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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一叶

史志琼崖

海南黄花梨：

■ 王吴军
《黄甲图》 徐渭（明） 作

微缩中华文明的江山图

古人吃蟹

■ 吴辰

花梨缘何姓“黄”

故宫博物院里的黄花梨花几 。

初闻黄花梨的名称，很多人都会有疑问，这
种硬邦邦的木头怎么会和平日里常吃的梨有联
系，但是叫着叫着，人们也便都习惯了这个名
字，而有关名字来历的疑问便不复被人记起
了。真可以说是
“这世上本没有黄花梨，叫的人
多了，也便有了黄花梨”。
关于黄花梨名称的来历向来没有定论。许
多人说，黄花梨出自海南中部山区，自古为黎族
同胞所发现、利用，甚至有文献明确记载其“产
于黎山”
，故而，黄花梨本应为
“黄花黎”
，甚至一
度建议以“黄花黎”来代替“黄花梨”，以显示其
产地为黎山。这种说法于情是说得通的，但是
于理却有些牵强，虽然黎族同胞在生产生活中
曾经大量使用黄花梨，但是其主要用途也只是
作为一般的生产生活用品，并未见其珍贵。事
实上，直到现在很多黎族同胞也对这种曾经
“填炉子都只冒烟不着火”的木头为什么能在
几年之间身价暴涨抱有疑问。还有一种说法
源自明代的《博物要览》，称“花梨产交广溪涧，
一名花榈树，叶如梨而无实”，这其实也站不住
脚，如果见过梨树的人就会发现，梨叶与黄花
梨叶并不相同，梨叶宽大，而黄花梨叶窄小，其
区别一眼可知。鉴于此，不妨大胆作想，在一
般木料中，梨木以其坚硬和多纹著名，尤其是
老梨木，不仅木质细腻紧实，细闻还会有果木
特有的香味，古时梨木易得而黄花梨不常见，
有可能以梨木类比黄花梨。
而还有一种说法是“花榈色紫红，微香，其
纹有若鬼面者，亦类狸斑，又名‘花狸’。老者
纹拳曲，嫩者纹直，其节花圆晕如钱，大小相错
者佳”。这种说法倒是有一定的道理，黄花梨
再珍贵也不过是木材，木材自然要在木质本身
上找文章。屈原《九歌·山鬼》中就有“乘赤豹
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的诗句，自古以
来，狸都以斑斓著称，黄花梨本身木纹多变，纹
理间大有山水跌宕起伏之势，故以“花狸”名之
也倒妥当。
在记载中，经常会提到“花榈”，其实这倒
是另一种木材。花榈木和黄花梨分布地区相
近，也是一种优质的木料，唐代《本草拾遗》中
有记载，称“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
紫檀而色赤，性坚好”，而其他记载也都经常
提到“花榈”，直到李时珍编《本草纲目》，称榈
木“木性坚，紫红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
木，可作器皿、扇骨诸物。俗作花梨，误矣。”
看来，古人将花榈木和黄花梨混作一谈并非
一时。
但无论如何，黄花梨这个名字是流传下来
了，尤其是在海南，黄花梨倒真是比水果中的
梨名气还要大一些。

南海博物馆展品黄花梨木小宝座 。

4 月 13 日，由故宫博物院
与省旅文厅联合主办的“故宫·
故乡·故事——故宫博物院藏
黄花梨沉香文物展”在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开展。
此次展览精选故宫博物院
藏黄花梨家具与沉香器物中的
上品。同时，展览以博鳌亚洲
论坛成立 20 周年为契机，由黄
花梨沉香引出海南与故宫的故
事，展示海南特色地域文化，体
现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海南岛上物华天宝 ，最引
人瞩目的当属黄花梨，所谓“佳
木由来堪作器，良工自古不遗
材”，黄花梨称得上是佳木中的
佳木，在海南岛内、全国，甚至
于全世界，黄花梨都稳稳地站
在木材界的头把交椅。

