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博物馆所藏蛋壳黑陶杯，是
龙山文化蛋壳黑陶器的典型代表。蛋
壳黑陶杯，1960年出土于山东潍坊姚官
庄遗址。陶杯口径11 . 2厘米，通高17 . 5
厘米。器壁薄如蛋壳，由杯身和器柄座
两部分组成。整个陶杯体态轻盈，陶色
纯黑有光泽，纹饰朴素无华，仅仅是器

柄底座装饰有多层凹凸线条，代表了
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蛋壳黑陶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
山文化遗址,以“黑如漆，亮如镜，薄如
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
有声”，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
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1928年，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
鼎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平陵城附近的
断崖上，发现了数片漆黑、光亮、有的
甚至薄如蛋壳的陶片，经考证，这些陶
片竟是4500年前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文
化遗存。这一发现立即轰动了世界，揭
开了考古史上划时代的一页。其中，蛋
壳黑陶器是山东龙山文化特有的标志
性陶器，也是我国古代制陶艺术的巅
峰之作。直到上世纪60年代，山东潍坊
姚官庄遗址出土了一批蛋壳陶，才使
人们对蛋壳陶的真面目有了比较清楚
的认识。

龙山文化黑陶器不以装饰取胜，
而是以造型见长。黑、薄、光、纽为黑陶
的四大特点。黑陶的造型千姿百态，以
复杂造型为主，简单者较少，但都端庄
优美，质感细腻润泽，光泽沉着典雅，
具有一种如珍珠般的柔雅沉静之美，
欣赏价值极高。常见器型有碗、盆、罐、
瓮、豆、单耳杯和鼎等。

黑陶工艺精美，造型典雅生动，甚
至还能像蛋壳一样薄，我们的祖先是
如何创造出这等连现代文明都无法企
及的业绩的呢？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
这种高超的制陶工艺又为何神秘失踪
了长达四千多年呢？这是史学界的不
解之谜，更是考古界和人类文明史上

的千古之谜。
经研究表明，我们的先人早在4600

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封窑渗炭技
术，让弥漫在窑中的浓烟通过科学的

“熏烟渗碳”技术，将烟中的碳粒渗入
了坯体而呈黑色。龙山文化制作蛋壳
黑陶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使用的陶
泥是经过反复淘洗的细泥，陶胎内不
见任何杂质，其质地细密，几乎没有渗
水率。陶泥做好后，经过拉坯、阴干、磨
光、雕刻，干透后，再经木炭烧制、出窑
雕刻等十几道工序，最终才能烧制成
一件黑陶。尤其是蛋壳陶杯，杯壁厚度
均匀，最薄处仅为0 . 2～0 . 3毫米。胎体
表面经长时间打磨，使石英云母、绢云
母等反光物质的颗粒顺着一个方向排
列，对光线的反射由漫反射改为平行
反射，使得器表熠熠发光。即使是现代
化工艺发达的今天，研究人员模仿烧
制如此轻薄的陶器也是相当困难。

龙山文化时期蛋壳黑陶杯，多出
自较大型的墓葬。在墓中也往往是单
独摆放，不与其他的随葬物品混杂，可
见其地位显要。蛋壳黑陶杯的造型一
般都是头重脚轻，器壁超薄易碎。因此
推断这类器物不可能是生活中的日常
用品，应是龙山文化时期富贵人家享
用的随葬礼器，极可能是一种显示尊
贵身份的礼器，那就意味着当时社会
已产生阶级分化而即将告别原始的蒙
昧。

可以说，蛋壳黑陶杯的出现，即已
掀开文明的曙光。由于其应用范围大
多为礼器，很少用于日用器皿，所以产
量较少，因此而弥足珍贵。

乳山地处胶东半岛的南岸，有185公
里的海岸线，海产品非常丰富。按理说，
在这里吃到新鲜鱼绝非难事。咋就传出
了“乳山鱼，难下肚”的说法？

鱼与裕、余等字谐音，代表着人们对
富足宽裕、吉庆有余等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了这盘鱼，就有了对宾客的尊敬和祝
福。这也是海滨城市独有的饮食文化。因
此，乳山人待客，有“无鱼不成宴”之说。

“前些年，乳山还有用木头鱼招待
客人的事。‘乳山鱼难下肚’与木鱼待
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乳山民俗作
家辛明路说。

