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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签也称“剔齿签”，即现
代常说的“牙签”——— 用来挑剔
牙齿间残留物的小用具。剔牙，
是古今皆存在的生活现象。据
周燮均、颜《安阳辉县殷代人牙
的研究报告（续）》披露，距今三
千年前的殷代人已有剔牙的习
惯。在对殷代92个个体存留牙
齿观察后发现，其中有两个个
体中的3颗牙齿上，有类似剔牙
的痕迹。考古专家认为，这些痕
迹“不同于浸蚀症状，除了剔牙
痕迹外，似无更好的解释”。

如果属实，这应是迄今发
现最早的中国古人剔牙实证。
现存最早的牙签发现于1 9 5 4
年，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
遗址的东周墓中出土了8根骨
签，经分析确认为牙签。这8根
牙签最长的6 . 9厘米，最短的5 . 8

厘米，出土时混杂在骨叉中，包
裹于织物包内，放在铜容器上
面。考古报告认为，这些骨签或
是“一种食具”。但这种结论与
其牙签属性并不矛盾，牙签的
功能原本就与筷子一样，可以
用来戳取食物，用之取食时的
骨签就是一种食具，用之剔齿
则为牙签。

汉魏时用牙签剔牙已十分
普遍，东汉末名人曹操就喜欢
剔牙。据《陆士龙集·与兄平原
书》，西晋人陆士龙在邺城时，
曾看到曹操的生前遗物，除了
床、席、被子、帽子、扇子等用品
外，还有“牙齿纤（签）”，并将所
见写信告诉了哥哥陆机。后来
他还从“曹公器物”中，“取其剔
齿纤一个，今送以见兄”。

牙签除了“剔齿纤”外，还

有剔牙杖、挑牙、牙杖、柳杖、杨
枝、嚼杨枝等多种叫法，在这些
叫法中，魏晋以后出现的“嚼杨
枝”叫得最多，日本至今仍称牙
签为“小杨枝”。

嚼杨枝乃佛家叫法。东晋
法显的《法显传》有这样的说
法：“南门道东佛本在此嚼杨枝
已刺土中，即生长七尺，不增不
减。”剔过牙后，将杨枝做的牙
签插入土中，竟然能生长，显然
是佛门传奇。

古代牙签有骨制、木制、金
属等质地，但都不是一次性消
费品，似与筷、叉一样，可重复
使用，故古代牙签做得非常精
致。1979年，在江西境内发现的
三国东吴高荣墓中曾出土一只
精美的金牙签，还是两用的，另
一端是刷子。 据《北京晚报》

唐代“婚姻法”很先进

陈云：要做“铁纪委”

改革开放初期，在强调经济
搞活的同时，社会上曾经出现过

“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要
多栽花少栽刺”的观点。有人甚
至认为纪律检查工作会成为改
革的“顶门杠”，含沙射影地攻击
纪检部门的工作。

1982年9月，陈云在中央纪委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做纪律
检查工作的干部，必须有坚定的
党性，必须有一股正气；应当是
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
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
作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
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

“老好人”的人。
为了更好推动反腐败斗争

深入开展，陈云对领导下的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要在以毛
泽东提倡“不怕杀头，不怕坐牢，
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
离婚”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不
怕撕破脸皮”，并指出“怕字当
头、模棱两可、和稀泥、随风倒，
是做不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的”。陈云对党内出现的“老好
人”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提
出要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
就是非的精神。 据《天津日报》

《凤囚凰》女主原型
荒淫无度

在电视剧《凤囚凰》里，山
阴公主刘楚玉摇身一变，成了
江湖第一帮派天机楼的杀手朱
雀，联合刘彧一起推翻了亲弟
弟刘子业的江山。

但历史上的山阴公主，真
是如此吗？

山阴公主刘楚玉的弟弟刘
子业是南朝宋的皇帝，后宫佳
丽无数。山阴公主觉得自己和
弟弟都是一个爹生出来的，除
了性别不同以外，能有什么区
别？于是就跑去跟刘子业说，弟
弟，咱俩是同胞姐弟，你后宫有
这么多人，我却只有一个驸马，
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刘子业和这个姐姐的关系
很好，甚至不顾皇帝威严，常常
和山阴公主同坐一车，后世甚至
传闻两人既是姐弟，又是夫妻。

姐姐提了这样的需求，刘子
业马上就给了她三十个男宠，

“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这也
是“面首”这个词的由来。面，就
是长得好看；首，就是头发很漂
亮的意思，面首面首，合起来就
是指美男子，引申为男宠。