黄花梨名字的由来

若论
“正宗”
，
还得说是降香黄檀。看来，
给花梨
找个
“黄”
姓还是很有必要的。

南海博物馆展品黄花梨木直后背交椅 。

古籍里很少能见到“黄花梨”三字的连用，
而更多只是统称其为
“花梨”
，
直到晚清，
方才能
木料中的中华大美
在史志上大量见到“黄花梨”这个名字。
《清实
录·德宗实录》记载，
慈禧为了自己身后的富贵，
中国人自古喜爱木料，这并非是仅仅源自
曾经大肆重修自己的定东陵，
从地砖到房梁，
几
其实用性，木料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品格也足以
乎全部重换，
善于溜须拍马的大臣奕劻提议
“大
比德君子，黄花梨作为木料中的魁首，自然也
殿木植除上下檐斗科仍照原估用南柏木成做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追捧。
外，
其余均拟改用黄花梨木，
以归一律”
，
这一提
自唐宋起，人们对黄花梨一直有较高的关
议深得慈禧欢心，这之后，慈禧也不断下懿旨，
注，而最初人们注意到黄花梨的价值还是由于
变本加厉地使用当时已经十分名贵的黄花梨，
它的木性，在早期的文献中，人们对黄花梨的
明确指示“普陀峪万年吉地东西配殿木植用黄 “色赤”
“性坚”十分重视，这实际上还是出于实
花梨木，罩笼罩漆，一切做法均照大殿修理”。 用的角度，说到底，木材本身不就是拿来用的
除此之外，
“黄花梨”之名似乎并不常见于史书
嘛。黄花梨色美质坚，正应了中国人所推崇的
之中，
而更多是以
“花梨”
名之。
“黄花梨”
这一称
秀外慧中、内圣外王。另外，黄花梨可堪入药，
谓的流行，其实则要迟至民国之后了，随着民
有安神理气的作用，这也增添了人们对黄花梨
国时期对外贸易的日渐发达，越来越多的木料
的喜爱，毕竟好木材多、好药材也多，而两者得
从东南亚、非洲、甚至拉丁美洲被进口到中国，
兼，
舍黄花梨其谁？
使用红木家具蔚然成风。为了市场营销，许多
而到了明清，
人们对黄花梨的重视早已超越
木材商人利用“黄花梨”在木材界的地位，将一
了实用，
上升到了审美的层面。黄花梨的坚硬已
些价格相对低廉的进口木料冠以“花梨”之名。 经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而其木材上的纹路
为了区分正宗的“花梨”，便有人在其名字之前
却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
尤其是经过岁月磨砺而
冠以
“黄”
字，
久而久之，
“黄花梨”
这一称谓便在
形成的一个个
“鬼脸”
，
在黄花梨的爱好者们眼里
民间流传开了。名木还需名人做陪衬，有人说
更是仪态万千。尤其是到了清中期以后，
人们甚
“黄花梨”
之名源自梁思成，
此为一家之言，
姑妄
至专门挑选带有
“鬼脸”
的木料去打造器具，
并形
听之，
不足为信。
成了延绵至今的黄花梨审美传统。其实，
黄花梨
而如果按照现代植物学的分类，我们现在
之美正是神州大地壮丽河山的造就，
黄花梨多长
所谓的“黄花梨”学名为降香黄檀，而另有海南
在山上，
历经风吹雨打，
年久弥坚，
其木材上的纹
黄檀、花榈木等木材也被称为“花梨”，其实，海
路正如河川山脉般跌宕起伏。欣赏黄花梨器具，
南先民早就发现这些木料的区别，称降香黄檀
便是在欣赏一幅微缩了的江山地理图。
为
“花梨母”
，
而海南黄檀或花榈则为
“花梨公”
，
黄花梨不仅仅是一种木料，更是中华精神
及至今年涌现的所谓巴西花梨、缅甸花梨、非洲
的沉淀，是祖国山河的集聚。人们喜爱黄花
花梨等则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虽然各种
梨，其实爱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和坚
冠有“花梨”之名的木料品质都十分优秀，但是
韧，更是因为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笔砚清玩

《梧竹书堂图》
《梧竹书堂图》，明代画家仇英作，
《梧竹书堂图》画法工密，设色清
纵 148.8 厘米，横 57.2 厘米，上海博物
丽，上有文徵明、彭年、王宠三人题诗，
馆藏。
根据诗意可推断，
这幅作品很可能是仇
该图画一精舍，宽敞的书桌置于
英献给从翰林院退隐归来的文徵明的。
窗前，上置文具书籍，一士人半坐半卧
仇英（约 1498-1552）字实父，号十
于躺椅上，神态安详。房舍四周修竹、 洲，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明代
梧桐摇曳生姿。坡石勾皴用拖泥带水
绘画大师，
与沈周、
文徵明、
唐寅并称为
法间乾笔皴擦，再以水墨淡淡晕染，颇
“明四家”。仇英的山水以青绿重色为
见浑厚。上缀以萱花、丛菊，显示出隐
主，主宗赵伯驹和南宋“院体”，写景真
居的优雅情调。
实又有所理想化，
布局宏大繁复兼具明

