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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到了明清时期，民间出
现了许多制、放风筝的能手。曹
雪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红
楼梦》里，有不少章节写到风筝。
在第七十回里，有一大段文字描
写了宝玉、黛玉及一班丫鬟在大
观园内放风筝的生动情景。在第
二十二回里，曹雪芹又通过探春
这个人物制了一条风筝谜：“阶
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
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
怨别离。”

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三年
腊月廿十四，曹雪芹在北京宣武
门里的冰湖上，曾兴致勃勃地为
朋辈表演放风鸢，他那“心手相
应，变化万千，风筝听命乎百仞

之上，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的
放飞技术，使在场的观赏者乍惊
乍喜，赞叹不已。曹雪芹还能扎
糊风筝。他的朋友敦敏在《瓶湖
懋斋记盛》中说：“芹圃所扎风
鸢，罗列一室，四隅皆满，致无隙
地，五光十色，蔚为大观。”

曹雪芹在一篇文章里曾记
述了这样一件趣事：一年年关，
有个叫于景廉的朋友来访，说他
家中儿女已经断炊三天，啼饥号
寒。曹雪芹听闻之后，对友人的
处境十分同情，可自己经济也
很困难，无力接济。但听说某邸
公子喜好风筝，曹雪芹就连夜
动手赶制了五架“扎燕”风筝，
连同身上所有的零碎银子，一
并交给了友人。除夕那天，老友

牵着驮满鸡鸭鲜蔬的毛驴冒雪
来到曹家，一进门便兴奋地对
曹雪芹说：“不想三五风筝，竟
获重酬，特地来和你共享，完全
可以过个肥年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还
“旁搜远绍，以集前人之成”，写
成了一部阐述风筝的著作《南鹞
北鸢考工志》。此书详尽地记载
了几十种风筝的扎、糊、绘、放的
技艺，每种风筝均绘有彩图，并
配有两首歌诀，一首讲扎法，一
首讲画法，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
部有关风筝的专著。

因此，在《红楼梦》里，凡写
到放风筝的情节和场面，曹雪芹
总是信手拈来、写得活灵活现。

据《扬子晚报》

古今中外，男婚女嫁都算是
人生大事。在中国传统的礼法观
念中，婚姻被视为“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
记正义》卷六一）。既然是礼法
的要求，官方对于婚姻年龄的
规定必然会细化且以成文法规
的形式公布出来。《周礼·地官·
媒氏》中提倡“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

从汉朝开始，官方规定了对
于“剩女”的惩罚措施：“女子年
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汉书·惠帝纪》)即按照正常人
五倍的算缗额度来征收对大龄
未婚或失婚女性的经济惩罚。很
明显，这是汉初鉴于人口稀少、
鼓励人口生育的状况而制定的

对策。
在唐代第一条关于法定婚

龄的规定出现在唐太宗时期，规
定结婚年龄为男二十岁，女十五
岁以上。《通典》记载，贞观元年

（ 627）二月诏：“其庶人男女无室
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
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
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
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
申以婚媾，令其好合。”（《通典·
嘉礼》“男女婚嫁年几议”条）这
不仅告诉我们唐朝人结婚的年
龄条件，还强调了作为州县的地
方官，有促进并提高当地结婚率
的硬性要求。

与汉代针对“剩女”的经济
惩罚措施类似，唐代对于尚处于

生育年龄的丧偶男子、寡居妇女
提出了鼓励再婚的号召。当然，
这不仅仅是政府的口号，也是对
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唐太宗朝
就有《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
其中记载：“刺史县令以下官人，
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
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
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
殿失。”如果地方官做到了劝导
有方，当地单身男女实现了“婚
姻及时”，再根据户口增加的多
寡作为地方官劳考进叙的依据。
为了增加人口、鼓励人口再婚
育，唐太宗将婚嫁情况作为考核
官员升迁降黜的标准，这种调节
政策与汉初如出一辙。

据《中国史研究》

关羽喜欢读《春秋》这件
事，《三国志·关羽传》里没提。
但裴松之的注释里，已经引用

《江表传》说：“羽好《左氏传》，
讽诵略皆上口。”《江表传》是西
晋的作品，写成的年代，比《三
国志》也晚不了多少，这条史料
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
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
史书，关羽喜欢读它，可能是把
它当作兵书来读。因为在整个
东汉，《左传》非常流行，而且有
个重要的爱读《左传》的群体，
就是武将。