捕鱼有淡季和旺季，而红白事却不
分淡旺季。办白事的人家，一般不讲究鱼
的淡咸，上条咸鱼或河鱼，也没有人挑
剔。而逢年过节、结婚生子等喜事就异常
隆重，讲究上带鳞的海鱼。办喜事的人家
赶上捕鱼旺季自然不愁，若是赶在捕鱼
淡季，就面临着“无鱼敬客”的尴尬境地。
乳山有句俗话：“能应许人一头猪，不能
应许人一条鱼。”因为想吃肉，圈里有现

成的猪，现吃现杀，而想在捕鱼淡季吃到
鱼却是件难事，因为早年间可没有冰箱
这样的储存设备。

没有海鱼，咸鱼、河鱼又不能上席敬
客，办席怎么办？老祖宗就想了个法子，
用结实的梨木或枣木刻制一条鱼，像真
鱼一样放在盘子里，上面盖上炒鸡蛋、葱
花等各种材料和佐料，端到桌上真假难
辨。主人为了保住颜面，往往一入席就开
始劝酒，不惜把自己喝倒、将客人喝醉，
来不及吃鱼大家都醉了，自然就看不出
鱼的真假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改善，“木
鱼待客”已成为笑谈，但吃鱼之前劝酒的
习俗却传了下来。在乳山赴宴，鱼一上桌
就动筷，被认为是不懂礼数。大家吃鱼之

前，主副陪要使出浑身解数，极尽劝酒之
能事。旧时划拳、行酒令在乳山都曾流行
过。使用酒盅的时代，吃鱼必须连干三
杯，并且主副陪要先喝为敬。三杯之后，
还有头三尾四、四平八稳、腹五背六、十
二周全等劝酒的说道。有些请客方还有
陪客“预备队”，一旦俩“陪”都醉了，第二
梯队上。就这样，劝来劝去，往往“鱼在桌
上、人在桌下”，好多人没能等到动筷吃
鱼的时候，就醉趴下了。

鱼上桌时，摆放很有讲究。要头朝
北、肚朝客，鱼身贴盘底的一面，只划二
三道纵向刀口；鱼身朝上的一面，纵横划
口都有，形成了十字形刀花。旧社会，沿
海渔民不会把鱼翻过来吃，因为底面是
留给“上锅子”的人，即正在忙乎炒菜做

饭的女人们。现在席上可以吃鱼的底面，
但注意事项却很多：主人才能翻动鱼，客
人是不能翻鱼的；谁也不得说把鱼“翻”
过来，要说“划”过来……归根结底，翻船
带来的惨痛记忆让渔民最忌“翻”字。

乳山鱼难吃实为酒难喝。乳山素有
“劝酒不劝饭”之说，吃鱼之前又是劝酒
最烈之时。如果说整场宴会是支欢快的
曲子，那么鱼上来，就是奏响了主旋律、
进入了高音区。

如今乳山一年四季吃到新鲜海鱼早
已不是问题，酒风也变得文雅多了，乳山
人纯朴热情豪爽的性格却是一如既往。

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
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
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曾先后担任国民
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作为著名社会活动家，傅斯年先后
被聘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参政期间，他豪
爽直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不愿像御用文
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赢得“傅大炮”
的美名。傅斯年是个胖子，一次著名学者
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
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
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这话真是能给胖人壮气。

1942年，美国决定给中国以5亿美金
的借款，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决定从
中拿出1亿元作公债出售，规定20元法币
可购1美元的公债券，等抗战结束后，可
以此券兑换美金1元。一年后，公债券售
出了5000万美元，还有一半数额未售完
时，美元汇率暴涨，官价已达40元法币兑1
美元，黑市上高至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
见有利可图，便下令部署谎称公债券已
全部售完，将剩下的5000万美元债券，暗
中由其亲信党羽及有关人员以20元法币
一美元的比价平分。这就是美金公债贪
污案。

美金公债贪污案，引起了社会极大
的愤慨。在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挺身而
出，将孔祥熙一伙营私舞弊的内幕“材
料”拟成提案，递交给大会秘书处。“傅大
炮”一开口，朝野哗然。蒋介石也慌了手
脚，会后亲自宴请傅斯年。席间，蒋介石
对傅斯年说：“你既然信任我，就应该信
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回答：“委员长
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
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
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座的陈布雷等人都有些为傅斯年
担心，可蒋介石也为傅斯年的耿直刚正
所动容，叹口气说：“我会派人严查。”随
后，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蒋介石罢
免了孔祥熙的职务。