季羡林收了一个学生

■

姚秦川

崔鹤同

■■■■■

千元。郑振铎听罢激动万分，
他急切地
嘱托陈乃乾：
“一定要帮我买下！
”
其实当时的郑振铎一贫如洗。他
立即将这好消息电告在汉口的卢冀野
（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和在香港的
袁守和（北平图书馆馆长）。第二天，
郑振铎带着凑齐的钱迅速赶去，将书
款交与书店杨经理，并约定次日下午
取书。同时，经理又告诉郑振铎还有
半部也有下落，现在一个古董商孙某
处，至多 2000 元也可购得。郑振铎听
后又是一阵兴奋，
一口托他为其购下。
孰料，第二天当郑振铎赶到书店
取书时，杨经理说他去迟了一步，那 32
册书，一清早就以 900 元归了古董商孙
某。这样两书合一，成了完整的一部，
现在孙某已居为奇货，
待价而沽。
于是，郑振铎又去找陈乃乾，陈与
孙是熟友，经他周旋，孙某总算开口，
要 价 万 金 。 经 过 3 天 的 议 价 ，终 以
9000 元成交。在同事和朋友的热情帮
助下，郑振铎终于凑齐书款。就这样，
郑振铎坚持不懈，一波三折，历尽艰
难，为国家抢救购置了一部极为珍贵
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据《人民政协报》
）

读史侧翼

郑 振 铎 抢 救﹃奇 书﹄

史话春秋

■

1929 年 10 月，郑振铎从欧洲回来
后，从国立北平图书馆上读到常熟著
名藏书家丁初我写的《黄尧圃题跋续
记》一文，从中得知《古今杂剧》原为明
代赵琦美脉望馆的旧藏，赵亲自手抄
编定。
元朝是我国戏曲发展和成就最突
出的一个朝代。但当时所能见到的关
于元朝戏曲杂剧的资料和文献却很
少。而这部 64 册的古今杂剧，收集了
元明杂剧 240 多种，可谓价值连城的一
部
“奇书”。
时隔 8 年，1937 年上海“八·一三”
事变后，为了罗致收藏古籍文献，执意
留在孤岛上海的郑振铎，又想到了丁
初我文中所提到的那部杂剧。他当即
去信给北平的友人追问该书的踪迹，
又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去直接询问丁
氏。但丁氏答复那部书他是借的旧山
楼 主 的 ，于 是 他 又 专 程 赶 往 常 熟 寻
觅。由于军阀混战，那里已是断垣残
壁，人去楼空。但郑振铎依然坚信这
部《古今杂剧》终有
“出头露面”
之日。
一天晚上，
书友陈乃乾打来电话告
知郑振铎，苏州某书商最近发现了 32
册的元剧，
有刻本也有抄本。书主要价

快清朗，绘建筑工致精确而不刻板，山
石勾勒中兼施皴擦点染，规整中见放
逸。画树则勾勒、渲染、夹叶、点缀并
用，
灵活多变，
设色浓艳鲜丽，
又注意色
调的统一与柔和，
显得艳而不媚。人物
画亦以工笔重彩为主，尤善仕女，体态
俊美，
笔法细微，
敷色妍柔，
有
“仇派”
仕
女之称。其作品雅俗共赏，
对传统的青
绿山水和工笔人物有重大的发展。
（杨道 辑）

一年，季羡林的一位朋友去
点礼貌也没有。”朋友说出了自
看望他，
当时，
开门的是一个二十
己的不满。
“ 他对我很好啊！”季
多岁的年轻人。朋友进门后，那
羡林依旧面带微笑着回答。朋
位年轻人立即对季羡林说道：
“先
友听后更加惊讶：
“ 学生这样指
生，
有客人来了，
您去给客人倒杯
使你，
你反而还说他很好？”
茶水。
”
季羡林解释道：
“ 学生确实
过了一会，年轻人又嘱咐季
对我很好，你没看到他只叫我做
羡 林 ，您 去 厨 房 拿 点 儿 水 果 出
那些容易的事情吗？”看到朋友
来。看着一个年轻人如此不礼貌
一脸的不解，季羡林继续说道：
地不停地指使着季羡林，朋友心 “他叫我倒茶，没叫我去烧水泡
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令他万分惊
茶；他叫我切水果 ，没有叫我去
讶的是，季羡林好像没有一点儿
外出买水果。”朋友听后一下子
怨言，反而心甘情愿地照着年轻
怔住了。季羡林心平气和地最
人的话去做。大约半个小时后，
后说：
“ 凡是那些费力气的事情，
年轻人对季羡林说，他自己有点
他都不叫我做，只要我做简单的
事情先出去一下，就不陪他们一
事情和轻松的事，
他这样做，
只是
起聊天了。
为了我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因为
年轻人刚一出门，季羡林的
他知道我经常写作，没有时间运
朋友便有些生气地问：
“ 那个年
动，而久坐不动又对身体不好。
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怎么这
你现在说说，他是不是对我很好
样指使你做事，难道他不知道你
呢？
”
朋友听后，
一下子恍然大悟。
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吗？”季羡林
人和人交往，没有贵与贱之
听后微笑着回答道：
“ 他是我新
分，
也没有尊与卑之分，
有的只是
近才收得一个学生，我看他并没
心与心的交流，
情与情的共鸣。评
有对我怎样啊！”
“ 对方不停地指
价生活中他人的言行举止，
要看你
使你做这事做那样，给人感觉一
到底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

