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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书——
“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

以书会友，访书即是访友。文人为访求好书
而自甘清苦，纵使散尽千金，却怡然自乐，其趣
味高雅。

聚书缘自爱书。爱书是文人与生俱来的基
因，这种基因根植于对知识的顶礼膜拜。“读未曾
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
一段奇快，难以语人”（谢肇淛 《五杂俎》）。也
有 异 于 常 人 的 “ 食 色 ， 性 也 ”（《孟 子·告 子
上》），晚唐皮日休诗云：“惟书有色，艳于西
子；惟文有华，秀于百卉。”（《六箴·目箴》） 更
重要的是，书还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所，是思想的
源头活水。宋代朱熹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
光月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观书有感》） 生活中只要有了书，哪怕

“木落水尽千崖枯”，也能“迥然吾亦见真吾”（翁
森《四时读书乐》）。

因爱书而访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董

其昌 《画禅室随笔》） 是文人的治学箴言，一则
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的古训，须“行万里路”来验证“读万卷书”的
真理性。二则不行万里路，读不到万卷书。访书
不易，甚至不亚于取经。其实，唐僧取经也是一
种访书。明代胡应麟爱书访书，遍游吴齐鲁赵卫
各地，“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
域，中间解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腹筋骨靡不所
惫”（《经籍会通》），访书之艰辛自不待言，文
人乐此不疲。他们流连“槐市”，或与书友雍容揖
让，侃侃訚訚，或侧身书铺，不问寒暑，沉迷其中。
宋代郑樵访书 10年，“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
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夹漈遗稿》）。清代袁
枚亦爱书如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
买书钱，梦中犹买归”（《对叹书》）。

访可爱者聚之。纵使访书过程艰辛，但文人
并不贸然行事，总要依照自己的眼光与喜好来取
舍一番，甚为挑剔。“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
瘦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
纯，为可爱者。”（张应文 《清閟藏》） 越是“可
爱者”，聚书的代价越是不菲，遇希贵者甚至得割
爱让出田庄美妾。据王世贞记载，“元瑞以嗜书
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
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二酉山房
记》）。据吴翌凤记载，“嘉靖中，华亭朱吉士大
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访得吴门故家有宋
椠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
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盖
非此不能得也”（《逊志堂杂抄》）。如此书痴，
真让人哭笑不得。

聚书——
“读书得此护持，万卷尽生欢喜”

访得可爱书，需有雅室居。或楼或室，文人
聚书旨在构建一个独特的心灵空间，任天地岁月
悠悠，其格调高贵。

斋号之雅。文人藏书之所并无定规，可筑楼
于山间水滨，可取一室隐于市井郊野，斯是陋室
一间，亦要出尘清雅。东晋陶潜辞官居归隐“归
去来馆”，写下千古名篇 《归去来辞》。清代范钦
建“天一阁”，藏书甲于两浙，黄宗羲、全祖望皆
为其作记。晚清曾国藩有“富厚堂”，又称“八本
堂”，自取家训以记之。不仅室名斋号有雅称，文
人也因藏书得美名。唐代李泌家中藏书汗牛充
栋，被誉为“书城”，后汉曹平积石为仓以藏书，
号曰“曹氏书仓”，五代孟景翌出门藏书跟随，终
日手不释卷，谓之“书窟”，不一而足。如细细玩
味，又别有一番风味。

藏室之雅。清代郑板桥书斋有联云：“室雅何
须大，花香不在多。”文人藏室“绝俗之趣”，宜
小宜香宜雅。小能聚气，不热不寒，连乾隆帝三
希堂也不过八平方米而已。香即芸香、檀香和茶
香，书中所夹芸草有异香，可避蠹驱虫，“故藏书

台亦称芸台”（徐坚 《初学记》）。檀香可宁神，
令人思绪悠远，南宋陆游《即事》云：“语君白日
飞升法，正在焚香听雨中。”茶香可静气，煮雪烹
茶恬淡至极。如仿倪瓒之清閟阁，“古鼎法书，名
琴奇画，陈列左右”（《明史》本传），刹那间，一
股古雅深邃、静逸无边的书香气息就能扑面而来。

诗印之雅。文人喜吟诗，每有所得，或抒藏
书之情，或言藏书之志，留下了许多藏书诗，也
留下了许多文坛美谈。最著名者莫过于唐代韩愈
赠予邺侯李泌的 《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

