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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里
的“三春”就是春天。 在古代，人们一
般把农历正月称为孟春，把二月称为仲
春，把三月称为季春，这就是合称的

“三春”。
汉班固 《终南山赋》：“三春之季，

孟夏之初，天气肃清，周览八隅。”唐李
白《别毡帐火炉》诗：“离恨属三春，佳
期在十月。”元宋方壶 《斗鹌鹑·踏青》
套曲：“娇滴滴三春佳景，翠巍巍一带青
山。”刘大白 《春尽了》 诗：“算三春尽
了，总应该留得春痕多少。”这里的“三
春”都是指春天，并不是春天的第三个
月或者三年。

“悦怪若九春，馨折似秋霜”，阮籍
诗歌中的这个“九春”也是春天，古代
把春季三个月的 90 天，按 10 天划为一
春，这样整个春天就是“九春”了。南
朝·梁元帝 《金楼子·志怪篇》：“其花似
杏，而绿蘂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
发，如鸾凤翼。”明·唐寅 《金粉福地
赋》：“瑶池疏润，演丽於九春；析木分
辉，流光于千里。”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
章”，李白这句诗里的“阳春”依然是春
天。《管子·地数》：“君伐菹薪，煮泲水
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
于时。”唐酒肆布衣《醉吟》：“阳春时节
天气和，万物芳盛人如何。”清孔尚任

《桃花扇·媚座》：“朝罢袖香微，换了轻
裘朱履；阳春十月，梅花早破红蕊。”徐
迟 《我们工地的农场》：“秋天的阳光，
胜似阳春。”不仅这些诗文中的“阳春”
是春天，连如今的广东省阳江市所辖的
县级市阳春市，也是取“漠水之阳，四
季如春”之意。

春天阳光明媚，“青阳”也成了春
天的雅称。陈子昂 《感遇》 诗“白日每
不归，青阳时暮矣”中的“青阳”正是
此意。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江苏省江
阴市青阳镇和宿迁市泗洪县青阳镇、山
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青阳镇以及福建省晋
江市青阳街道的“青阳”，均有春天之
意。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
乡”，这里的“青春”不是少年、青年人
的年龄，它是指春天草木茂盛呈青葱
色，也是春天的代称了。《楚辞·大招》：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王逸注：“青，
东方春位，其色青也。”明刘基 《风入
松》 词：“但道青春未谢，不知芳径苔
深。”还有李大钊 《时》“一生最好是少
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中的“青春”，都
是春天的意思。

其他还有天端、艳阳、芳春、阳
节、昭节、淑节、韵节以及苍灵等，都
是春天的雅称。它们不但丰富了春天的
内涵，也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的宝库，是
后人不可多得的一笔文化财富。

精微细致成就技艺

作为一项家庭副业，蚕桑丝织曾在传统的农
民家庭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清嘉庆

《嘉兴府志》 记载：“比户以养蚕为急务……蚕或
不登，举家聚哭，盖全家恃养蚕为耕耘之资，蚕
荒则田芜，揭债鬻子，惨不免矣。”当时蚕桑之于
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蚕乡，历来又有

“田蚕”一说，“田”就是大田水稻种植，“蚕”指
的是在家饲蚕，两者相提并论，同为家庭的经济
支柱。因此，蚕农们对蚕极为重视，人们历来就
把蚕称为“宝宝”；家中负责饲蚕的女子，不论婚
否，都叫做“蚕娘”；养蚕也叫“看蚕”，意为细
心呵护，犹如哺育婴儿一般。

饲蚕是一项极其细致、繁重的工作。蚕的一
生经历了卵、虫、蛹、蛾4个发育阶段。在大约28
天的时间里，它们不断吃桑叶，不断长大，三次
休眠，三眠三起，直到通体雪白晶莹，吐丝结
茧，这期间尤其需要细心看护。待从蚕簇上摘下
蚕茧后，又需要及时烘干、选茧，或出售、或自
家缫丝制绵，片刻也不得耽误。

正是在这样的生产实践中，蚕农世代相传，
终于形成了一整套极其精致的蚕桑丝织生产技艺
和知识，贯穿于蚕桑生产的各个环节。具体内容
涵盖了桑树栽培与采摘技艺、传统的制蚕种和催
青技艺、收蚕蚁和小蚕、大蚕的饲养技艺、上簇

和采蚕茧的技艺、防治各种蚕病虫害的传统知
识、蚕具制作技艺、蚕桑生产副产品利用的传统
知识、土法烘茧技艺、缫土丝手工技艺、剥丝绵
手工技艺等。明代学者朱国祯在其 《涌幢小品》
中探讨了湖州辑里养蚕丝织生产工艺后感叹道：

