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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隐语，说白了就是行
话。从官场、科场，到市井各行，
乃至于江湖，都有流行于圈子内
的行话，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晓。

据说明朝末年，有一个地方
上的学台，在当时的正式官衔叫
做提学副使或提学御史，是专门
负责一省秀才的录取乃至考试
的官员。此人生性贪婪，一上任
就派人在外面招摇，声称要成为
秀才，必须付白银三百两，显然
就是公开叫卖科名。

当时有一个想买秀才的童
生，入场考试时就被安排坐在

“来字三号”，言外之意即“来三
百两白银”。考试结束后，童生急
忙如数付上银子，发榜时，得以
荣中秀才。从此以后，凡是考中

者，都用隐语称为“来三”；若是
不中，则称“不来三”。

还有北京板爷所说的“一
吨”、“一方”，其实属于数字隐
语，也是渊源有自。搜集各种史
料记载，这种数字隐语，至迟在
宋代就已初露端倪。

宋朝人以“千”为“撇”，以
“万”为“方”，不乏其例。到了元
末明初，这种采用数字隐语的方
法，仍然盛行于官场。如明初出
任苏州知府的张亨，就将得钱一
万，称为“一方”，而将得钱一千，
改称“一撇”。

至明朝正德年间，太监刘瑾
擅政，贿赂公行。凡是官员向刘
瑾行贿，说馈赠“一干”，即为“一
千”，说“一方”，即指“一万”。此

类以“万”为“方”的例子，从明代
颇为博学的大学者焦竑的口中，
同样可以得到部分的印证。

古代中国官场好比庙堂，庙
堂语言原本以雅致为主。不过，
当官场贪贿成风，且贪官又不愿
轻易让外人知晓自己的秽行时，
隐语随之在庙堂流行开来。这可
以视之为庙堂语言的江湖化。

明末崇祯年间，崇祯帝惩治
贪赃甚严，于是官场行贿就不得
不借助于隐语。如当时浙江仙居
县知县过周谋，与掌管官吏考核
选拔的吏部官员熊文举是同乡，
曾派两位精干的仆人入京，谋求
升迁。他在给熊文举的禀帖中有
下面一段话：“所送尊翁宅者，乃
王者兴必有名世之数也。”这显

然是隐语，意思是说我已将五百
两银子送到你父亲的宅中。这则
隐语的出典为《孟子》，书中有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不过
是将“五百”数字隐去而已。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清朝
末年的官场。如吴趼人所著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
一位官员为了求人办事，送上一
千两银子的票子，再附上一信，
信中云：“附呈千金，作为打点之
费。尊处再当措谢。今午到关奉
谒，乞少候。云泥两隐。”

上面所谓的“云泥两隐”，原
意是说两者的地位相差得很远。
此处以云指收信之人，泥指写信
人自己。两隐，指把收信人和写
信人的姓名都隐去不写出来。这
是因为信的内容有关碍，恐怕一
泄露出去，引起麻烦，所以就用
这隐名的方法。

据《北京日报》

“延安五老”是中共党史上
一个重要的人物群体概念，指的
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
章、徐特立五位年高德劭的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这个
概念是何时形成、由谁提出的，
各类文章莫衷一是。

1942 年 7 月，朱德曾写了一
首题为《游南泥湾》的诗，其中提
到“五老”。于是，许多报纸杂志、
网络文章在介绍“延安五老”时
表示，党内外借此诗作，将董必
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
特立尊为“延安五老”。该说法流
传甚广、影响甚大，是目前有关

“延安五老”概念形成过程的“主
流观点”之一。

目前关于“延安五老”概念
的形成，有两种“主流观点”，除
了“朱德诗作形成说”，便是“毛
泽东祝词形成说”。

1940 年 1 月，中共中央为吴
玉章在延安补办了六十寿辰庆
祝会，毛泽东亲临会场，并致祝
寿词，他说：“现在世界是变了，
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
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
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有研究
者据此认为，“五老”的称谓是毛
泽东提出的，并由此流传至今。

但据董必武回忆，苏区时期
已有“五老”的说法，远远早于
1940 年。毛泽东列举的五人虽与
“延安五老”相一致，但并未明确
提出“延安五老”一词，所以不能
作为“延安五老”已经形成的直
接证据。

“延安五老”的概念并不是
凭空产生的，它的前身应是苏区
时代的“五老”。董必武在回忆长
征前的情况时说：“在中央根据
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

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
我们为‘五老’。”这里指的是何
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
董必武——— 与“延安五老”相比，
差别在于有何叔衡而无吴玉章。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后，何叔衡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
争，后壮烈牺牲，其余“四老”则
跟随队伍到达陕北。

