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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承载中华文脉的旷世珍本
■ 吴辰

“大历十才子”
如何避暑
■ 刘永加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这款白瓷龙柄传瓶，为
隋朝盛水器，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
土。此器两瓶身相连，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
部有凹弦纹三周。盘口，单颈，双腹相连，肩部左
右两侧各塑一修长的龙形柄，龙首探入瓶口内，
似在贪婪地吸吮瓶中的玉液琼浆。白胎白釉，胎
质纯净细腻，釉色光亮温润，上有细小裂纹。

天津艺术博物馆珍藏有一件白釉龙柄联腹
壶，形制与这件双龙柄联腹瓶几无二致，底刻有
铭文“此传瓶有并”，所以人们以“传瓶”称之。
这些瓷器胎质和釉色均呈乳白色，但在某些釉
层中略见泛青，仍保留着青瓷的痕迹，这是早期
白釉瓷的特征。隋唐以后，白瓷的烧制技术进
一步提高，色调日趋稳定，器形更加精巧秀丽，
成为深受上层社会喜爱的日用器。（杨道 辑）

“小暑大暑，非蒸即煮。”对于今天的我们，
度过炎热的盛夏不成问题。可是穿越到一千多
年前的唐代都城长安，盛夏的日子不好过。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表明：我国古代历
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其中，唐代就是最热的时
期。那时的长安，夏季异常炎热。杜甫写过“飞鸟
苦热死，池鱼涸其泥”“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诗人王毂
《苦热行》更是吓人：“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
天红。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

当时在长安有一个“文学社团”，叫大历十
才子，据《新唐书》载：十才子为李端、卢纶、吉中
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
审，有的版本中还有李益。

古代对于作品风格相同的文学家，往往会
并称，有两人并称的，有三人并称的，还有八人
并称的。这十个诗人并称的就十分罕见了。他
们都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诗人，诗歌多写个人
生活经历，宴饮酬唱，游山赏水，创造出了大历
诗坛的清秀幽美，并留下了不少交游记录的诗
篇，所以人们才给了他们这个美誉。

十才子诗才出众，在诗作中还透露出他们
的一些避暑良方。

筑个小院，避暑纳凉，是钱起的办法。《避暑
纳凉》一诗以此感怀：

木槿花开畏日长，时摇轻扇倚绳床。
初晴草蔓缘新笋，频雨苔衣染旧墙。
十旬河朔应虚醉，八柱天台好纳凉。
无事始然知静胜，深垂纱帐咏沧浪。
李益在自家享受习习凉风时，突然想起好

友苗发和司空曙，不知他们是否凉爽，就写下了
《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一诗：

微风惊暮坐，临牖思悠哉。
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
时滴枝上露，稍沾阶下苔。
何当一入幌，为拂绿琴埃。
长安城南有个避暑胜地慈恩寺，这里靠近

曲江，寺里遍植古松修竹，清寂幽静，登塔还可
沐浴凉风。唐代新中进士，均在大雁塔内题名，
人们在这里乘凉，还可以沾进士的雨露。

李端和苗发，在暑热难当时，寻幽览胜，来到
城南的大慈恩寺，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清凉日子。
李端感慨万千，写下了《同苗发慈恩寺避暑》：

追凉寻宝刹，畏日望璇题。
卧草同鸳侣，临池似虎溪。
树闲人迹外，山晚鸟行西。
若问无心法，莲花隔淤泥。
李端在诗中化用典故、旧诗及佛典，虎溪、莲

花均信手拈来。同时，清凉之意亦随风潜入，如莲
花一般，清纯绝尘。卢纶和崔峒也在一个炎热的
夏天来到慈恩寺避暑，真是不谋而合。卢纶诗情
勃发，写下一首《同崔峒补阙慈恩寺避暑》：

