂里就暖和了。

明清的紫禁城采用的也是
这个办法。坤宁宫东暖阁，是康
熙、同治和光绪结婚的洞房。殿
外廊下，设有 2 个一人多深的炉
坑，太监在这里烧炭；坑与暖阁

下的烟道相连，主烟道直径 70-
80 厘米，再分出直径 40-50 厘米
的分支烟道。随着炭的燃烧，火
气可以传遍烟道及其上的房间。

清代还专门设立了“烧炕
处”，设首领太监2名，太监25人，
专管点火烧炕。

“汤婆子”陪伴“睡到明”

建筑取暖是比较高效的取
暖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
室内暖和，但还需要一些灵活多
样的设备来辅助取暖。

常见的设备有火盆，又叫“神
仙炉”，是一款具有地方特色的取
暖设备。据史料记载，火盆起源于
黑龙江，传到今天已经有 2000 年
的历史了。一直到现在，火盆还是
农村冬天常用的取暖设备。

除了火盆，还有一些个人用
的取暖设备，比如手炉和足炉。
手炉多为铜制，是旧时普遍使用
的一种取暖工具，形制如小瓜大
小，可随手提动，比较方便。且古
代人宽袖大袍，手炉可置于袖中
或藏在怀中带着，所以又有“袖
炉”、“捧炉”的雅称。

说起足炉，可能很多人不知
道，但一说“汤婆子”很多人就知
道是什么了。“汤”，古代汉语中
指滚水；“婆子”则戏指其陪伴人
睡眠的功用。足炉在宋代就已出
现，和现在热水袋的功能大同小
异，装满热水后放置在被窝里以
提高温度。

小小一件取暖用品被许多
诗人赞颂过。黄庭坚《戏咏暖足
瓶》诗云：“千钱买脚婆，夜夜睡
到明。”明瞿佑《汤婆》诗：“布衾
纸帐风雪夜，始信温柔别有乡。”

据人民网、《北京晚报》

尺八是日本的一种传统
木管乐器，由中国唐朝时传
入，竹制，外切口，五孔（前四
后一），属边棱振动气鸣吹管
乐器，以管长一尺八寸而得
名，其音色苍凉辽阔，又能表
现空灵、恬静的意境。

据传尺八发源于东汉，而
最早记载尺八为乐器的文字
见于《新唐书·列传》：“贞观
时……侍中王珪、魏微盛称才
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
与律谐契。”隋唐时为宫廷主
要乐器，可独奏、合奏或伴奏。
由此可见，它是一种类似于箫
或笛的竹制管乐器，因长一尺
八寸，故名尺八。

到了宋代，尺八物形，说
法与唐差异很大。唐人眼里的
尺八非箫或笛，而宋人则普遍
认为尺八乃箫、笛等乐器的另
一种称呼。

据记载尺八是南北朝末
年至唐初相当于日本的奈良
时代作为演奏唐代的雅乐的
乐器而由中国传去的。日本曾
屡派“遣隋使”和“遣唐使”前
往中国，尺八和许多诸如龙笛
等中国乐器东传日本。至今日
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唐制尺八
多种。据传，日本圣德太子特
别喜爱尺八，他当时所用的中
国尺八，如今还珍藏在奈良的
法隆寺中。 据《北京晚报》

没有暖气空调，古人如何御冬

美国国家档案馆日前公
布了一批肯尼迪遇刺案相关
档案，其中一份文件披露，美
国政府曾秘密计划购买或制
造苏联飞机。

根据部分解密文件，在
1962 年 3 月 22 日举行的一次
会议上，相关人员探讨了关
于获取苏联飞机的多种可能
性，与会者包括肯尼迪政府
高级行政委员会特别强化小
组，该组织被指控涉嫌颠覆
古巴政府。

小组正式成员包括时任
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美国
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美
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邦迪，
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席莱姆尼策等，时任美国国
务卿拉斯科和总统肯尼迪也
可以参与。

解密文件中列出多种苏
联飞机机型，包括米格-17 、
米格-19 战斗机和伊尔-14 运
输机等，以及为抵抗远距离
侦查和近距离检视，复制上
述机型需要多少时间和成本
等等。根据档案中记录的美
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另一
个选项是通过策反飞行员来
获取飞机，或者从非苏联阵
营国家购买，但这些做法被
认为可行性存疑。

