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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邑万州（今万宁），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沉
淀下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当地的许多地名都与地貌、民
俗、风物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涵十分丰富，这其中与
历史人物有关的地名就有大茂镇和贡举村。

大茂镇，古代称为旧州墟。唐贞观五年（631），万州之
地设立万安县，隶属琼州管辖。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万
安县改为万安州，领万安、陵水、富云、博辽四县，州府就设
于大茂镇旧州村。

清同治六年（1867），万州后田村（今大茂镇辖区）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郑鸿名，字大茂。清光
绪二十七年（1901），郑鸿名随琼戏班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国演出，秘密加入反清组织南洋“三点会”。光绪二十九年
（1903），郑鸿名从马来西亚返琼，组织民众成立琼崖“三点
会”，提出“红旗飘飘，人马征召，革命起义，推翻清朝”的口
号。第二年，他带领琼戏班到儋州演出，与当地艺人李泰章
组建“三点会”琼崖西路军，由李泰章指挥。他率领琼崖东
路军在看天塘和鸡衣岭设立根据地，开展反清斗争。光绪
三十一年（1905）农历三月廿八夜晚，郑鸿名带领东路军攻
陷清万州府。广东总督派出清军赴万州围剿“三点会”起义
军。十月，清军向“三点会”起义军根据地发起进攻，郑鸿名
带领起义军奋起还击，因力量悬殊，起义军败退至加道仔、攀
丹一带，激战几天几夜，首领郑鸿名等领导人战亡，起义军溃
败，琼崖“三点会”起义斗争终止。

坊间流传一说，为了纪念郑鸿名的壮烈之举，他的家乡
“旧州墟”后来改名为“大茂市”，后因社会变革，此地陆续改
名“大茂乡”“大茂公社”“大茂区”“大茂镇”。

礼纪镇贡举村，古名“民灶”。北宋元丰年间（1078），该
地为陵水县治驻地，知县刘奕在民灶设立该县最早的县学。

贡举，为古代科举的官方用语，意为荐举人才，设有“举人”
“贡生”等学位，贡举村的得名，民间传说与廖纪有关。嘉靖二
年（1523），明代进士廖纪回故乡探亲祭祖，他重视家乡文化教
育，在家乡设学堂讲学。陵水、万州和崖州的举人、贡生、生员
等学子纷纷前往听课，影响甚大，培养了不少人才，人们把廖纪
讲学的所在地称为“贡举坡”和“贡举墟”。1959年行政重新区
划，贡举坡一带的张田、岭头、山园、石盘、新寨、张北和旧村七个
自然村成立了贡举大队，归万宁县（现万宁市）管辖。

地灵人杰、风光秀美的贡举村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名
村。自明朝以来，该村学风浓厚，人才辈出。廖纪曾任南京
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等高职。清代举人曾日景，任保定知
县。民国时期的曾三省是海南大学创始人之一，其儿子曾
龙、曾虎都是哈佛大学博士生。恢复高考后，贡举村涌现出
160多名大学生。

编者的话
地名的背后，或是所处位置的自然景观，或是居

民族姓、史迹事件或人物传说，有些地名则寄托着崇
仰、祝福等等。不同的地名积淀着动人的历史故事，
传承着逾越千百年的文化。《文史荟》从本期起开辟
“论地谈名”专栏，讲述海南的地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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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安定强盛带动制瓷业的
巨大进步，康熙年间的瓷器，大则质
朴挺拔，小器古拙雅致，棒槌瓶、凤尾
尊、观音尊、莱菔尊、太白尊、苹果尊
和马蹄尊等都是新出的名瓷佳作。
其中凤尾尊便是康熙盛世制瓷的一
个缩影，烧制有青花、五彩、素三彩和
蓝釉描金等多个品种，以其雍容雄浑
独领时代的风骚。

文人意趣
凤尾尊是花觚的一个变种，花觚

的造型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青
铜觚，后几经演变，元明时形制多有
变化。至清康熙年间，盛行一种形制
独特的花觚品种，外形雄俊高耸，敦
厚古拙，因其下腹外撇犹如凤凰的尾
羽，故被唤作凤尾尊。《海口市博物馆
藏品精粹》中曾公布过两件青花博古
纹的凤尾尊，形制皆为清代康熙年间
的典型样式：喇叭口，长颈，鼓腹渐
收，下腹至底部外撇，圈足有康熙时
代常见的二层台。两件凤尾尊都饰
以青花博古图和杂宝纹，其中一件的
颈部还绘以通景的山水人物图案。