傅斯年轰走了孔祥熙，国人兴奋，
“傅大炮”名震天下。傅斯年谈起炮轰孔
祥熙的动机，很感慨地说：“我一读书人，
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如

此做，也是自觉无愧于前贤典型……这
是我作为中国传统的士人所应该做的。”

孔祥熙继任者宋子文上台后打着
“抗日救国”的幌子牺牲中产阶级的利
益，借外汇市场开放之机，利用官僚企业
拥有进口许可证的特权，大肆进行非法
进口倒卖活动，最终导致国民经济一片
混乱。傅斯年忍无可忍，于1947年发表《这
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
的失败》两文，力讨宋子文的奢侈与腐
化。

文中，傅斯年在分析了宋子文的黄
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
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之后，直接骂宋子
文：“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的时
候，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
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傅斯年大声
呼吁：“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
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
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
了，不走一切都垮了。”傅斯年的“讨宋檄
文”发表后，宋子文成了“过街老鼠”，只
好在舆论的压力下灰溜溜地辞职。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
校长，他为彻底根除日伪统治时期奴化
教育的影响，保持北大的纯洁和爱国传
统，对伪北大的教职员一概摒弃，坚持不
予录用，这其中也包括鲁迅的弟弟、傅斯
年曾经的老师——— 周作人。

为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伪北大教职
员们组成团体，到处请愿，要求北大复校
后继续留用，不少政府官员甚至也帮他
们讲情，一时间闹得相当紧张。伪北大教
授容庚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公开
叫嚣当汉奸有理。伪职教员推举容庚到
重庆找傅斯年说情。容庚一进门，傅斯年
就拍桌子大骂：“你这无耻败类，无耻汉
奸，快滚！不用见我！”容庚忙乞求：“傅先
生，我是代表数百名北大教职工来求您
给出路的。”傅斯年说：“什么北大？你们
怎么配做北大的教员，快滚！”容庚灰溜
溜地走了。第二天，重庆《新民报》刊登了
此事，题目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
奸，声震屋瓦》，迅速在重庆传为美谈。

蒋介石对此是支持的。1946年春天，
当蒋介石来北大时，在傅斯年的陪同下，
特地游览了文天祥祠，并在祠中正殿的

“万古纲常”的牌匾下合影留念。当时，傅
斯年坚持不录用伪职教员，正闹的不可
开交，两人在文天祥祠合影，无疑是告诉
伪职教员，蒋介石重视民族气节，对背叛
国家的人是不会轻饶恕的，巧妙地化解
了紧张局面。

经过各种措施，傅斯年在北大不聘
用伪职教员的目的达到了，伪职教员们
也不敢再找他纠缠。当时的报纸评价傅
斯年说：“他对汉奸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
怒！”傅斯年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他说：

“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却不愿
意做乡愿(伪君子)！”

仗义执言的“傅大炮”
□ 王兆锋 林 虎

■ 海岱一方

■ 文化头条

■ 群贤毕至

“乳山鱼”咋就难下肚？
□ 彭 辉 任现辉

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 钟 宁

■ 图上齐鲁·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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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篇》中，孙子提出了一个在当时
可以算是石破天惊的命题———“兵以诈
立”。仁与诈的对立，也成为儒学与兵学冲
突的矛盾焦点。后世儒者，多以诡诈有违
仁义道德为由，对孙子进行指责和批评。
那么，如何理解孙子“兵以诈立”的思想
呢？

要看到的是，孙子的诡道理论是一定
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适应当时历史环境
而提出的一种兵学理论。西周建国之初，
进行了两项标志着奴隶制文明走向成熟
的制度建设——— 封邦建国和制礼作乐。在
周礼制度的规范下，即使是进行战争，也
往往表现出一种温情脉脉的色彩。按照旧
军礼的要求，不在敌国国君或重要人物的
丧期发动战争，不在敌国出现灾害时发动
战争；要以堂堂之阵实施正面会战，而不
能采取迂回、侧击、奇袭等战术；取得胜利
后，不能灭亡其国，而是讲求要“存亡国，
继绝世”；进入敌国，要“不擒二毛”(不俘
获头发花白的老人)，等等。平王东迁后，
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下降，各诸侯国为争霸
权而相互征伐，军礼制度也随之走向衰
微。至春秋末期，恪守军礼的传统终于被
摒弃，一个“变诈之兵并作”的新时代来临
了。孙子“兵以诈立”的命题正是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是对
被旧军礼扭曲了的军事规律的反正，是对
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揭示。