报道称，美国如此想“得
到”苏联飞机是因为他们还
有一个用途，即悬挂“假旗
帜”对美方发动攻击，为美国
随后进行军事回应提供正当
性。档案记载，“此类飞机可
用于诡计行动，在空中迷惑
敌机，对敌方设施发动出其
不意的打击；还可以用于挑
衅行动，营造出苏联飞机袭
击美国或其盟友的表象，为
美军介入提供借口。”最后，
档案还提到，“如果这些飞机
将被用于此类秘密行动，那
么最好在美国进行制造。”

据称，目前尚不清楚这
些文件是否与“诺斯伍兹计
划”有关。该计划当时由五角
大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起，
指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
机构对美国大众和军事目标
发动恐怖袭击，随后归咎于古
巴政府，为对古巴发起战争提
供理由。 据《达州晚报》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有名的作家，在海内外都拥有
大量读者。但大量读者不知道的
是，张爱玲有些作品竟有“抄袭”
现象。

1950 年，张爱玲为上海的
《亦报》创作第一部完整的长篇
小说《十八春》的时候，第一次没
有用自己的真名，而是用笔名

“梁京”。张爱玲晚年移居美国之
后，从 1966 年开始改写这部小
说，名字也改为了《半生缘》。张
爱玲在给朋友宋淇的一封信中，
提到《半生缘》其实是根据美国
作家马宽德的小说《普汉先生》
改写的。

伊北的《仿袭张爱玲的创
造力》一文指出：“对比《普汉先
生》和《半生缘》很有意思。从文
风看，张爱玲短篇小说的文风，
走的是华丽风。但到了《半生
缘》，她的文笔忽然转变成淡雅，
这一点与《普汉先生》淡淡的忧
伤不谋而合；其次，两书的结构
十分相似。《普汉先生》中是波士
顿和纽约的双城记，《半生缘》
中，则是南京和上海。人物关系
的设置，更是惊人雷同。普汉对
应世钧，玛文对应曼桢，凯对应

翠芝，比尔对应叔惠。场景和情
节的设计也有许多重合。还有细
节，比如狗，比如煤气味道，比如
行李箱，等等。最令人咂舌的是

‘金句’。张爱玲《半生缘》中那一
句荡气回肠的：‘我们再也回不
去了。’竟也是直接从《普汉先
生》中翻译过来的。”

美籍华人作家水晶先生
1973 年出版的著作《张爱玲的小
说艺术》一书中，有一篇文章

《蝉——— 夜访张爱玲》，里面写出
他与张爱玲交谈时，曾当面指出
张爱玲的中篇小说《怨女》，里面
的“圆光”一部分，似是直接从

《歇浦潮》（海上说梦人 1920 年在
上海出版的通俗长篇小说）里

“剪下来的”，她立即承认有此
事，她说她看《歇浦潮》是在童
年，“圆光”这一段，似是下意识
滑进《怨女》书中的。

另外，1956年至1962年，张爱
玲经宋淇介绍，为香港一家电影
公司写了十部电影剧本，有几部
也是将外国小说改编成中国内
容的，如《情场与战场》等。

当然，张爱玲的“抄袭”，是
在改写和仿袭，依然有自己的创
作在里面。 据《读者参考》

●追本溯源

冯玉祥“基督将军”
名号的由来

辛亥革命前，冯玉祥在奉
天省（今辽宁省）新民县新民
屯驻扎。一日，冯玉祥路过一
座教堂，此次聚会宣讲的题目
是《基督的自由、平等、博爱》，
冯玉祥听了后很觉入耳，感到
基督教教义对带兵大有用处，
加之看到教会中的信徒彬彬
有礼、热情有加，就对基督教
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
辗转来到北京。在北京的这段
时间，冯玉祥对基督教有了更
多的接触，他几乎每个礼拜天
都要去美以美会的亚斯立堂

（即崇文门堂）参加礼拜，并和
该堂主任牧师刘芳（冯玉祥部
下许骧云的岳父）结为好友，
与其畅谈信仰之道。

1917 年驻军直隶廊坊时，
冯玉祥在北京东单孝顺胡同
美以美会亚斯立堂，由刘芳牧
师为他施洗。但真正热心基督
教还是从驻军常德开始，这时
冯不仅自己信仰基督教，还要
求全旅官兵都入教，因此而有
了“基督将军”的称号。