寺凉高树合，卧石绿阴中。
伴鹤惭仙侣，依僧学老翁。
鱼沉荷叶露，鸟散竹林风。
始悟尘居者，应将火宅同。
诗中描述盛夏长安人家犹如火宅，可见当

时长安炎热之甚。
当时京城的权贵之家，有较好的避暑条

件。李端等与宰相元载、王缙交往密切，他们多
有出入相府的机会，自然得到很好的乘凉机
会。因此，李端写下了这首《奉和王元二相避暑
怀杜太尉》一诗：

艰难尝共理，海晏更相悲。
况复登堂处，分明避暑时。
绿槐千穗绽，丹药一番迟。
蓬荜今何幸，先朝大雅诗。
除了这首避暑诗之外，十才子们也多有与元

王二相的唱和之作。崔峒、钱起的同题《咏门下画
小松上元、王、杜三相公》，韩翃有《奉和元相公家
园即事寄王相公》，耿湋《春日寄元校书郎伯和相
国元子》，司空曙《早夏寄元校书》以及卢纶等数十
首唱和诗。通过这些诗可以看出，李端等大历十
才子，与当时的宰相元载、王缙的交往很密切，这
也许是元、王二人多次推荐十才子的原因吧。正
因为有了二位宰相的鼎力相助，十才子的处境得
到了大大的改善，纷纷出任朝廷的职务，给他们

“京漂”的生活增加了些许保障，他们才能有吟咏
唱和的机会和空间，某种程度上说，十才子地位的
奠定，也与元王二人倾注心血是分不开的。如此
看来，这岂止是到宰相府去乘凉的区区小事了。

他们写的这些避暑诗，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更具有了解唐代百姓避暑生活的史料意义。

（据《光明日报》）

前无古人的鸿篇巨制

《永乐大典》有多大？2012年，
中华书局对当时已经发现了的《永
乐大典》进行了整理和影印，一共整
理出八百余卷，分为11册出版。而
据史料记载，《永乐大典》在最初共
有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现存的
八百余卷简直可以说是九牛之一
毛，有人说以现在的存世量，“读完
《永乐大典》并不是什么难事”，在玩
笑之中，则更多的是对这一文化珍
宝无法以全貌现于人间的嗟叹。

都说“盛世修书”，大明到了永乐
皇帝朱棣执政之时国力鼎盛，经济的
发达推动着文化的繁荣，永乐皇帝便
想编纂一部前无古人的类书，将天下
所有书籍的内容汇聚在一起，一方面
以便后世查考，另一方面也能彰显自
己的文治武功，而这样一部书，其书
名也必然威武霸气，叫作《文献大
成》。当时，主持编纂《文献大成》的
便是人称“大明第一才子”的解缙，他
领着一百余名饱读诗书之士整整忙
了一年，结果永乐皇帝却对整理出来
的书稿极为不满，认为其中收录的书
籍还是太少。永乐皇帝命令解缙重
新编订这部书，并派了当时担任太子
少傅的姚广孝来监督这部类书的编
纂，不仅如此，皇帝还将编纂的队伍
扩大到了两千余人。这支浩浩荡荡
的队伍历经两年有余，共成书两万两
千余卷，仅目录就有六十余卷，永乐
皇帝见到这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巨著
也十分满意，他亲笔为之作序，并为
其命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被编纂出来之后，明
朝历代皇帝便将其束之高阁，绝少有
人问津，直到嘉靖皇帝即位，才又对
《永乐大典》重新重视了起来。嘉靖
皇帝对《永乐大典》有着非同常人的
兴趣，有事没事就会找来几册翻阅一
下，嘉靖三十六年，宫中大火，在火灾
之后，这位皇帝首先想到的就是对
《永乐大典》进行保护。自《永乐大
典》编撰以来，这部书一直没有副本，
这次大火幸好是没有烧到《永乐大
典》，如果万一有个闪失，这部永乐皇
帝本来想流传千古的巨制就将毁于
一旦，于是，嘉靖皇帝立即命令名臣

徐阶主持重录《永乐大典》。这一录
就是整整六年，徐阶带领数百号人将
正本的《永乐大典》原封不动地又抄
录了一遍，无论是版式还是文字，甚
至是字体和分行，都和正本丝毫不
差，为了保证工作的质量，抄录时甚
至有这样的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抄录
三页，并且每录一册，都要经过层层
检查。我们今天看到的《永乐大典》
正是嘉靖时代的抄本。

