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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春秋

史志琼崖

琼州自古有
“美”名
美巢村石碑 。

海口美社村 。

■ 本报记者 陈耿

12 月 2 日，海口美兰机场二期工
程投入使用。鲜为人知的是，
“美兰”
这一地名，是海南建省后才出现的，
迄今不过 30 余年，其所在的美兰区，
则是在 2002 年海口市和琼山市区规
划调整后设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
“ 美兰 ”的
“美”字，本义与美丽、美好无关，却与
“母亲”
“ 伟大”相关。专家学者通过
研究海南岛上大量含“美”字（或类似
发音）的地名，发现它们承载着一个
族群的居住和迁徙信息。

C

A

“美兰”原先叫“美男”

海口市东部演丰镇有个美兰村，村子附 “ 美 ”字 的 地 名 中 ，却 读 作 mai；而 发 音 为
近有个墟市，建省前那一带统称为“美男”，
nam 的“男”字，也有写作“南”、
“楠”或“湳”
无独有偶，海口南部有个地方叫“美仁坡”，
的，意为与“水”相关的江河溪流等，与男性
以至于在互联网“古典时代”的 BBS 上，有
无关，
只是一个用于记音的用字。
人戏称这两个地方是否分别盛产美男子和
事实上，
“ 美男”在正式改为优美、文雅
美人，
且遥相呼应。
的“美兰”之前，还一度被写成“美蓝”，这其
然而，语言学家研究发现，在海南闽语
中似乎是民间记录和行文的随意性所致，也
（俗称海南话）的发音中，
“ 美”作为美好、美
反映出这类地名书写源于发音而非基于字
丽 的 语 义 ，念 作 moi，但 在 绝 大 多 数 含 有
义的明显印记。

B

美巢村里胡铨的碑文。

笔砚清玩

“美”字原意为“母”
“大”

那么，海南岛上含有“美”字的地名，是
什么意思呢？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剑三认为，
地名中发
音为mai的
“美”
字，
汉义为母亲、
雌性、
姓氏或
物体之中的最大者。如，
临高县的
“美仓”
，
意为
大山林（临高语山林称sang，
仓字是其音译），
还有
“美南”
，
意为大溪。
除了“美”字，在临高语中与之发音更为
接近的汉字
“迈”
，
也较常见和多用。
比如，
海口市母亲河美舍河畔、
明代进士
李珊的故里
“迈瀛村”
，
以及桂林洋大学城附近、
清代广东最后一位解元（乡试举人第一名）曾对
颜的祖居地
“迈德村”
，
还有明代临高举人、
有
“吟绝”之誉的王佐的家乡“买愁村”
（今美巢
村）。这几个都是颇有文化积淀的历史名村。
刘剑三在查阅方志时注意到，其实从宋
代至明代，
“买”字打头的临高语地名还非常
多，这个字段读音也是最接近临高语发音
的，清代以后，人们追求地名的雅化，才逐渐

改为“迈”和“美”。明代府城进士郑廷鹄就
写过一首五绝《买盈村》“
：
洋洋一掬水，纡石自为堤。洞识盈虚
理，高山是指迷。
“
”买盈村”
就是迈瀛村。
从“美巢村”等地名之变，刘剑三教授指
出，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译名中，
只会发现后译
者比前译者更有字面意义上的美感，
而没有发
现与之相反的，
这种情况表明，
人们的审美价
值由单纯的求真尚实到求雅尚美。
语言语音总在发展变化当中，比如元音
中的尾音脱落，临高语也不例外，原先的
mai 音，尾音 i 脱落后，变成了 ma，记作“麻”
或“马”等，譬如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的“麻
余村”
和琼山区旧州镇的
“麻钗村”。
最近两年，刘剑三在临高县调查发现，
当地临高语中元音脱落现象也比较常见，人
们称呼树名时，mai 音就变成了 ma 音，比如
将大叶榕叫作 ma vang，把槟榔唤作 ma
long（美榔）。