孙子亲自参与的吴楚柏举之战，便是
其诡诈理论运用的一个典范。针对楚国地
域广阔、政令不一的特点，吴国制定了“疲
楚误楚”的策略，即将军队分成三支，轮番
出击，袭扰楚国的一些战略要地，而当楚
军大量集结后，则迅速撤离，而不与之决
战。这给楚国决策者造成了致命的错觉，
公元前506年，吴国数万精锐突破边界重
要关口，迅速挺进到汉水东岸时，楚国才
明白是怎么回事，遂仓促应战，结果大败。
吴军连战连胜，最终攻陷了楚国都城———
郢，取得了军事上的完全胜利。

孙子所讲的诡诈，指的是用兵作战时
对敌方采取的欺骗行动。战场交锋无规则
可言，比的是谁骗得高明，骗得巧妙。孙子
将其归纳为诡道十二法。诡道理论的核
心，便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认
为，这是兵家取胜的奥妙所在，是不能预
先规定好了的，完全要靠指挥员在战场上
灵活动用，适时而变。

诡道理论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
揭示，诡道用兵也在战争领域迭放异彩，
成为战争史上最为精彩的内容之一。随着
技术的进步，欺骗的手段不断更新，但其
实质则是永恒不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盟
军诺曼底登陆，更是现代战争条件下对孙
子诡道理论的巧妙运用。战前，盟军在另
外一个方向布置了大量用橡胶制作的坦
克、兵员，造成军队在此大量集结的假象，
诱使德军分兵防御，从而大大减轻了诺曼
底登陆时的阻力，为取得作战的胜利创造
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的诡道理论是指
战争领域的特殊规律，这一规律对其他领
域并不完全适用。即使是军事领域本身，
对象不同，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
待。明代哲学家李贽认为，《孙子》的思想
是仁与诈的统一，与儒家的《六经》“同仁
义一原之理”，这是很有道理的。

兵以诈立
□ 李国华

■ 兵学奥秘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如果在中国境内找一个最热爱汉字
的省份，我说一定是山东。

山东人对汉字的热爱无与伦比，并有
种种表现为证。在我印象中，传统上只要
是带有汉字的东西，山东人一定不能坐到
屁股底下，或者放到不洁净的地方。这是
对汉字的一种态度，一种虔诚。北京的书
法家们第一个赚钱的地方是山东，山东人
满怀敬意地把一流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
的书法家，迎神般请到山东，然后送上大
把钞票，留下那些飘散着淡淡墨香的字。

他们为什么对汉字这么有感情？
因为山东这个地方和汉字有血缘关

系。
文字符号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聚集，是

文化最集中的显现。在一般老百姓心目
中，文字等同于文化，文化哲学就是符号
哲学。它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
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按照一般说法，文字产生经过了结
绳、刻划、图画、象征等阶段。古代文献典
籍虽屡屡提及所谓“上古结绳而治”，但真
正可以称之为“文字之母”的，应该是图
画。图画来自线条，线条则来自于大自然。
古人创制文字，应该是受了动物活动和植
物生长的启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
中，先民们发现，要想使传达的信息具体、
简洁、准确，就必须把原来的图画尽量简
化、规范、统一，于是文字就诞生了。

在我国，比较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
产生于距今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在它之
前，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 陶
文，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
意义。陶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陶器上的
文字符号。陶文产生较早，大约距今8000
年前就已出现较为成熟的陶文，说明我国
文字的起源可能更早。

中国现在已经发现的第一个陶文，在
山东省莒县。

莒县有一处著名的大汶口文化遗
址——— 陵阳河遗址，考古人员在一座墓葬
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炮弹”的大口尊，它
口大腹深，底部尖突。在尊灰色的腹部，刻
画着一组图像，上为圆圆的太阳，下是五
个山峰相连的山脉，中间似飘浮的云气，
又像是一弯新月、一簇火焰。

这个符号，有专家认为是中国最早的
原始文字。

看到这个图案，我就想起了泰山壮丽

的日出，好像太阳是被无形的力量猛然推
出云海的。那种跳动是一瞬间发生的，令
人激动。它是不是也预示着汉字在一瞬间
从文明之海里升起？瑞典人林西莉在《汉
字王国》一书中解释“山”字的来历时说：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其中一个字表示
相同的太阳和一座有五个山尖的山上的
云或者海，很像泰山拔地而起。根据古老
的传说，太阳每天从泰山升起，然后开始
在天上运行。因此泰山在新石器时期的太
阳崇拜中扮演某种角色。”也就是说，这个
图案和当时的“太阳崇拜”有关。