命运多舛的文化珍宝

虽然嘉靖抄本已经尽善尽美，但
人们还是想一窥永乐正本的真容，然
而，自嘉靖之后的数百年间，正本就
像在这世界上蒸发了一样，没有人知
道它的下落。有人说《永乐大典》正
本毁于某一次皇宫失火，但是历代损
毁文物宫中均有记载，惟《永乐大典》
没有所记阙如；有人说《永乐大典》毁
于李自成进京时的战火，但这又是一
笔糊涂账；还有人说《永乐大典》就没
离开过嘉靖皇帝，由于嘉靖皇帝太爱
这部前无古人的巨制了，在下葬时，
便将其作为陪葬品带在了身边，埋在
京郊十三陵中的永陵地宫。这一说
法虽然由于永陵尚未发掘而无法被
证实，却有着最大的可能性，毕竟，在
重录《永乐大典》的时候，嘉靖皇帝曾
经下令要将正本副本分藏在两处，藏
在自己身边也许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说《永乐大典》的正本作为
陪葬品还有一丝完整保存下来的可
能性，那么其副本的命运则更加令
人唏嘘。历经岁月的沧桑，《永乐大
典》的副本已经残缺不全，现存于世
的也四散天涯，仅存的八百余卷竟
散落在七八个国家，数十家机构或
个人手中，还有一部分留在中国。

《永乐大典》嘉靖抄本的悲惨命
运，开始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早。
早在乾隆年间，由于编纂比《永乐大
典》规模更大的《四库全书》，编撰者

们需要从《永乐大典》中查考资料和
线索，于是，在翻阅《永乐大典》的过
程中，编撰者们便经常偷偷将《永乐
大典》占为己有。而当《四库全书》
编撰完毕，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成型
于前朝的《永乐大典》就没有那么重
要了，在疏于管理之下，偷窃《永乐
大典》几乎变成了翰林院中人尽皆
知的公开秘密。再加上后来清朝国
势渐衰，外国侵略者还一度攻入北
京，《永乐大典》和其他珍贵文物一
样惨遭劫掠。仅仅是外国侵略也就
罢了，清朝官员也投洋人之所好，中
饱私囊，有些翰林院工作人员还主
动将《永乐大典》从宫里偷出卖给洋
人。光绪初年，重修翰林院，《永乐
大典》剩有五千册左右，而当二十年
后再次清点，这部巨制却仅仅剩下
八百余册。前些日子被拍卖的两
卷，正是在这个时候流传到海外的。

无法替代的精神地标

也许外国人永远也弄不明白为什
么中国人会对《永乐大典》如此着迷。

的确，如果就内容来说，《永乐
大典》只是一部类书，“类书”说白了
就是现在的数据库，里边的内容丰
富而驳杂，而这些内容对一般读者
并没有太大吸引力，例如这次被拍
卖的就是“湖”和“丧”字两卷，其中
主要记载的是与“湖”和“丧”字有关
的内容，这些内容更适合专业人士
进行查考。而且，在明代《永乐大

典》编撰之后，清代还编撰了《四库
全书》，其规模更胜于《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中的内容在《四库全书》
中也大多能够找到。

但是，《永乐大典》确实是中国
人心中无法被替代的精神地标。

《四库全书》在编撰之时，其实
是一边在修书，一边又在毁书，典籍
中一些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言辞或
者史料在被编订的时候都被篡改或
删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库全
书》其实是极不完整的。而相比之
下，《永乐大典》中所记载的内容更加
完整、真实。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
些事情的真相随着历史的发展渐渐
湮灭，就连《四库全书》中也难以查
考，那么，如果能够找到《永乐大
典》，这一切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
解。那些历史上的谜题、悬案、那些
不再被人记起的山川、河流都会重
新被人记起，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而且，《永乐大典》还意味着中
国文化的一脉相传，有一种说法是

“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
史”，这话说得没错，二十四史中的
《旧唐书》等早在明末就已经失传，
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正是清代编撰
《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誊抄
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永乐大
典》就不仅仅是一部类书，而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象征。在《永乐大典》
中，人们不但能够窥见那些失传已
久的秘密，还能够找寻到中华文化
繁荣、顽强、富有生命力的原因。