有道是，地名是人类活动史的“活
化石”
。
“临高人”
早在秦代以前便已迁入海
南岛。据原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梁敏、张
均如所著的《临高语研究》
（1997 年，
上海
远东出版社）介绍，
“临高人”
主要分布在
海南岛北部地区，
“ 东起琼山县的南渡
江，
西迄临高县的新盈港，
南以琼山县的
遵谭、澄迈县的白莲和儋县的南丰为界，
北濒琼州海峡，
包括临高县全境和儋县、
琼山县及海口市郊的各一部分。
”
刘剑三教授在其《海南地名及其变
迁研究》一书中推断，从现今的地方来
考察，
“临高人”历史上活动和生活的地
区要大得多，仅以比较典型的“美”
（迈）
为领头字的地名为例，此类地名分布在
临高、琼山、澄迈、儋州、定安、文昌、屯
昌、琼海等市县的 300 多个自然村，可以
推断这些地方都是早年“临高人”活动
和生活的地方，其中大本营在临高和琼
山，但越往东部和南部“临高人”越少，
目前定安、文昌、屯昌、琼海这四个市县
已经没有“临高人”而全部是迁琼闽人，
可能是历史上迁琼闽人大规模进入后，
他们撤回“临高人”大本营，或者就地被
闽人同化了。
此外，由于万宁和原先的民族地区
离大本营较远，
“临高人”没有进入这些
地区。
“总之，
有
‘美’
（mai）的地方就有
‘临
高人’。”刘剑三说，
“具体如澄迈县境内
西汉时曾设置苟中县，
治所在美亭乡（今
属金江镇）美中墟。根据地名，
西汉时该
地区是‘临高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不过
现在那里已没有
‘临高人’
居住。
”

唐朝﹃吃货﹄罗友

陈甲取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魏晋时，有位著名“吃货”叫
罗友。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罗
友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经常吃
了上顿愁下顿，吃饱吃好就成了
他一辈子的孜孜追求。
那时，
大户人家经常会在祠堂
摆祭品祭祀祖先，祭祖仪式结束
后，
会把祭品分发给众人。罗友打
听到哪家准备祭祖，
就会赶过去打
秋风。一次，因为去得太早，祠堂
还没开门，他就守在祠堂门口等。
主人家出来迎神时看到他，
罗友大
■
大方方地回道：
“喔，
我听说你家祭
祀，
就想来讨点好吃的。
”
说完就往
门后一站，耐心等到祭祀结束，上
去就吃。碰上十里八乡有办红白
喜事的，
罗友更是从无遗漏地主动
出席。当然，
以他的家庭条件没有
也不会随礼的。
桓温任荆州刺史时，罗友在他手下当从事。尽
管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罗友依然不改吃货本色，逮
着谁就在谁家蹭饭。对于这点，桓温看不过眼，就邀
罗友到他家，
结果被罗友拒绝了。
一次，
桓温摆宴为车骑将军王洽送行。按照罗友
的官职级别，
本来没资格参加此类饭局，
但罗友不请自
来，
说有要事要向桓温汇报。桓温就让人给他安排座
位，
边吃边聊。罗友坐下后，
两耳不闻身边事，
一心只满
足味蕾，
旁若无人地挥箸如飞，
大享饕餮盛宴。酒足饭
饱后，
罗友正准备闪人。桓温一眼瞧见了，
就招呼他。
罗友停步，
一脸迷惑。桓温郁闷地说：
“你刚才不是火急
火燎地说找我汇报事情吗，
怎么还没说就要走了？
”
当众被桓温拆穿谎言，按说也够尴尬的了，但看
罗友脸不红心不跳，摩挲摩挲撑得滚圆的肚子，冲着
桓温一拱手，很老实地说：
“我听说白羊肉味美无比，
但这辈子还从没有吃过。听说您给王将军设宴饯
行，席上有传说中的白羊肉，就特地过来尝尝。其实
我没啥事，现在我已吃饱，就先告辞了。各位慢用。”
说完就走了。桓温也拿他没办法，
一笑了之。
后来，罗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临行前，桓温的
弟弟桓豁请他吃饭。结果，罗友却推掉了：
“抱歉，我
已经跟朋友约好共进晚餐了，不如咱们改日再聚。”
桓豁不信，派人偷偷跟着他，发现他居然去了桓豁手
下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吏家里，两人吃喝说笑，欢乐无
限。对于罗友这种宁跟下属吃饭也不赴领导饭局的
表现，桓豁表示很费解。其实，罗友的想法很单纯，
对他来说，吃饭重在内容而非形式，重要的是吃得开
心欢乐，
至于跟谁吃，
并不是那么重要。