“五老”概念的产生与五位
老革命家的集体经历有关。大革
命失败后，1928 年，董必武、林伯
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等人
受党指派，赴苏联学习。在莫斯
科中山大学，他们因年龄较大、
经验丰富而被编在特别班学习。
革命老人的聚集也使特别班被
人戏称为“老人班”。长征途中，
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
立等人又一起被编在休养连中
行动。 据《百年潮》

故宫隆宗门的匾额上有个被
射出的箭镞，一直没被拔出来。

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
皇帝一行前往木兰围场行猎。此
时京城空虚，北京的天理教头目
林清看到了机会，带领天理教徒
对紫禁城进行攻击。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分支，白
莲教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组织。由
于教义通俗，很容易被群众接受，
元、明时期曾经多次组织起义，到
了清朝则有一部分教徒将“反清
复明”作为他们的毕生追求。

10 月 8 日，天理教徒集结了
200 余人正式发动了对紫禁城的
攻击。兵分两路，东路攻打东华
门，西路攻打西华门。在几名太
监的接应下西华门顺利被攻占，
当门外的清军气喘吁吁追过来
时，总管太监拦住他们，说内廷
里住的是皇后、嫔妃，除了皇帝、
皇子和太监能进，其余人踏进一
步就是死罪。然后号召大批太监
手持木棍前去捉贼。进攻东华门
的天理教徒军因为一些意外，在
关闭大门之前只冲进了5人，带
路的太监看到只进来这么几个
人，怕泄露身份，临阵倒戈喊来
其他太监将这五人乱棍打死。

而西华门冲进来的 60 多人
闷头闯进内务府一顿抢砸，等跑
到距离太和殿一墙之隔的隆宗

门时，大门已经关闭了。他们又
是砸又是骂就是打不开门。起义
军找来几根大木头想把大门撞
开，多次撞击大门纹丝未动，反
倒把起义军累得够呛。他们知道
隆宗门是进入内廷的关键，一旦
打开内廷就任其出入了，所以一
定要打开这道门。起义军见撞不
开门，于是决定翻墙入内开门。

在宫里的王公大臣也匆忙赶
来，其中智亲王（后来的道光皇
帝）和总管太监用鸟枪打死了爬
上墙的两名起义军。这时援军终
于赶到，起义军四散逃跑，最后在
皇宫中躲藏了两天一夜才全部被
消灭。而隆宗门上的箭镞就是那
个时候留下的，嘉庆皇帝要求不
要拔，留在那里示警。就这样，匾
额和门柱上的两个箭镞一直保留
了 200 多年。 据《文史天地》

古代文字中的“吃”，并没
有“进食”的意思，而是指人说
话结巴即口吃。汉高祖刘邦手
下有个著名的大臣叫周昌，《汉
书》本传中有“昌为人吃”的记
载，即指周昌是个结巴，绝非周
昌被人吃掉的意思。

古代讲到吃东西，常用的
是“食”字，如：食菽、食肉、食菜
等，但又有“食酒、食水”等词，
可见还包括“饮”的含义。稍后，
分得细一些，则以“噉、啗、啖、
哺”表示吃，用“啜、呷、吮”表示
饮。《后汉书》载：“南方有噉人
国”，那倒真是吃人的，而且“首
生子，辄杀而噉之”，父母吃掉
自己的头生儿子，实在太残忍
了，不过可能是无稽的传说。

有趣的是，古今用字已有
变化，所表达的意思有些却一
脉相通。《隋书》上提到有人讽
刺被封为宰相的高颎、杨素“唯
堪啖饭”，意即“只会吃干饭”。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至今仍然沿
用吗？《史记·魏世家》又有一句

“欲啜汁者众”，说的是有人想

分得一点小小的富贵，直译现
代语即“想捞点儿油水喝的人
多着哩”。此说至今在某些场合
也常有人用。

啮和吮，现在分别表示吃喝
的一种动作，古代也有用作吃或
喝解的，如《九思》有“吮玉液兮
止渴，啮芝华兮疗肌”之句。还有
嚼和呷，古人也用来表吃喝，如
苏东坡家中有一年大麦丰收，即
煮麦饭为餐，他的女儿们因此把
吃饭称为“嚼虱子”。

“嚼”字还有个古今相通的
词儿。今人称说废话为“嚼蛆”，
古人也有此说，元人《西厢记》
里有“怕不口里嚼蛆”之句，远
溯至《魏书》，有句云：“卿何处
放蛆来”，“放蛆”仍是胡说八道
的意思，与“嚼蛆”义同。至于近
古时习用的“喫”字，现在已是