本月初，一则来自法
国巴黎的消息震惊了整个
艺术品拍卖界，两卷明代
嘉靖抄本的《永乐大典》重
新现世，并以640万欧元
的价格最终被人拍走。来
自法国的拍卖商们显然不
太了解这两卷书本的价
值，最初给出的估价极低，
而随着拍卖的开始，这两
卷书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
法国人对中国文物的认
识。据说，竞拍现场气氛
异常激烈，而当最后《永乐
大典》被中国竞拍者拍走
时，拍卖方还为这一结果
而惊叹不已。的确，与那
些造型美观、内容充满东
方气息的造像、书画或者
工艺品相比，《永乐大典》
在形式上没有那么多可以
吸引人的地方，说到底，它
只不过是用方块字写成的
书而已；但是，就这两卷平
平无奇的书，对中国人而
言却意义重大，它的价值
并不是某一件精美的瓷器
或者别致的塑像能够比拟
的，在《永乐大典》的字里
行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
传承，它不是一般的文物，
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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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天子门生”出自宋高宗赵
构之口，褒奖的是南宋绍兴辛未状
元赵逵。

岳飞之孙岳珂史料笔记《程史》
卷三“天子门生”条说，盘石（今四川
资中县）人赵逵，宋高宗绍兴辛未
（1151年）状元。当时，秦桧虽老态
龙钟，却依然专权并擅用杀害人这
种恶毒办法横施淫威，“搢绅胁
息”。赵逵3年基层锻炼期满回到
当时京城杭州，按惯例去拜见首相
秦桧。秦桧初见赵逵，就被其气质
吸引，想收为己用。一问得知赵逵父
母家人仍留在四川老家，便问，怎么
不接到京城来？“赵对以贫未能致”，
秦桧便回头悄声吩咐了小吏几句。

过了几天，秦府小吏便拿着百
两黄金送给赵逵：“以是助舟楫费。”
出乎小吏预料，赵逵“力辞之”，小吏
只好把黄金拿走。同住一室的郎官
劝他不要忤逆秦桧的好意，可赵逵
非常严肃地说：“士有一介不取，予
独何人哉！君谓冰山足恃乎？”劝他
的人“缩颈反走”。

没完成行贿任务的小吏回府后
不敢实言相告，秦桧已很不高兴。
过了不久，赵逵拒绝秦桧拉拢的新
闻便在京城传开，秦桧听到后勃然
大怒：“我杀赵逵，如猕狐兔耳。何
物小子，乃敢尔耶！”于是，他授意临
安府曹泳等爪牙，罗织赵逵等人罪
名，上书宋高宗：“近三馆士不检，颇
多与宫邸通，臣廉之，其酝祸不浅
矣。”也许是苍天有眼，病入膏肓的
秦桧正准备对赵逵下毒手时，就一
命呜呼了。

秦桧死后，“十月而有绛巾之
招”，宋高宗推行了“更化运动”。十
一月，宋高宗急诏赵逵在宫内兼职，
不久又提拔他担任著作佐郎：“你是
我提拔的，秦桧每次举荐士人，没有
一次提到你，我由此知道你不附权
贵，真正的天子门生啊！”宋高宗让
他兼任普安郡王府教授：“两王方学
诗，冀有以切磋之。”（《宋史·赵逵
传》）接过话茬，赵逵当即奏明皇帝：

“言路久不通，乞广赐开纳，勿以微
贱为间，庶几养成敢言之气。”宋高
宗采纳了赵逵的建议。

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赵逵升
任著作郎，不久被任命为起居郎。
入宫答谢时，皇帝又赞他：“秦桧势
力很大，不依附他的只有你一个
人。”赵逵说：“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权
奸，但不与之同尔，然所以事宰相礼
亦不敢阙。”又说，接受陛下的官位
和俸禄却奔走于权贵门下，我不仅