读史侧翼

姚秦川

为育英才弃高薪
张元济

的聘书，开始出任公学译书院主管。
时间不长，因为能力出色，他又开始
担任公学总理，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职位，待遇也非常优厚。然
而，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正当张元
济事业做得一帆风顺之际，他却突然
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到商
务印书馆。
要知道，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只是
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
工人夏瑞芳创办，没有一点名气。如
今，张元济放弃在南洋公学的显赫地
位，跑去跟一个小业主进行合作，这样
令人大跌眼镜的“华丽”转身，让许多
人感到不解和困惑，同时也不禁为他
的前途捏一把汗。然而，张元济却像
没事人一样心态平和，他还反过来安
张元济先生
慰那些为他担忧的人不必多虑。
其实，当时的张元济在心里早已
树立了一个远大的理想：以扶助教育
为己任，为祖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教
育英才。而如果想要实现这个理想，
就必须出版更多优秀的书籍以开启民
智，张元济觉得自己有必要肩负起这
个重担。
最终，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印
书馆逐渐声名鹊起，先后编写了小学、
中学以及大学的全套教科书，同时组
织翻译出版了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
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
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除此
■
之外，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中国
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
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
当时，为了让商务印书馆发展壮
大，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
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在
1920 年到 1922 年间，他先后招来了
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竺可桢、顾颉
刚等青年才俊，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后
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
张元济 1867 年出生于浙江海盐，
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
字菊生，号筱斋，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
家、教育家和爱国实业家。值得一提
的中心。
的是，年轻时，张元济为给祖国培养出 “各方知识分子汇集”
最终，
张元济靠着自己的胆量和魄
更多优秀的教育人才，曾主动放弃高
力，
将一个小作坊式的印书馆，
发展成为
薪工作，加入一家小作坊里，其过人的
远东最大的出版商。虽然历经时代剧
胆识在当时令许多人佩服不已。
变，
但他点燃的簇簇文化灯火，
却至今仍
1898 年 10 月，张元济接受南洋
未暗淡，
并一直照耀出夺目的光芒。
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人盛宜怀

史鉴典录

《听琴图》，北宋，赵佶（传），绢本设色，
横 147.2 厘米，纵 51.3 厘米，现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
《听琴图》是一幅优秀的中国古代人物
画。画面描绘得相当精致，人物表情以及
画面气氛，足以引人入胜。通过纤细的技
法和迷人的色彩，把作品描绘得工整清丽，
神妙无加。
很多人都认为，
《听琴图》中穿缁衣的人
是宋徽宗赵佶，
他居中端坐于松树下的石墩
上，
戴黄冠作道士打扮，
微微低头，
双手轻轻
地拨弄着琴弦；弹琴人前面坐着三位听众，
右边一人戴纱帽着红色朝服，俯首侧坐谛
听，
一手反支石墩，
一手持扇按膝，
那神气就
像完全陶醉在这动人的曲调之中；
左边一人
戴纱帽着绿色朝服，拱手端坐，一副恭敬的
模样，
那抬头仰望的神色正是被这美妙的琴
声挑动神思，
飞到缥缈处；
在他旁边，
站立着
一个蓬头童子，双手交叉抱胸，正在用心细
听，但心情却比较单纯。三个听众，三种不
同的神态，
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栩栩如生。
《听琴图》的背景和道具处理得十分简
练，主人公背后画着一株松树，枝叶扶疏，
亭亭如盖，凌霄花缠绕于青松之上，依了陆
游的诗意：
“ 庭中青松四无邻，凌霄百尺依
松身。”整个画面的气氛，仿佛使人觉得，在
这静谧之中有一阵阵的如天籁一般的琴声
混合着微风吹动松枝竹叶的声音从画中传
出，
其妙处那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赵佶生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 年），是
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继位时年 19 岁，在
位共 25 年。
稍有涉足中国绘画史的人都会从不同
角度与宋徽宗不期而遇：无论是作为画家，
还是他执政时期的宫廷画院、
画学，以及他
下令组织编纂的《宣和书谱》
《宣和画谱》两
本在中国美术史学中十分重要的著作，都
有令人景仰的成就。
（杨道 辑）

■ 刘永加
近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神童”魏永康不
幸英年早逝，时年 38 岁。人们闻讯不禁为之痛心
惋惜，也有不少人从他身上的传奇开始反思神童
现象。