康熙帝继位后，重视汉文化的教
化作用，使得民间文风大盛，文人情
怀的表达自然成为制瓷业的外在需
求。康熙十九年，历经“三藩”叛乱的
景德镇官窑正常运作，一批通晓丹青
的文人参与到瓷样的绘制中，故而许
多纹饰带有明显的文人审美，这自然
影响到了民窑的创作，“博古图”与山
水人物图便是文人意趣的典型纹饰。

宋代好古之风便已盛行，“博古
图”最早源于北宋徽宗年间编制的《宣
和博古图》，书中著录有宣和殿所藏商
至唐代铜器839件，集宋代所藏青铜
器之大成，故名“博古”。此外，像宋代
的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文宗欧阳修等
名流，既是文人墨客，也是当时博古的
收藏名家。后来，“博古”的范畴不断
延伸，凡鼎彝、瓷瓶、玉件、书画等被用
作装饰题材时，均称作博古。至明清
之际，博古绘画更为盛行，故而瓷器纹
饰也多有借鉴，此时的博古纹多是不
同式样的古玩错落有致地摆放在庭院
之中，以此来表现文人的清雅好古之
情。从海口市博凤尾尊上的“博古图”
中可见鼎彝和书画等物，且古玩不再
像宋代那般单纯作为收藏陈列，一件

形似汉代投壶的长颈瓶中还插有荷花
和孔雀翎毛，应还具有装饰之用。

山水人物图也是康熙时代常见
的绘画题材，由于明末清初的画家多
以摹古为尚，尤以南宋画院派为尊，
故而康熙山水中的山石多用的是南
宋画院常见的斧劈皴进行描绘。海
口市博其中一件凤尾尊上的山石图
案便是斧劈皴绘制，挺拔高耸，颇具
气势，与周边的湖泊树木相谐成趣。
临岸的湖水似有微风吹拂，清波荡漾
的形态则以多条短促的直线来表现，
也是清早期常见的绘画手法。整个
山水图卷布局紧凑，方寸之间便诉说
出士人向往的绝美意境。

世俗品味
由于凤尾尊基本都为景德镇的

民窑产品，除却带有文人画意的绘画
题材外，聚焦世俗生活也是其绘画的
显著特点之一。像反映清平世道的

“耕织图”“渔家生活”“仕女图”，百姓
喜闻乐道的戏曲小说和历史故事，人
们对幸福生活憧憬的吉祥图案，都是
这一时期常见的瓷画题材。

“耕织图”和“渔家生活”之类的
瓷画是最常见的民间生活，把这些普
通的场景描绘出来，从侧面可以看到
康熙盛世下人们安定平和的生活状
态。康熙“仕女图”中的仕女一般发
髻高耸，有清瘦面容、青葱玉指和细
长的眼睛，具有东方古典美人的风
韵。戏曲小说和历史故事之类的绘
画都可归为陶瓷界常说的“刀马人
物”范畴，康熙时期的人物瓷画有些
占据画面的面积很大，有“顶天立地”
之说。像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和
《水浒传》等故事常见于凤尾尊之上，
清朝是马背上得的天下，这些瓷画侧
面反映着清早期遗留的尚武精神。

海口市博的凤尾尊除“博古图”
和山水图外，还绘有“杂宝纹”，这是
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吉祥纹饰，明清之
际的杂宝纹多见祥云、灵芝、方胜、艾
叶、卷书、葫芦等。

《饮流斋说瓷》评价康熙瓷器：
“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凤尾
尊便是以青花和五彩烧制最多，质量
最高，“康熙画笔为清代冠”的赞誉更
不是虚言，从凤尾尊文人意趣和世俗
品味的绘画中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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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
疾病抗争的历史。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
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
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
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
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
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
对经验。

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
《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当
时，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
死亡了2/3，其中因“伤寒”这种疫病死去
的占七成。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积极
救疫，后来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书细
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
提出相应治法，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
之作。更为激励后人的是，他强调医生要
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
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因此被后世尊称
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大医精诚》，树
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
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救
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
命”。他本人躬行实践，收治被社会歧视的
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

“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
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
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兵死
守数月，发生大疫。《金史》记载：“汴京大
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对
当时流行何种瘟疫，学者们尚有不同意
见。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创
立了脾胃学说，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令