冯玉祥规定：每团设置专
职随军牧师，全体官兵人手一
册《新约全书》和《颂主圣诗》；
每晚就寝前，全体官兵以连为
单位举行祷告、静默，最后喊
一声“阿门”结束；每营组织 20
人左右的“唱诗班”；星期日要
以营为单位“查经”，即先由营
长或值日官领导选读《新约全
书》某一章节，再由牧师讲解
新旧约和马可路迦等福音教
义。军中还有一座可容纳 500
人的“活动”礼拜堂，全部为木
结构，可随时拆开、搬动，便于
随军行动。 据《人民政协报》

千年的古乐器尺八

唐朝都从国外买些啥

美曾谋划“苦肉计”
买苏联飞机打自己

张爱玲作品里的“抄袭”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
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
者，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
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
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5 年 ,杨振宁看望身患
癌症的邓稼先时 ,问起国家为
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
金的事情。邓稼先说 :“奖金 20
元 ,原子弹 10 元 ,氢弹 10 元。”
原来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 ,发给
整个“两弹”科研队伍的奖金
总数仅仅 1 万元钱 ,受奖机构
自身又拿出一部分钱按照 10
元、5 元、3 元的级别分下去。
邓稼先当时拿到了最高的奖
励级别 ,但每一个“弹”只有 10
元钱。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研制出原子弹、氢弹
邓稼先奖金共 20 元

杨杨振振宁宁到到医医院院看看望望

病病中中的的邓邓稼稼先先。。

近年来，中国人出国旅游，
喜欢从国外购买各种商品。唐代
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思想开
放、经济繁荣的重要时期，那么，
唐代中国从国外购买些什么呢？

奢侈品最受欢迎

与唐代同时的横跨亚、欧、
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当时中国
称之为大食国，唐朝初年，大食
商人即开始由海、陆两条线路来
华经商，销售价格昂贵的药材、
香料、珠宝，大食商人在当时名
气很大。

到中国贩卖香料、珠宝的还
有波斯商人，东南亚各国也都与
唐朝有着不同程度的贸易往来，
他们分别把香料、珠宝、犀牛、大
象等运销中国。可见，由国外“进
口”的香料、珠宝深得唐朝权贵
和有钱人的欢迎。

唐朝廷在广州、扬州两个商
港城市设置了市舶司来管理对
外贸易。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广州

市舶司，经常为皇族购买从东南
亚等水途而来的外国珍奇商品。
扬州市舶司购买大食（阿拉伯）、
波斯（伊朗）以及西域外商的商
品，尤其是珠宝美玉。

唐代京城长安的东、西两市
非常繁荣，不仅店铺鳞次栉比、
生意兴隆、管理有序，而且从传
统特产、日常生活用品，到各种
奇珍异宝，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这其中，就包括外商开的“外企”
珠宝店，这些外商在当时被统称
为“蕃商”，他们主要经营的是能
获暴利的金银、珠宝、玉石、香料
等奢侈品。显然这些物品的消费
对象都是皇族和权贵豪门、富
户，非一般百姓所敢问津。

战略物资——— 战马

《古山笔麈》中记载，在开元
年间，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贡唐
朝，向唐朝廷请求互市贸易。唐
代的贸易除了使用铜钱，还用缣
帛等丝织品，被称为实物货币。

唐朝政府每年用数十万匹（唐
制：每匹为四丈）缣帛同突厥交
换良种军马，“以资军旅”，大大
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是唐朝强
军的一项重要措施。

见卖马给唐朝能赚大钱，唐
肃宗乾元年间，回纥也主动提出
了卖战马给唐朝的要求。回纥一
匹马的报价是四十匹缣，每次交
易额都价值数万匹缣。其时，经
过安史之乱，唐朝国力已然衰
落，为了不得罪回纥只得忍气吞
声地照单全收。史料描述，回纥
装卖马的财物要用数千辆车子
运输，使得“唐之帑藏坐而一空
矣”，加速了晚唐帝国的崩溃。

唐朝的对外贸易以外来经
商为多，但是为获得巨额利润，
唐朝商人出海经商的也不少。唐
代诗人李白写过诗句：“海客谈
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诗句中
的“海客”，很有可能就是大唐到
海外做贩运生意的唐商。“求珠
驾沧海……北买党项马，西擒吐
蕃鹦”，也是唐朝商人“出国”四
处搜寻货物进口以赚取高利润
的一个写实。 据《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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