有学者考证：这些陶文只勾勒边缘，
中间空虚，没有明显的笔画走向，写实性
较强，符号性还很弱，确有明显的原始性。
它刻画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形体接近商
代的青铜器铭文，多数古文字学者认为它
是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有一定联系。

也许和这个神秘的字有关，莒县是
山东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甚至有人
把莒文化与齐鲁文化一起并列为山东三
大文化。

有专家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
号，包括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还不
属于文字。多个符号成行排列，才具有文
字的判断价值。邹平县丁公遗址出土的11
个陶文符号，就具有这种判断价值了。

1991年，邹平县“丁公遗址”被列为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1992年12月29日，
山东省文物局和山东大学联合举行新闻
发布会说，出土于邹平县丁公村的刻字陶
片，经国内著名考古与古文字专家鉴定，
确认为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陶书。
这一发现比以前所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
字——— 甲骨文早800年，把中国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从公元前1400年提前到了公元

前2200年左右。
丁公遗址出土了各类文物标本5000

余件，其中1991年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
的龙山文化陶片。

我从网上搜索到了这块残缺陶片的
照片。陶片灰色，长约五六厘米，宽约3厘
米多，上面刻着11个字，分5行排列。右起
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刻
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
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
阶段。它恍如无主题音乐，在似与不似间，
在朦朦胧胧间，平添了一份神秘感，让人
心旌摇曳，情不自禁。

有专家找出了丁公陶文的排列规律：
从右至左，自上而下，与后世的书写款式
相合；从每个字的形体结构看，除了右二
竖行上第一个字具有明显的动物形状之
外，其余均不能确定。可以确信，丁公陶文
并非图画。丁公陶文的结构布局排列有
序，开后世汉字书写款式之先河。其形体
结构，层次分明，完全符合文字结构的体
式和规律。田昌五先生建议将丁公遗址出
土的、由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称之为“陶
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

中国的文字为什么最早在山东出现？
我心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在萦绕着。
因为在五六千年之前，我们的老祖宗

东夷人已率先迈进了文明的门槛，齐鲁地
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东夷史
前文化在当时居全国领先地位。灿烂而成
熟的农业文明，催生了文字的诞生。

刘德增在《解读山东人》一书中说：
“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岳
石文化再到商代文化，从几何形符号到图
画文字再到甲骨文，汉字起源、形成的几
个关键点，已经确立起来。迄今为止，在华

夏大地，能够确立这几个关键点的，只有
山东一地。”

除了莒县陵阳河遗址和邹平丁公遗
址，山东很多出土文物都说明了这一点。

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挖掘的灰陶背
壶上，发现了有用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

济南附近的城子崖遗址也出土过陶
文，原有九个字，古朴稚拙，有人释为“齐
人网(获)六鱼一小黾”。对此，历史学者们
津津乐道，在论文中引用者不少，但考古
学者们往往很少提及。这陶文刻在陶瓮的
内里残片上，显然也是在陶器破损之后才
刻上去的，这和丁公陶文的情况近似。

考古发掘大量资料证明，早在大汶口
文化时期，东夷人就有了最原始的文
字——— 图画文字，历史学家认为，“其中有
的与甲骨文颇相似”，“与我国后来正式文
字的产生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没有疑问
的”。

我想，这古老的汉字是否有利于农业
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人与人和谐相处？两
个美国传播学者在谈到中西文字区别时
说：西方的符号——— 音节体系是拼音文
字，比较容易学，也容易使用并发生变化，
所以西方人有关注变革和发展的特点，而
中国的单字——— 表意字体系是注音文字，
需要掌握上千个符号才能阅读相对容易
的文章，这看来和中国人需要稳固和怀念
过去的深厚感情是相一致的。可以肯定，
语言帮助维护了中国的历代王朝。

走在大街小巷，我常常觉得：山东
人的面孔就像是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汉
字，稳固，坚实，憨厚，纯朴。因为
“象形艺术符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表
征、艺术密码，体现着中华子孙的审美
情趣和精神追求。

山东人拥有的汉字面孔
□ 晓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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