“能节其寒暖，时其饥饱，调其气息。常使先不逾
时，后不失期，而举得其宜……时谓得养蚕术
焉。”

融入蚕乡民众的精神生活

蚕桑丝织不仅仅表现在传统手工技艺与知识
范畴，它还渗透到了蚕乡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涉
及到他们的信仰、节日庆典、婚丧礼仪、民间文
学以及各种民族民间艺术的范畴。

蚕乡的人们长期以来信仰蚕神，以为冥冥之
中总有一位神灵主宰着蚕桑生产。蚕神不止一
个，比如嫘祖西陵氏，马头娘、蚕姑、蚕花五
圣、蚕丛青衣氏等，都被人们信仰过，而他们也
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蚕花菩萨”。旧时，这一
带有许多蚕神庙，蚕农家中也大多供奉蚕神。一
年之中，有许多次对蚕神的祭祀，十分有趣的
是，这些祭祀的名称中大都离不开“蚕花”二
字。蚕花，是当地蚕农自己制作的一种纸花或者
绢花，人们常常把它当做蚕神的象征物，并用它
来命名相关民俗活动。比如蚕事开始，蚕农祈求
蚕神保佑的仪式叫作“请蚕花”，仪式中有“接蚕
花”，象征蚕事兴旺，蚕神诞辰要过“蚕花生
日”，蚕事完毕则将新茧、新丝呈献于神灵前，称
为“谢蚕花”。

到了清明节，这里的许多地方都要举行以祭
祀蚕神为中心的庙会，俗称“轧蚕花”。这种民俗
活动一直沿袭至今，尤以浙江桐乡一带的含山轧
蚕花规模最大。“轧”在吴方言中是“挤”的意
思。民间传说，蚕花娘娘在清明节化作村姑，踏
遍含山，在这座山上留下蚕花喜气。谁能脚踏含
山地，谁就能把蚕花喜气带回家，保佑蚕桑生产
丰收。为此，每年清明节，远近蚕农，特别是蚕
娘们都要争相上含山，到蚕神殿烧香礼拜，到处
走一走，轧轧闹猛。

围绕着蚕桑丝织生产与信仰习俗衍生开来的
民族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构成了一个
丰硕的艺术宝库。其中有“蚕花戏”，就是蚕农为
祈求蚕桑丰收而专门邀请戏班来演的戏。还有一
种民间歌舞“扫蚕花地”，则与早期巫师为巫室祛
祟的仪式行为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在蚕乡的庙会
上又有“踏白船”和“高杆船”。前者是一种摇快

船的竞技习俗，后者则是在船头一根高高的竹竿
上表演一系列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十分惊险。甚
至在当地春节舞龙习俗中也能够时时看到蚕桑丝
织习俗的渗透。许多地方舞罢龙灯，人们纷纷从
龙灯上扯下一些鳞片或小饰品带回家，放在蚕室
以保佑蚕事，称为“扯蚕花”。而将蚕簇当作草龙
舞动，祭祀焚化以为祀雨的习俗，也由来已久。

蚕乡的婚丧礼仪中也渗透进了蚕桑丝织的文
化元素。结婚仪式上要送蚕花、点蚕花、讨蚕花
蜡烛、撒蚕花铜钿、经蚕肚肠、送桑树陪嫁；丧
葬仪式上又有扯蚕花挨子、盘蚕花等，人过世
了，手里要握一颗茧子，脸上要盖几重丝绵。

除此之外，蚕乡还流传着有关蚕桑丝织的神
话、传说、故事以及相关的歌谣、谚语、谜语，
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这些原本分属不同文化范
畴的传统文化样式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蚕桑丝织的
烙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蚕桑丝织物质生
产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对这一带人们的精神生活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当地独特的生活样
式。

将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结合起来

蚕桑丝织生产技艺产生于传统农耕经济社
会，历来依靠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着。进入现代
社会，它的生存环境已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受
到了现代生活文化的冲击。

所幸的是，有关蚕桑丝织的保护已经引起了
各地相关文化部门、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重
视，并提上了议事日程。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也正
在成为各方工作的共识。2009 年浙江余杭区政府
整合当地蚕桑生产民俗要素，以塘北村为中心建
立浙江省第一个蚕桑生产文化生态保护区。如
今，中国丝绸博物馆业已建立了“中国蚕桑丝织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对各种蚕桑、丝织、印
染、刺绣等民间手工艺进行普查，并采取实地生
产性保护与博物馆展示性保护相结合的方式。“中
国近现代蚕桑不可移动纺织文化遗产调研”与