“邺候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
未触。”这就是典故“邺架之藏”的出处。如果看
到谁家前门高悬“邺架留芳”牌匾，则基本可以
判定，主家是个读书人，且姓李无误了。除了藏
书诗，文人还善刻藏书印，一枚枚小小的方印，
或宣示藏书主人，如田吴炤之“荆州田氏藏书之
印”；或抒发藏书之情，如陈简应之“精校善本，
得者珍之”印；或表达藏书之趣，如李馥之“曾
在李鹿山处”印等。这些印章篆刻精美，印泥鲜
艳夺目，使人赏心悦目，既流露出文人的爱书之
情，又表达了文人的读书之乐，还体现了文人某
种豁达与通透。

赏书——
“书味在胸中，甘于饮陈酒”

不为功利赏闲书，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文
人在赏书读书中，追求人生真味，陶然自得，其
境界高远。

藏书非为读。文人藏书何其多，岂能遍阅？
不为读，仍藏之，何故？有三功也。一曰校书之
功。书在传抄、刻印、排印时，错误在所难免，
如不及时校勘，其害深也。二曰治书之功。北魏
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
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魏书·李业兴
传》）。三曰抄书之功。南宋尤袤“每公退，则闭户
谢客，日影记手抄若干古书”。明代叶盛“服官数
十年，未尝一日缀书。虽持节边檄，必携抄胥自
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其风流好
事如此”（钱大昕 《听雨轩集跋》）。正是文人忘
我的校书、治书和抄书，为后世留下了无价的精
神宝矿，如今的古籍善本就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书非借不读。家有藏书万千，可自嗜、可借
观、可共赏。比如说明代越琦美，“性嗜典籍，所
裒聚凡数万卷，绝不以借人”（龚立本 《烟艇永
怀》）。不外借，无非担心一旦丢失便不可再得，

“仅有单行之本，烬后不复见于人间”（曹溶 《绛
云楼书目题词》）。对于不外借者，人们应当抱以
理解和同情。当然，借观是值得鼓励的。文人与书
为友，亦能因书得友，“幸而遇赏音者，知蓄之珍
之”（曹溶《流通古书约》）。借人典籍者，也当须
精心呵护，如遇缺坏则为之补治。晋人范蔚“家世
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
为办衣食”（《晋书·范平传》）。这种风范值得后
人好好学习，因为藏书不只为情趣，不用不借不
考，就如“守书奴”无异，行之不远矣。谁能知道，
藏家百年后，这些书会迎来怎样的新主人呢？

清淡好读书。“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
地心”（翁森 《四时读书乐》）。文人自视清高，
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高，只有这种清高立，能令其
于物欲横流中洁身自好，超凡脱俗。或坐或立于
书斋别院，“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
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尤袤 《遂初堂书目序》）。人生最惬意、最纯粹
的时光，莫过于这种自在随性、自由遐思的读书
时光。于文人而言，一旦步入书斋，拿起书来赏
玩也是一种心灵慰藉。陆游诗云：“剩喜今朝寂无
事，焚香闲看玉溪诗。”（《假中闭户终日偶得绝
句》） 净手焚香，品茗听音，在暖阳正好的芸窗
下，静坐清读，这是一桩多么有仪式感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因拥有了聚书之乐，而拥
有了门槛最低却是世间最美的生活。

终于要说到小麦了。
我们的早餐可能是全麦面

包，父母的则可能是馒头。暂且
不去讲玉米、土豆、花生和辣椒
来自中南美洲，葵花籽和南瓜来
自北美，高粱来自非洲，葡萄与
橄榄来自地中海这些人尽皆知的
常识，来自西亚的小麦、大麦和
燕麦，在世界大范围的传播对世
界产生的影响是怎样估价也不为
过的。始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
右，完成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
1500年，小麦的分布范围已经覆
盖了整片欧亚大陆，东至太平
洋、西到大西洋、北至欧洲各国
和中亚山地，南到印度洋。

小麦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
地带，这个地带大体包括现今的
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
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和土
耳其东南部。最初被驯化的栽培
小麦有两个品种，即一粒小麦和
二粒小麦。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
后，二粒小麦向东传播到伊朗高
原北部与里海东南部之间的河谷
地区，又与当地自然生长的粗山
羊草发生了杂交，形成了一个新
的栽培品种。这就是今天广泛种
植和食用的六倍体小麦，也被称
为普通小麦或面包小麦。