“吃”的异体字。此字东汉许慎
所著《说文解字》里未收，可见
是东汉以后才出现的新字，到
唐代，诗文中才常见，如杜甫
诗：“梅熟许同朱老喫，松高拟
对阮生论。” 据《光明日报》

隐语掩饰的官场贪腐

隆宗门匾额上留有一箭镞
秦岭下的关中是财神的故

乡。西周姜子牙在秦岭最高海拔
的太白山拔仙台封了一大堆神，
其中就有财神，而且五路总财神
就是终南山下周至的赵公明，他
也被称为中路财神。赵公明率领
手下四位财神：“招宝天尊”萧升
为东路财神；“纳珍天尊”曹宝为
西路财神；“招财使者”陈九公为
南路财神；“利市仙官”姚少司为
北路财神，以专司迎祥纳福、商
贾买卖而声名远播。

据乾隆十四年编修的《周
至县志》记载：“财神赵公明，赵
大村人，村中有赵公明庙。”唐
时成书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记载：“赵公明得道于终南山，
被尊为道家大神，属威猛将
吏 … … 被授于 正 一 玄 坛元
帅……驱雷役电于宇宙，呼风
唤雨于乾坤”。

周至的财神庙有两座。一
是赵大村的赵公明主庙，被称
为祖庙。二是楼观台田峪河东
岸，修建不几年的一座规模空
前，占地约 800 亩的西安周至
赵公明财神文化景区，因其大

被称为财神大庙。
说到陕西出的财神，终南

山下还出了个活财神刘海，也
称刘海蟾。刘海诞生于陕西户
县曲抱村，曲抱村玉蟾台有唐
朝所建刘海庙，道教大重阳万
寿宫 内 有 刘 海 蟾诗古 碑 一
通———《十方重阳万寿宫记》。
据载，刘海的真身为一位高道，
被创派于终南山下户县重阳宫
的道教全真道尊奉为全真道北
五祖之一。

陕西有大年初二迎财神、
敬财神的风俗。凤翔木版年画

《恭喜发财》画面上，天空云雾
中有招财童子、利市仙官，地面
上有驮着金银的两匹马，还写
着一行字：“马驮千倍利，尽进
四方财。”财神文化应当起于民
间。陕西省艺术馆藏的清代皮
影《进宝童子》一对，是财神身
边侍者，还有《财神垛子》，底下
四蝙蝠，中间财神上边一蝙蝠
和一吊金钱，寓意福在眼前、五
福临门。足可见财神崇拜在陕
西民间的盛行。

据《各界导报》

现在的清明节
其实是三个节日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中
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大约始
于周代，距今已经有 2000 多年
的历史。

清明最早只是一种节气
的名称，由节气变成纪念祖先
的节日据记载与寒食节有关。

寒食节是中国古代较早
的节日，传说是在春秋时期为
纪念晋国的忠义之臣介子推
而设立的。但是，从实际历史
来看，禁火、冷食实际主要反
映了中国改火习俗的遗迹。

寒食节期间的习俗，主要
有禁火、冷食和后来成为清明
节主要内容的祭扫坟墓。中国
人对祭祀祖先十分重视。到了
秦汉时代，祭扫坟墓的风气更
盛。到唐代，不论士人还是平
民，都将寒食节扫墓视为返本
追宗的仪式，由于清明距寒食
节很近，人们还常将扫墓延至
清明。

诗人们的作品，也往往与
寒食、清明并提，如白居易：

“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
谁家哭。”韦应物：“清明寒食
好，春园百卉开。”

宋元时期，清明节逐渐取
代寒食节的地位。这不仅表现
在扫墓祭祖等仪式多在清明
举行，就连寒食节原有的风俗
活动如冷食、蹴鞠、荡秋千等，
也都被清明节收纳了。

清明节还吸收了另外一
个节日——— 上巳节的内容。上
巳节古时在三月初三举行，主
要 风 俗 是 踏 青 、祓 禊（ f ú
xì）（临河洗浴，以祈福消
灾），反映了人们经过一个沉
闷的冬天后急需精神调整的
心理需要。

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在
清明扫墓的同时，也伴之以踏
青游乐的活动。在哀悼祖先之
馀，顺道骋足于青青原野，也
算节哀自动转换心情的一种
调剂方式吧。因此，清明节也
被人们称为踏青节。

融合了两个古老节日精
华的清明节，终于在宋元时期
形成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
将寒食风俗与上巳节等活动
相融合的传统节日。

据《文史博览》

陕西是财神赵公明的故乡

“吃”在古代并不是指吃饭

“延安五老”称谓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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