“口述丝绸历史”两个项目也在逐步推进中。一个
关于中国蚕桑丝织的立体性保护模式正在形成。
与此同时，相关文化旅游空间的深度打造，蚕桑
丝织产业的升级也在各地开展。

当下，将遗产保护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相结
合正在成为保护者们积极探索的新方式。对于民
众来说，围绕蚕桑丝织生产在不同生活领域代代
相传的习俗惯制，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关
于自身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表意性象征，
也是一种对社会生活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
量。从这个角度出发，遗产的保护正是为了满足
当前民众最广泛的文化需求，它所体现的也是民
众最普遍的价值认同。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是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字之一，在书面语和口语
中，几乎不可须臾离也。

在自称代词中，“我”较之“吾”“余”
“予”等字出现为早，但这并非“我”最初的
造字本义，而是引申义了。至于它的本义到
底是什么，自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 以后的
1000余年里，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关于“我”，《说文解字》释为：“施身自
谓也。或说：我，顷顿也……一曰古文杀
字。”由于没有见过甲骨文，许慎对“我”字

的解释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既认为“施
身自谓”，即当事人对自己的称谓；又认为是
倾侧之意；还认为是古文“杀”字。这种含
混不清的训释让后世学者备感困惑，几乎成
了千古难解之谜。故清人王筠在 《说文句
读》中说：“我字凡三说。施身自谓也，经典
皆用此义，而左右戈者，不能得此义；我顷
又一义，亦与戈无干；一曰古杀字，则有戈
义，然非声非义，终不可说。故三义并列，
不能别白而定一尊。”

20世纪初，随着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

出土，这一谜题方逐渐解开。人们才知道，
长期相沿习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其本义
原是古代一种颇具杀伤力的兵器，实在让人
不寒而栗！

真是匪夷所思，“我”字怎么会与兵器发
生联系？

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我”字右边是个
“戈”。汉字中，凡从“戈”之字，多含有杀
戮、武力或兵器之义，如“伐”“战”“戕”

“戮”“戡”“戢”、“戬”“截”“戟”“戚 （古
代斧类兵器） ”“戣 （kuí，古代戟类兵
器） ”等。对此，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根据
甲骨文字形，最早指出“我”疑像兵器之形。

“我”的甲骨文很像一种在戈上装有三根
利齿的武器，利齿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
右。虽然文字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
篆、隶书、楷书的漫长历程，但我们仍可以
在其甲骨文字形中大致辨认出“我”相对应
的笔画。郭沫若认为甲骨文“我”就是 《诗

经·豳风·破斧》 中“既破我斧，又缺我锜
（qí） ”的“锜”，是一种锯形兵器。朱芳圃
《殷周文字释丛》 亦持此说：“‘我’像长柄
而有三齿之器，即‘锜’之初文。” 那么，
这种兵器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期待着考古
工作的新发现。

终于，“我”露出了真容。1975 年陕西
扶风县出土了一种西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为
三个相连的三角刺，一侧可装长柄，用于战
场砍杀。甲骨文“我”，正是这种青铜兵器装

柄后的形象。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还
出土了一种三戈戟，学界认为也是“我”。因
此，“我”是一个切分不开的独体象形字。但
也有学者指出“我”并非象形字，而是从
手、从戈的会意字，本义为“手持战戈之
人”，表示一个手持锋利剑戈、久经沙场的老
战士。

“我”这种长柄武器盛行于商朝至战国时
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我”的形状有些像

《西游记》中猪八戒所使用的九齿钉耙，只不
过“我”是三根齿，为侧式；而钉耙是九根
齿，为横式。

那么，“我”怎样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
呢？专家认为，由于“我”是古代的戈类兵
器，很容易激发军队的斗志，凡持“我”
者，皆属我方，这样“我”便逐渐引申出

“我方”和第一人称代词“自己”的意思，并
一直沿用至今。

“我”也是 《说文解字》 540 部首之一，
从“我”之字如“義 （义） ”，许慎解释为：

“己之威儀也。从我，从羊。”已与“我”的
本义没有任何关系。在《尚书》《诗经》等先
秦文献中，“我”均为第一人称代词， 统统
不见“我”为兵器之义的用例，其本义早已
久假不归，泯灭不传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用
规范汉字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阶段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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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制造

丝绸的国家。2009年9月，“中国蚕桑

丝织技艺”正式进入联合国科教文组

织公布第四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遗产的

内容包括种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

织等一系列环节的生产工艺，包括绫

绢、缂丝、纱罗和织锦在内的丝绸产

品，还有由此衍生的各类相关民俗

活动。蚕桑丝织技艺与民俗活动至

今依旧保存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

的太湖流域与四川成都等地，并成

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