世界主要的几大古代文明都
建立在以种植小麦为主要粮食作
物的农业基础上，从两河流域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尼罗河流域
的古埃及文明，从印度河流域的
古印度文明到后来的古希腊和古
罗马文明。那么，小麦又是什么
时间、通过怎样的通道进入到中
国的？

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在距
今7000年前后，小麦已经东传到
中亚地区的西南部，但意外地停
滞了数千年后才继续向东进入东
亚地区。目前认为，小麦向东传
播受阻的主要因素是西亚和东亚
的气候特点不同。小麦起源的西
亚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
干燥，冬季阴冷湿润，主要降雨集
中在冬春两季；而包括中国、朝
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亚地
区属于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主要降水集中在夏
季。这种降水季节的时段对小麦
的生长非常不利。小麦是夏收作
物，冬播夏收，春季是生长时
期，但东亚地区的春季普遍缺少
雨水，夏季频繁的降雨又会影响
小麦的成熟和收获。这应该是造
成小麦东传延缓的主要原因。

然而小麦终究还是继续向东
传播，并进入到中国古代文明的
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后
逐步取代了当地本土农作物品种
粟和黍，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
的主体农作物，形成现今中国

“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
如果从历史文献中寻求蛛丝

马迹，我们会提到 《左传》 记载
的“不能辨菽麦”。从这个故事可
以看出，早在春秋战国，中国北
方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种植小麦
了，以至于当时的普通人都应该
能够分得清大豆和小麦这两种农
作物。当然在殷墟的甲骨文中也
已经出现了“来”和“麦”这两
个字，“来”指小麦，“麦”被释
为大麦。“来”字是个象形文字，
本意应该是专指小麦外来，学界
认为，小麦至迟在距今3300年前
后的殷商时期已经传入中国。

而距今 3000年以前的小麦的
传播轨迹则需要依靠考古资料。
与其他考古出土遗物相比，遗址
中的古代小麦遗存不易发现。但
无论是在上世纪还是本世纪以来

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小麦遗存的
发现。比如上世纪发现的甘肃民
乐的东灰山遗址、陕西武功的赵
家来村遗址、安徽亳县的钓鱼台
遗址、云南的剑川海门口遗址以
及新疆的罗布泊古墓沟遗址、巴
里坤遗址和哈密五堡古墓等。

甘肃民乐的东灰山遗址曾经
非常引人关注。上世纪 80 年代，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碳十四实
验室对采自该遗址的土样 （黑炭
土） 的测年结果，判断东灰山遗
址出土小麦的年代在距今5000前
后。2005年，一支由中国和美国
考古学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专程
前往东灰山遗址，根据文化层重
新采集了土壤样品并进行浮选，
从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小麦和大
麦遗存。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
从浮选结果中选择了10余份系列
的炭化麦粒样品，应用加速器质
谱测年方法对这些出土炭化麦粒
直接进行测年，绝大多数小麦样
品 的 测 年 结 果 都 落 在 了 距 今
3600—3400 年之间。目前，学术
界普遍认同东灰山遗址的文化堆
积及其包含的小麦遗存应该属于
四坝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距今
3600年前后。

进入新世纪后，在我国发现

的距今3000年以前的早期小麦遗
存的考古遗址已达30余处，其中
有近百例小麦遗存被直接进行了
测年，为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
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年代数据。山
东胶州赵家庄遗址是一处史前聚
落遗址，包括了大汶口、龙山和东
周时期的文化堆积，2005 年进行
考古发掘时浮选出了小麦遗存。
经测定时代为距今3905±50 BP，
校正年代为 4450—4220 BP。赵
家庄遗址出土的小麦遗存既有明
确考古学文化背景又有准确测年
数据，支持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有
可能早到距今 4500 年，由于这个
年代目前仍然是孤证，最终的定论
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支持。

小麦传入中国的途径之一是
欧亚草原通道。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前后，小麦被分布在欧亚草原
东部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所接
受，并迅速由西向东传播，通过
阿尔泰—天山地区到达蒙古高原
地区，被分布在蒙古高原南缘的
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区
所接收，然后通过多条南北向的
河谷通道如黄河、桑干河、永定
河，直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
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通道也
是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连接东
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随着小麦
传入的还有青铜冶金术等其它关
键技术。