山阴公主尝到了被众多美
男子服侍的甜头以后，居然还
瞄上了自己姑丈，褚渊。

褚渊，字彦回，是当时有名
的美男子。山阴公主就动了与
他春风一度的心思。刘子业对
山阴公主言听计从，就下令让
褚渊去服侍山阴公主了。

要知道，褚渊的祖父和父
亲，都是刘宋的重臣；褚渊本人，
因出身高贵，博学知名，很早就
娶了宋文帝刘义隆的女儿南郡
献公主，山阴公主和刘子业的父
亲，是刘宋的孝武帝刘骏，而刘
骏则是宋文帝刘义隆第三个儿
子，按辈分来算，褚渊还是山阴
公主和刘子业的姑丈。

褚渊侍奉刘楚玉十日，但
刘楚玉用尽了各种手段，褚渊
都只是漠然地站在那里，根本
不为所动。她毕竟逼迫不成，心
里有气，忍不住讽刺褚渊说：

“看你长着一脸胡须，好像很阳
刚似的，谁知道做起事来，根本
不像个男人！”褚渊不卑不亢地
回答说：“我算不上聪明，但也
知道，这些违反情理的事是不
能做的”。最后，山阴公主没有
办法，只好放褚渊回去了。

据《北京青年报》

牙签三千年前就已使用

蒋介石向孙中山隐瞒密信铸大错
蒋介石是个很自负的人，

他在一生中很少检讨自己。但
有一次他却发自肺腑地向孙中
山作检讨，虽然蒋介石最终得
到了孙中山的谅解，但他始终
不能原谅自己，当年这事发生
后，孙中山也痛定思痛，发自肺
腑地当着蒋介石的面反省自
己，并与蒋约定：只此一次，下
不为例！

1918年5月，历时10个多月
的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虽已
开始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
貉，但由于手中没有一支完全听
命于自己的“革命军”，只得把统
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的希望寄
托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
身上。然而，当时陈炯明正暗中
和湖南水陆军总司令赵恒惕勾
结，拟暗中互相照应，一旦时机
成熟即公开结成“陈赵联盟”，软
禁或架空孙中山，实行“联省自
治”，称雄一方。

谁知，赵恒惕在1921年8月
间致陈炯明的一封密信被时任

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蒋介石
截获。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有超
人的洞察力，在晋见孙中山时竟
隐瞒了此事，故作先见之明地对
孙中山说，陈炯明大奸似忠，乃
心怀叵测之辈，应尽早设法削
弱、解除其兵权。蒋介石暗忖，他
的“远见卓识”肯定能得到孙中
山的赏识。

可他没想到，由于他隐瞒了
足以证明陈炯明可能异动的密
信，孙中山并没重视他的意见。
其时孙中山正坐镇桂林，准备入
湘北伐，他仍将留守广东大本营
的重任交给了陈炯明。陈炯明因
此而赢得了时机，顺利地于1922
年6月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致使
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
归于失败。

据上述史料来看，倘若当年
蒋介石能及时将截获的密信呈
送孙中山，孙中山在知己知彼的
情况下，必定会重新进行战略布
署，这样一来，陈炯明叛变事件
或许可以避免。 据《钟山风雨》

唐代婚姻制度的“先进”程
度开创了前人纪录之先，最重要
的是青年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和
自由结婚再婚，不再强制要“媒
妁之言，父母之命”。

《唐律·户婚》规定：已经成
年儿女在未获得双方父母答应，
就已经私自同居并且明确了婚
姻关系的，政府给以认同，不犯
法;只有未成年的孩子私自同居
而不征得监户人同意才算违法。

对于离婚，这部“婚姻法”也
有明确的规定，这包括协议离
婚，促裁离婚，强制离婚。

一、协议离婚就是指男女双
方相处不和谐，经心平气和商讨
后认为这段婚姻已经没有存续下
去的可能而自愿分手，即“和离”。

二、促裁离婚，指由男方提
出的强制离婚，即“出妻”。

三、强制离婚。男女双方只
要任何一方出现有“义绝”者，必
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男方对
女方家族、女方对男方家族的殴
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政府

审查判定，只要一方触犯了义绝
的，即强制离婚，并惩罚不肯离
婚的人。

根据史书的记录，唐代的皇
帝女儿中再婚的就有二十九人
之多，甚至有五个女儿是三嫁。
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
曾改嫁。

所谓“上行下效”上层风气
如此，下层也纷纷仿效。在民间，
普通的平民百姓中也出现了许
多已婚妇女与别的男人私奔、私
通的事例。

唐代婚姻制度规定，如果丈
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偷腥”，
妻子也可以在“不相禁忌”的情
况下，有权享有与丈夫一样的婚
外偷情的自由。唐人的笔记小说