不敢这样做，也不忍心这样做。绍
兴二十七年，赵逵与礼部侍郎共同
主管科举考试，“尽公考阅，以革旧
弊”，选到了王十朋、阎安中等一批
优秀人才。同年，赵逵升任中书舍
人（正四品高官）。宋高宗告诉“国
子正”王纶提拔赵逵原因：“赵逵纯
正可用。朕所以甫二岁令至此，报
其不附权贵也。”

秦桧一伙权势熏天时，赵逵并
没表现出“大义凛然”“铮铮铁骨”样
式，甚至“事宰相（秦桧）礼亦不敢
阙”。这彰显了赵逵的智慧：奸臣当
道，他不依附权贵、不搞团团伙伙、
不贪财受贿（他曾著《栖云集》30
卷，因后人无力承印而失传可佐
证），始终洁身自好，故而留下好名
声。

不幸的是，绍兴二十七年，41
岁的赵逵一病不起并英年早逝。不
过，正野史提起赵逵，都极力替宋高
宗“背书”，也引发我的好奇。《宋史》
点评说，秦桧独掌朝政大权时，不去
献媚的并非赵逵一人，宋高宗却独
对状元赵逵情有独钟：“登第六年而
当外制，南渡后所未有也。”缘何如
此？原因不外乎有三。其一，赵逵
才华横溢、品德高尚，赵构器重他自
然会给自己加分；其二，借此推卸治
国无能的所有责任（包括以莫须有
罪名杀害岳飞等责任），连岳飞的后
人也被宋高宗假象蒙蔽；其三，宋高
宗赞赵逵“文章似苏轼”，称他是“小
东坡”，是借“千古一人”苏东坡打自
己的牌，给后人特别是书写历史的
文人留下识才重才用才的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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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丰子恺非常重视培
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丰家，孩
子们把诗词当游戏，跟着长辈们一
起沉迷于京剧，同时亲眼看到父亲
用寥寥数笔创作出的精彩漫画。丰
子恺把他对万事万物丰富的爱，融
入日常的言行中，影响孩子们成为
懂审美、爱生活的人。而有段时间，
他每周一次的“例会”，更是对孩子们
影响深刻。

1939年，因躲避日寇，丰子恺
携家带口，跟随浙江大学西迁，来到
贵州遵义，一大家人挤在新城狮子
桥南坛巷的一个公寓里。当时，为

了教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于是每周六晚上8点，丰子
恺都要召集6个孩子（幼子丰新枚
当时不到一岁，所以不参加）开一次

“家庭学习会”。不过有趣的是，名
为开会，但借用其长女丰陈宝的话
说就是：“这个家庭会议不但不严肃
紧张，反而温馨又令人向往。”

当时，每到开会的前一天，丰子
恺都会提前买上一盒糕点，供孩子
们一边开会一边享用。起初，那盒
糕点售价五元，于是，丰子恺便将当
时的会议定名为“和谐会”。因为用
当地的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

“五元”近似。过了一年多后，物价上
涨，要花十元才能买到那盒糕点，于
是，丰子恺便风趣地把“和谐会”改名
为“慈贤会”，因为“慈贤”二字的读音
又与当地的“十元”相近。令人感叹
的是，虽然当时身处战乱时期，但丰
子恺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从他给家庭学习会取的那些有
趣的名字便可见一斑。

在家庭学习会上，除了每次必讲
的素质教育外，丰子恺最喜欢给孩子
们讲解一些诗词古文，他当时讲的都
是诸如李白、苏轼、陶渊明等这些耳
熟能详的诗人的作品。有时候，他也

会买一些这方面的书籍，让孩子自行
阅读，同时还要求他们每周至少能背
上一到两篇古诗文。除此之外，在每
周的家庭学习会结束后，丰子恺还会
让孩子们每人写上一篇会议心得，写
好后交由他来点评。

丰子恺表示：这样做不仅可以锻
炼孩子们的记忆力，还会提高他们的
语言表达能力。丰子恺当时这些新
颖的教育方法，放现在也不落伍。当
时的家庭学习会开了长达五六年的
时间，而孩子们在日积月累的学习
中，也收获了不少知识，这也为他们
以后长大成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部分《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戏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