而传入西北地区的小麦走的
可能是绿洲通道，小麦自中亚出
发，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塔
里木盆地，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
南北两侧的绿洲通道向西传播，
穿越河西走廊，进入黄土高原地
区。这条绿洲通道到了后来就是
丝绸之路。

值得研究的细节特别有趣。
考古学家王仁湘认为小麦传入中
国时只是传入了种植技术，与之
相应的饮食传统并没有被传入或
者被接受。在古代粒食传统背景
下，小麦和水稻、小米一样也许
被煮着吃，很难下咽。因此在北
方的产量和播种面积并不大。直
到秦汉，将小麦磨成面粉后蒸食
成馒头，它的面积与产量才大大
提高，并最终代替了粟与黍。和
西方烘烤的面包传统不同，馒头
是中国蒸食传统的代表，和面条
一样深得人心。

收藏家李烈钧女士，曾将所有藏品运抵北京
市通州区漷县书院，一边分类进行整理与研究，
一边请专家对有关藏品进行鉴定，以便择机布
展。李烈钧在整理科举文物资料时，发现了一批
与“交通银行”密切相关的科举殿试、会试和乡
试硃卷。

资料显示，交通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存续至今
超过百年历史的民族银行。一个世纪前的光绪三
十三年十一月初四 （1907年12月8日），时任清邮
传部尚书陈璧、左侍郎吴重熹、左侍郎于式枚、
右侍郎郭曾炘，共同上奏光绪皇帝、慈禧太后

“收回轮路电邮经营权，设交通银行”折。次年，
清廷即用募集款项成功收回“京汉铁路路权”为
开端，进而开办官商合办的股份制性质的商业合
作银行；至此，交通银行登上中国经济金融舞

台。经细心辨认，尚书陈璧等四位上书官员中，
翰林出身的于式枚有乡试和会试硃卷，举人出身
的吴重熹有乡试硃卷，翰林出身的郭曾炘有会试
硃卷。而这些硃卷，皆为经书式折叠，封面贴着
红纸条，上书“某某科会试 （或某某省乡试） 硃
卷”。内文内容则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科举士
子祖宗十八代和师承情况，后一部分则为四书五
经的策论和诗赋。

在堆积成山的故纸堆中，专家们还幸运地找
全 了 光 绪 二 十 年 （1894） 甲 午 恩 科 状 元 张 謇

（1922 年 5 月至 1925 年 5 月时任交通银行总理），
从乡试到会试的硃卷以及殿试状元试卷。从科举
试卷得知，籍贯为江苏南通人的张謇，早在 1885
年来京城参加顺天府乙酉科乡试，取得第二名；
直至 9 年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特设恩科，才得

以高中状元。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交通银行总部迁到

香港，常邀请社会名流前来进行“团结抗战”的
演讲。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的黄炎培、沈钧儒均在受邀之列。
举人黄炎培的乡试硃卷、进士沈钧儒的乡试会试
硃卷，亦被首次发现。

参与科举文物资料整理的中国创新经济研究
院副院长黄文介绍说，这些科举试卷十分珍贵，
不仅积淀了交通银行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企业
文化，而且镌刻和见证了中国民族经济艰苦创
业、百折不挠的光辉历程。

2018年即将迎来交通银行成立110周年，这些
科举试卷的发现，将为民族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企
盼和激励。

◎美在生活

文人的藏书生活
□罗常军

◎美在生活

文人的藏书生活
□罗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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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密码

西方的小麦
如何成为中国的馒头
□杨雪梅

清末士子的“振兴民族经济梦”
——北京发现与交通银行相关科举试卷

□赵兴林

藏 书 有 两 种 ：
一种是官藏，一种
是私藏。与官藏受
皇 命 不 同 ， 文 人

“藏君子之书”是一
种自发自觉的文化
活动。文人士大夫
穷一生之力，耽耽
简 编 ， 艰 险 不 避 ，
用情于书，几成痴
迷 ，“ 淫 嗜 生 应 不
休 ， 痴 癖 死 而 后
已”，孜孜追求精神
生活的体悟和内心
修养的悠逸。如果
说文人士大夫读书
著书抱有求取功名
之 心 的 话 ， 那 么 ，
访书聚书赏书更多
体 现 的 是 一 种 趣
味 、 格 调 和 境 界 ，
彰显了文人士大夫
藏书生活的文雅气
质和审美追求。

古画中的书架古画中的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