《柳毅传书》，就是从当时社会男
女的自由再婚的例子再创作出
来的。 据《各界文史》

《唐律疏议》清刻本

王莽代汉建立新朝，一开始
并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史书记
载，当时“府库百官之富，百蛮宾
服，天下晏然”。但王莽为了证明
自己的合法性，“托古改制”，按
照儒家经书的内容改革各项制
度。特别是，他推行的币制改革，
搞乱了经济社会秩序。谁知又赶
上天灾不断，“枯旱、蝗虫相因”，
民不聊生，于是各地纷纷爆发起
义。南阳刘氏兄弟趁势而起，打
着恢复汉室的旗号，联合义军击
败了王莽的军队，并围困宛城，
拥立刘玄为皇帝。

王莽闻讯，派司空王邑、司
徒王寻为统帅，征调各地兵力40
余万，并且随军带上虎、豹、犀
牛、象等猛兽，向前线进发。途
中，又汇合严尤、陈茂的军队。因
此，王莽军队参加昆阳之战的，
事实上远不止40万人。

面对强大的王莽军队，汉军
方面一开始有点不知所措，甚至
有人想放弃昆阳，退回到各自的
根据地。此时，刘秀还只是一个
偏将，此前给人的印象也只是一
副懦弱书生的样子。但在这个关
键时刻，他直言“放弃昆阳，就可

能被各个击破；而集中力量抵
御，还有取胜的可能”。诸将还在
不断争议的时候，探马来报：王
莽大军快到城北了，而且军阵数
百里，不见其后。这下子，大家想
逃也逃不了了，只得请刘秀拿主
意。当时，昆阳城里仅有八九千
名将士。刘秀建议由统帅王凤、
王常率军防守昆阳，自己带13骑
突围去召集援军。

王莽军队将昆阳团团围住，
“列营百数”，并对昆阳发起了猛
烈攻击。

率领13骑突出重围的刘秀，
最终得以带着各路援军赶到昆

阳。此时的刘秀，勇敢地带步骑
千余人为前锋，主动前去攻击王
莽军队。王寻、王邑等人根本没
有将这群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
之众”放在眼里，只派了几千人
去迎战。不料，刘秀身先士卒，当
场斩杀数十人；诸将跟着进攻，
歼灭千余人。一下子，汉军士气
大振，诸将也壮了胆。于是，刘秀
乘胜组织了三千人的敢死队，向
王莽军队发起攻击。

昆阳城里的军队也顺势而
出、内外夹击。正巧雷鸣电闪、风
雨交加，“屋瓦皆飞，雨下如注”，
河水暴涨，“士卒赴水溺死者以
万数”，王莽的数十万大军顷刻
间土崩瓦解。汉军缴获的各种物
资堆积如山，搬了一个多月都没
有搬完，剩下的只能付之一炬。

昆阳之战后，各地豪杰纷纷
响应起义。三个多月后，汉军攻
进洛阳，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
朝灭亡。两年后，刘秀称帝。昆阳
之战中，刘秀率领汉军以少胜
多，一举击败了王莽的40万大
军。因此这场战役被认为是他的

“成名之战”。
据《解放日报》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成名之战”

汉光武帝刘秀

豆腐行业有个祖师爷，就是
汉代的淮南王刘安。

刘安发明豆腐，其实也是无
意的。公元前 164 年，刘安被封
为淮南王，刘安好道，为求长
生不老，他不惜重金招纳数千
方术之士，在今天的八公山上
谈仙论道，著书炼丹。他们用
山中的清泉水磨制豆汁，又用
豆汁培育丹苗，不料仙丹没有
炼成，倒是豆汁和石膏、盐起
了化学反应，形成鲜嫩绵滑的
东西，而这也正是豆腐的雏
形。有人大着胆子尝了一些，美
味可口。刘安与方士们又进一步
反复试验，终于使豆乳凝固到一
块，他们给这种东西取了个好听
的名字——— 菽乳，后来改称“豆
腐”。

元代吴瑞在《日本用草》一书
写道：“豆腐之法，始于汉淮王刘
安”，这个说法在李时珍的《本草
纲目》中也有记载。另外，现代出

土的汉墓遗址，墓中的画像石上
有生产豆腐的场面，证明了这个
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

豆腐红遍全国，走向世
界。说起这段历史，唐代大和
尚鉴真不得不提。天宝 12 年
(公元 754 年)，鉴真东渡日本，
把制作豆腐的方法带到那里。
到了宋代和明代，豆腐变得

“雅”起来，苏东坡任杭州知府
期间，亲自动手制作“东坡豆
腐”。陆游在自编《渭南文集》
中有豆腐菜的烹调。

旧时丧俗中，丧家准备的饭
菜以豆腐为主，因为白色是丧事
之主色，有些去帮忙的老乡，忌
说去丧家帮忙，就说是去吃豆腐
饭的。说到红白事，总有那种四
肢健全不干活而去蹭饭吃的，也
说他是吃豆腐的。这样流传下
来，“吃豆腐”又多了一层占便宜
的意思。
综合《国家人文历史》、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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