“正气存内”以抵御病邪，这特别适合战乱
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对于急性瘟疫，
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
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
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
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
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
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
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
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1893—1894年，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
疫大流行，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香港，
此后数年连续不断。在疫延初期，高州中
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亲入
疫区，反复观察病情，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
加减，采用特殊给药法，形成了有效治法。
但第二年疫情复炽，再用原方竟然无效，罗
汝兰再次实践，发现疫毒更重，于是全方加
倍用量，最后“尚救九成有余”。他将成功
经验写入《鼠疫汇编》一书，广泛传播，各地
医生仿效应用，广东高要黎佩兰、福建郑奋
扬都报告成功率达到八九成。

面对各种瘟疫，一代代大医毫不退
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
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要
认识到防与治的不同作用。像清代著名
医家罗汝兰，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无
法阻止鼠疫流行。《申报》记载，仅在1894
年广东全省死亡达数万人，加上后来疫情
十年间死亡近20万人。而同在1894年，
香港采取了隔离防疫手段应对鼠疫，严格
实行交通检疫，对所有感染者集中隔离，
最终全年死亡仅2552人。这时医学界刚
刚发现鼠疫病原，尚无有效治法，香港主
要是通过有组织防疫取得了成效。这说
明，在烈性传染病面前，再好的治疗也难
以及时和全面地推广，这就需要靠强力的
防疫手段来阻断。近代开始，世界相互联
系逐渐紧密，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
的事务，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
务。 （来源：《求是》）

大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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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弘诲与利玛窦的交往
王弘诲初识利玛窦

王弘诲（1542—1615），字绍
传，世称钟铭先生，晚年自称天池老
人，他是海南定安县龙梅村人，嘉靖
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入选翰林
庶吉士，正式踏入仕途。万历十七
年（1589），时年48岁的王弘诲担任
南京礼部尚书，官衔为正二品，从而
达到他仕途的顶峰。

作为朝臣，王弘诲具有鲜明的
担当精神。当初海瑞死谏时，王弘
诲就不顾自身安危前往监狱探望，
并且慎重接受了海瑞委托的后
事。担任礼部尚书之后，王弘诲更
是不畏生死接连给朝廷上书，但是
万历皇帝已经无心朝政，这不免让
他心灰意冷。

万历二十年（1592），担任南京
礼部尚书已满三年的王弘诲，在政治
失意中申请回老家定安休假，神宗本
来已经对王弘诲等人产生厌烦了，因
此立马批准他回乡休养的申请。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十
年（1582）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
但是十多年来一直不是很顺利。他
先是在澳门熟悉汉语，然后来到广
东肇庆传教，几年之后却被驱逐出
肇庆，然后来到韶州（今广东韶
关）。王弘诲早就听说利玛窦的基
本情况，万历二十年，他回家休养途
经韶州时，主动到韶州的教堂去拜
访利玛窦。利玛窦喜欢与中国士大
夫和官员交往，自然对王弘诲的到
来非常欢迎。两人在一起愉快地交

谈了一整天，还互赠礼物。随后，利
玛窦也礼节性到王弘诲停泊在江上
的官船进行回访。利玛窦渊博的学
识引起了王弘诲极大的兴趣，而王
弘诲高雅的缙绅风度也给利玛窦留
下深刻印象。这一来二往竟然促成
了两人之间此后多年的交往。王弘
诲在了解利玛窦想进京面圣的想法
后，答应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帮忙。

王弘诲引利玛窦入京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发动
了对朝鲜的战争，明朝政府出兵援
朝。由于最开始战局不利，朝廷召
回部分在籍官员，王弘诲因此于万
历二十六年（1598）复出。在北上经
过韶州时，王弘诲只见到了利玛窦
的助手郭居静，知道利玛窦已经移
居南昌。两人在南昌见面之后，在
得知利玛窦在南京立根未稳无功而
返的情况后，王弘诲答应帮忙，并说
如果机会允许的话，将带他入京城，
这自然让利玛窦大喜过望。

王弘诲和利玛窦一行到达南京
之后，发现形势有些紧张。由于援
朝抗倭战况正处于关键时期，官府
对外国人抱有强烈的警惕之心，这
让二品大员王弘诲也不敢轻举妄
动。经过秘密策划，他们打算在王
弘诲代表南京六部官员到北京向皇
帝祝贺生日时，兵分两路入京。

王弘诲先独自从陆路赴京，利
玛窦和王家家人、差役等则在十天
以后乘坐快船沿运河北上。万历
二十六年八月七日（1598年 9月 7

日），利玛窦终于到达他梦寐以求
的北京城，这距离他1582年抵达澳
门已经过去了整整16年！利玛窦
在中国居留了这么久，才在王弘诲
的帮助下，如愿进入明朝首都，心
情激动万分，他后来在《利玛窦中
国札记》中用大量笔墨来描写自己
初次入京的感受。