宋代造神童成热潮

临高语族群先民原住地

《听琴图》

宋代是如何造神童的？

回望历史，宋代是出现神童较多的时代，这也
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教育方式有关。但据史料记
载，
宋代神童虽多，
但最后能够成为大材的却很少，
有的神童长大后就淹没在人海里，
再也没有闪过光，
当时堪称
“网红”
神童的
“方仲永”
就是典型代表。
所谓神童，就是指那些智力超常的儿童，往往
天生的成分较大，
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才。然而在宋
代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神童，
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当
时比较出名的神童有：
王禹稱6岁、
孔文仲7岁、蒋
堂6岁、
黄庭坚7岁会作诗；
王曾从小
“善为文辞”
，
苏
轼10岁
“闻古今成败，
辄能语其要”
；
叶梦得
“嗜学早
成”
；
张孝祥自幼
“读书过目不忘，
下笔顷刻数千言”
；
陈傅良儿时为文章，
自成一家，
等等。特别是江西金
溪农家子弟方仲永5岁
“未尝识书具”
，
但能
“指物作
诗立就，
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更有甚者，
神童杨亿
“数岁不能言”
，
却突然吟咏出《登楼》诗：
“危楼高百
尺，
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
为此，
宋代在贡举中专门设立了神童举，又叫
童子举，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
称为神童。其中宋
真宗时的宋纷、晏殊、姜盖、李淑、蔡伯希等，先后
中童子科，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
而福建蔡伯
希年龄最小，仅有 3 岁，宋真宗还为其赋诗一首：
“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
正是宋代这种童子举制度，催生了人们造神
童的热潮。因为这一科制的设立，为宋代士子提
供了一条入仕的捷径。所以办学之风在宋中期
大兴，显然与童子举不无关系，在京城开封和州
县小学以及私人书院纷纷建立。据《文献通考》
记载，宋神宗元丰时，置在京小学有“就傅”
“初
盆”两斋。宋徽宗时办学之风尤甚，政和四年
（1114 年），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
之。收八岁至十二岁儿童，率以诵经书字多少，
差次补内舍、上舍。州县小学参考在京城小学规
约办学，其学生皆备餐钱就食在校学习。

选拔神童重视诗赋作文能力
既然宋廷如此重视神童试，那当然想选到真
正的神童。因为童子试比较热门，所以求试人数
逐年增加。政和二年（1112 年）九月，一次求试者
竟达 10 人。对此，宋廷不以为荣，反而引以为患，
他们发现神童的质量有问题，并不能尽如人意，所
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控制。
宋廷要求地方州、县严格控制申报人数，在年
龄上不得伪冒，
“念书童子十岁以下许试”。宋廷
对神童试的人数屡加限制，其原因是求试者水平
下降，引起大臣们的不满。官至南宋宰相的沈该
曾就其原因分析：
“（求试童子）但能读一诵，未能
通义理作文”。再加上童子举，考试科目的单调、
陈旧、人数太滥，造成神童质量严重下降。
对此，
宋高宗很清醒，
他曾说：
“上有所好，下
必有甚焉，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试者云
集，此虽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恶，不可不审也
……朕即位以来，
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未闻有登
科显名者。”
所以，
对于这些神童，
宋高宗一方面限
制参加童子试的人数，另一面对于推荐上来参加
考试的神童，
采取奖赏后均予以放归原籍。
对于童子试的改革，宋高宗从改革考试制度、
考试内容着手。要求应试童子除记诵经文，须赋
诗、会诵读、理解御制诗文，以考察考生的理解力
和遣词造句的作文能力。
宋廷在完善童子举制度上做了不少尝试，但
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把选出
的幼小神童，培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被宋廷
赐予出身的神童，除少数出身于官宦之家子弟杨
亿、晏殊、李淑等得官外，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
施进一步培养他们，相反对绝大多数都予以遣返
回原籍。
久而久之，这些神童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地
销声匿迹了。即使那些有幸被收入朝廷的少数神
童，也有不少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培养，一样毫无
建树。
王安石曾记述一个神童方仲永的遭遇。方仲
永五岁时就会写诗作文，邻居乡亲看了他的诗文
“甚为奇之”
，
并纷纷送钱资助，
于是方仲永成了当
时的
“网红”
神童。可是他的父亲不是好好培养孩
子，而是拿儿子的天才来谋利，
整天带着孩子访亲
问友，以获取钱财，不再让他学习。于是渐渐“不
称前时之闻”
，而终成
“泯然众人”
，最终沦落乡野，
无人问津。
对此，王安石感慨道：
“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
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为众人，则其
受于人者不至也。”神童再聪明，如果得不到应有
的继续培养和教育，也难成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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