《左传》这部书，是特别善
于描写战争的，甚至有一个影
响不小的说法，《左传》的作者，
并不是左丘明，其实是一代名
将吴起。

所以，武将们是把《左传》
当兵书读的，或者至少是把《左
传》当作连接武人和文学之士
的一座桥梁。比如关羽之外还

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杀死关
羽的吕蒙：孙权劝吕蒙读书，还
为吕蒙开个简化版的书单：宜
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
语》。才成就了“士别三日，即更
刮目相待”的吕蒙。

《三国志》裴注里还提到，
曹魏的大将李典，年轻时不喜
欢处理军务，但身份又决定了
他不能远离战争，那怎么办？就
找老师学习《左传》。再如后来
灭蜀的钟会，他家教好，人又聪
明，12 岁就读《左传》了。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灭吴
的统帅杜预，从他爷爷辈开始
就喜欢研读《左传》，他本人号
称是有“左传癖”，所著的《春秋
左传经传集解》，更是今天研读

《左传》最基本的资料。
如此看来，关羽爱读《左氏

传》虽然是事实，在当时武将中
也是流行的。因为他后世影响
大，所以只有他读什么书被大
家记住了。据《国家人文历史》

关于“抟土造人”的历史记
载。东汉应劭在他的《风俗通义》
中说道：在天地开辟之初，还没
有人类，女娲就用黄土来捏成人
型，造出人类。后来工作太繁忙，
来不及造出更多人，就用绳子蘸
在泥中甩出去，那些泥点就成为
更多人。用手来仔细捏的，就成
为富贵人；绳子甩出去的泥点，
就成为贫穷人。

“抟土造人”之说影射出华
夏先民的发源地。在这里，神话
传说首先透露出了“抟土造人”
的地域特征。从这个“黄土”特征
分析，我们不难想象，那应该就
是黄土高原及其延伸的黄河上
中游地区，包括了陕、晋、豫交界
地带。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正是

新石器时代初期古人类生息繁
衍的聚居地之一，也是后来中华
民族形成的根据地。1956 年首
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村发现
8000 年前古人类遗址。出土有房
址、石器、陶器、灰坑、墓葬等。此
后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一系列

“仰韶前期文化”。
“抟土造人”之说又反映了

先民对于“人丁兴旺”的企盼。
古人类由天然山洞移居平原
地区生活，客观环境恶劣，产
业分工和发展需要大量人力
资源，这使追求人丁兴旺成为
共识。求人心切之情更使先民
幻想出氏族首领抟土以造人
的神话传说。

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公众号

二战中，窃听敌方通讯成为
战场制胜的关键要素之一。1942
年，29 名印第安纳瓦霍族人被
征召入伍，成为美军第一支少数
民族情报部队。美军将他们训练
成了专门的译电员，被称为“风
语者”。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创
造出一种日军无法破解的密码。

而在抗战时期的 1938 年，
滇军也任命过白族士兵担任电
话员，有效地防止了日军窃听。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滇
军60军将士在昆明巫家坝隆重
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开赴抗日前
线，其中有不少白族的热血青
年。1938 年台儿庄大捷后的 4
月中下旬，日军调集 30 余万精
锐军队，欲歼灭第五战区的中国
军队主力。60军三个师先后到达
苏北。军长卢汉在运河南岸的黄
家楼设立了军部，军部通往各
师、旅、团指挥所的电话线也架
了起来。

日军发现了 60 军铺设的电

话线，派特工窃听 60 军的军事
电话，给 60 军造成了一定损失。
此事被发现后，有人建议：电话
兵如果由白族士兵担任，用他们
的“家乡话”通讯，可防止日军窃
听。卢汉听后立即下令把通讯连
的电话员全部换成白族士兵担
任，派往各指挥部，用其本民族
语言进行联络。

对于不懂的人来说，白族语
言就是一套“密码”，要想破解就
得先学会这种语言。日军于是找
来语言专家、密码专家和汉奸来
帮助分析破译，但不仅这些专家
一头雾水，连汉奸也弄不懂这是
什么语言。日军情报人员在白族
语言面前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成了“聋子”。

这样，60 军不仅稳住了阵
脚，还对日军层层防御，多次打
退敌人的进攻，并在掩护第五战
区主力部队突出日军重围、安全
撤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据《人民政协报》