利玛窦是历史上第一位成功进
入北京的西方传教士，可谓是“沟通
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而王弘诲在
利玛窦进京这一历史事件中，充当
了策划者和引路人的角色。如果没
有王弘诲，利玛窦的进京可能要推
迟很多年，甚至有可能不能实现。

进入北京的利玛窦很希望见到
神宗皇帝，王弘诲答应他尽可能利
用自己的关系来实现这一愿望。
但是由于当时情况非常复杂，他们
在北京待了两个多月并没有达成
目的，只能黯然离开。首次进京的
利玛窦虽然没有实现觐见皇帝的
愿望，但是为下次进京积累了经
验。离开北京后，利玛窦在王弘诲
的帮助下定居南京。

利玛窦入京面圣

经过精心准备，利玛窦于万历二
十八年（1600）再次进京。这次王弘诲
已经没有办法陪同，因为他已经于先
一年致仕并南返家乡。在离京之前，
王弘诲依然没有忘记利玛窦，他给在
北京的朋友们留下书信，希望能够“推
荐神父们到首都去工作”，为利玛窦等
人最终留在北京又尽了一份力。

利玛窦一行于1601年年初再
次抵达北京。由于援朝战争已经结
束，再加上一些官员和太监的帮忙，
利玛窦很快见到神宗皇帝并敬献了
不少西洋礼物。神宗特别喜欢利玛
窦送上的自鸣钟，利玛窦被特许定
期进入皇宫对自鸣钟进行检修，从
而成功留在北京。从此以后，利玛
窦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一直到万
历三十八年（1610）五月在北京逝
世，并被安葬于北京平则门外二里
沟的滕公栅栏。

利玛窦在中西交流上做出了突
出贡献，那作为引路人的王弘诲为
什么会主动带利玛窦入京呢？一方
面可能是利玛窦的人格魅力征服了
他，另一方面是王弘诲看中了利玛
窦的博学，尤其是在数学和天文方
面的知识，希望他能为朝廷服务。

带利玛窦入京，这对王弘诲个
人来说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们
翻检王弘诲的作品集，却找不到半
点影子，实在是奇怪。从王弘诲当
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也是可以
理解的。一方面，王弘诲作为朝廷
二品命官，让别人知道自己和西方
传教士过从甚密，极有可能影响自
己的仕途。另一方面，当时由于海
患，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王弘诲如
果张扬带利玛窦入京一事，肯定会
对自己带来不应有的麻烦。

斗转星移，当前国际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常态。
四百多年前，王弘诲能够慧眼独具地
帮助利玛窦进京，推动中西交流，应
当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今年是中国和意

大利建交 50 周年。

回顾中意交往史，王

弘诲和利玛窦是两个

不应该忘记的人物。

他们一个是明朝海南

籍官员，一个是罗马

天主教传教士，本来

是风马牛不相及，是

什么机缘把他们两人

联系在一起呢？

史
话
春
秋 ■ 曾庆江

此彩陶鼓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鼓呈漏斗形，粗端呈喇叭口状，口沿
外侧分布一周鹰嘴形的倒钩。另一
端形似罐状，口部朝向外侧，通过鼓
身中部的圆筒与粗端的喇叭口相贯
通，鼓面处有若干乳钉突围成一起，
估计是为了便于蒙兽皮而制。两端
对应位置各有一个扁桥形器耳，穿
绳后可以携带和悬挂，也可以背挎

在人身上进行表演。彩陶鼓属于单
面鼓，使用时敲击粗端的皮革鼓面
进行发声，罐形一端可起到共振扩
音的作用，又能保持鼓身平衡，使鼓
面始终处于适合敲击的状态。

远古时期的鼓分木鼓和陶鼓两
类。早期的鼓可能是受到陶罐、陶
盆等容器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因
此，在形式上带有陶器的烙印。木

鼓因材料易朽，实物很难见到，而陶
鼓则质地坚硬，即使鼓皮、附件等朽
烂无存，鼓身却可以保存比较长的
时间。由于鼓有良好的共鸣作用，
声音雄壮而且传送很远，所以在远
古时期的祭祀、乐舞、征战、狩猎等
活动中多有使用，有时也兼作报时、
报警的工具等，尤其被尊奉为通天
的神器。

彩陶鼓（新石器·马家窑文化）

王弘诲的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