■■■■■

千百年来，螃蟹早已成为人们盘中的美
味。
但是，在古籍记载中，螃蟹在北方只是一
种怪物，古代江南人吃它，是因为对它的憎恨
和厌恶。
在古人的眼里，螃蟹是一种怪模怪样的东
西，所以，北宋的时候，有人就用螃蟹来吓唬鬼
怪。北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记载过
这样的轶闻：关中人不识螃蟹。有人收得一只
干螃蟹，人家病疟，就借去挂在门上。
古代的关中人认为人患了疟疾，
是因为疟鬼
在作祟，
所以就在门上挂一只怪模怪样的螃蟹，
疟鬼看到螃蟹的模样，
必定吓得不敢进门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说，对于螃蟹，关
中是“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沈括是浙江
钱塘人，地地道道的江南人，他在关中地区的
陕北延安当过官。把螃蟹挂在门上辟疟鬼之
事，看来绝非子虚乌有。
关中穷乡僻壤的百姓直到宋代还没见过
螃蟹，但有江河湖泊和临海的地区，则早就有
吃螃蟹的记载了。东汉的著名经学家郑玄就
曾经考证过螃蟹，说是西周时期祭祀时便有了
青州的蟹胥。
古代的青州，
指泰山以东至渤海区域；
蟹胥，
也就是螃蟹酱。可见，
西周时期，
古人不但识螃
蟹，
而且还将螃蟹当成美食，
悦而食之了。不过，
吃螃蟹之风的广为流行，
是西周以后的事情。
东晋时期，
有个吏部郎名叫毕卓，
他喜欢喝
酒，
酒量很大，
还喜欢吃螃蟹。他经常因为喝酒
耽误工作。他看到邻居酿成好酒，
便趁着夜色去
邻居家偷酒畅饮，
被邻居家的佣人当场拿住。直
到天明，
邻居才发现拿住的偷酒贼竟是吏部郎，
慌忙再拿出新酿的好酒与毕卓对饮，
大醉方休。
毕卓说过这样喝酒、
吃螃蟹的豪言壮语：
“得酒满
数百斛船，
四时甘味置两头，
右手持酒杯，
左手持
蟹螯，
拍浮酒船中，
便足了一生矣。
”
右手持酒，左手拿蟹，尽情吃喝，便是毕卓
一生的最高追求，这是典型的酒痴和蟹痴。但
是，在《晋书》中，这个典型的蟹痴和酒痴毕卓
居然有传。也许史官觉得毕卓这样的酒痴和
蟹痴，
是性情中人，有可爱之处。
古代北方人对于有食蟹之风的江南人是
深以为怪的。
《洛阳伽蓝记》中曾记载，北魏的
杨元慎曾经嘲笑来自江南的南梁将军陈庆之：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做冠帽，短制衣裳。
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
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
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这
番记载中的“嗍”，是吮吸的意思；
“唼”，是吧唧
嘴的声音。形容吃蟹黄的情景，很是传神。从
《洛阳伽蓝记》中的这段记载可见，当时的北方
人对江南人吃大米、喝茶、食螃蟹的习俗，是很
不感兴趣的。
唐宋之后，北方人也开始吃螃蟹。宋朝孟
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
北宋时期，
皇宫中已
经把吃螃蟹当成了日常之事：
“（汴梁城）东华门
外市井最盛，
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
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
着，
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份，
客要一二
十味下酒，
随索，
目下便有之。
”
这里说的
“禁中”
就是皇宫，
而宋朝的皇帝是北方人，
京城汴梁也
在北方，
当时在皇宫中的皇帝也要吃螃蟹，
可见
吃螃蟹之风已经流传到了北方。
古代吃螃蟹之风最盛的江南地区大多种
植水稻，螃蟹却是一种食稻伤农的东西，曾经
对江南的水稻为害相当严重。直到元朝，江南
一带的螃蟹对水稻的损害还被称为
“蟹厄”。
《元史》中记载说：
“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
满，稻谷荡尽，吴谚有蟹荒蟹乱之说，正谓此
也。”水稻田里的螃蟹多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蝗
虫一样，给水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古代江南农民对为害水稻的螃蟹非常痛
恨，恨到了极点，就去吃螃蟹。在《红楼梦》中，
薛宝钗的《螃蟹咏》写道：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
浦空馀禾黍香”，写的就是吃掉螃蟹才能保住
庄稼的道理。
古代江南人竟然是因为痛恨螃蟹，才去吃
螃蟹的，这实在让人没有想到。然而，古代江
南人对螃蟹这种痛恨，却造化了螃蟹这样的美
食，这肯定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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