鼓励百姓再婚曾是古代官员政绩“女娲造人”传说的背后

曹雪芹是个风筝高手

关羽为什么偏偏爱读《春秋》抗战中的白族“风语者”

自助餐
是维京海盗发明的

一般认为，自助餐是北欧维
京海盗发明的一种进餐方式。维
京人的老家是北欧的挪威、瑞典
和丹麦。他们从公元 8 世纪到 11
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
岛屿，其足迹遍及从欧洲大陆至
北极的广阔疆域。他们会以龙船

（因在这种小船的船头和船尾雕
上龙头而得称号）横渡海洋，突
然做出攻击然后洗劫。到了后
来，他们甚至占领并定居在欧洲
的一些重要地区。据说，维京海
盗们一旦劫掠得手便会大摆宴
席庆祝胜利。海盗们性格粗野、
放荡不羁，以至于用餐时讨厌那
些用餐礼节和规矩，干脆把美
食、饮料放到餐台，海盗们按需
自取，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畅
饮豪吃。至今，世界各地仍有许
多自助餐厅以“海盗”命名，原因
就在于此。

海盗们这种特殊的就餐形
式，起初被人们视为不文明的现
象，但久而久之，人们觉得这种
方式也有许多好处：对顾客而
言，用餐时不受任何约束，随心
所欲，想吃什么菜就取什么菜，
想吃多少就取多少；对酒店经营
者来说，由于省去了顾客的桌前
服务，自然就省去了许多人力，
可减少服务生的使用，降低了人
力成本。 据《文史天地》

“金秋”并非
“金色的秋天”

清人魏源《华山诗》云：“金
秋严肃气，凛然不可容”，其中的

“金秋”，是常见的一个词语。很
多人认为“金秋”即指“金色的秋
天”。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古人把世间万物看成是由
金、木、水、火、土构成，“金秋”之
中的“金”，其本意就是我国古代

“五行”（木火金水土）中的“金”。
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阴阳二气
加上木火金水土这五种物质便
是构成大千世界万物的元素。古
代阴阳家们还用“五行”来解释
一年四季的变化，即木火金水分
别主管四季中的一季，以及四方
中的一方：木主管东方和春季，
火主管南方与夏季，金主管西方
与秋季，水主管北方与冬季。土
则主管中央，并扶助木、火、金、
水。由此观之，“金”即指秋季，

“金秋”就是秋天的意思，而“金
风”自然就是指秋风了。

据《科教新报》

武松景阳岗一顿饭得多少钱？

首先武松吃了多少呢？吃了
四斤牛肉，外加十八碗酒，十八

碗酒算十五斤吧，大宋时期喝的
应该是黄酒，现在古越龙山一般
黄酒十块钱一斤，十五斤是150
块，牛肉大概五十一斤，四斤是
二百块，一共是350块钱。

在古代，一两银子购买力可
能有现在一两千。宋代银子少，
自然价值高。350块钱在当时大
概是半两银子。

宋代虽然吃牛肉犯法，但是
法律管控没有那么严。禁杀耕牛
的法令经常出现，正好说明不好
管控屡禁不绝。而且水浒中能吃
牛肉的多数是荒村野店，大城市
的大饭店一般不卖。比如宋江和
李逵、戴宗初次见面在江边的酒
楼，人家就明说，只有羊肉！

据两江小总督头条号

《大清律例》制定始于顺
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
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乾隆皇
帝即位时，重修《大清律例》，
形成清朝的基本法典。

香港被清政府划入了英
国的殖民地后，查理·义律1841
年登陆香港岛后宣布华人仍
依当地习惯治理，香港法律仍
按照《大清律例》执行。所以即
使在清朝覆灭后70年，《大清律
例》在香港华人社会当中依然
通行。因此，某些上了年纪的
香港人有几个合法的妻子

（妾），是很正常的。
直到1 9 7 2年颁布《婚姻

法》，才结束了香港男性借《大
清律例》为自己纳妾及休妻的
闹剧。到这个时候，《大清律
例》才真正完全被废止。香港
将《大清律例》转写成了现代
法律，但其法律中还有《大清
律例》的精神体现。

据《老年生活报》

戏戏曲曲《《武武松松打打虎虎》》

《大清律例》在香港
一直用到1972年

《《大大清清律律例例》》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