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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宇鸿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孙久生

初秋时节，记者到宁津县采访。适逢当地正在
举办全国性的蟋蟀文化节，各地蟋蟀爱好者和玩
家云集，蟋蟀市场一派兴旺景象。走访市场，与玩
家交流，观看当地独有的蟋蟀文化馆。蟋蟀，这种
看似普通的小小昆虫，引发了记者探本溯源的浓
厚兴趣。

斗蟋缘起唐朝说

宁津县文化馆专家杨柱山称，中国的斗蟋之
风源远流长，成风气应起于唐代，有可能是从某些
寂寞的宫女打发时光开始的。该县文化局副局长
杨承田则认为，兴于宫中是可能的，但最早肯定来
自民间。蟋蟀天性好斗，老百姓在耕作之余，在田
间地头就有可能斗起来。

有研究者认为，从唐代开元年间的社会风气
看，斗蟋蟀出现在此时是极有可能的。那时天下太
平，四方无事，从李隆基到民间百姓，享乐之风蔓
延，斗鸡走狗成风。李隆基喜斗鸡，便在宫中建起
鸡坊，定时举行斗鸡比赛。皇帝的爱好常常像瘟疫
一样迅速感染整个社会。在这种氛围下，出现斗蟋
蟀的游戏，为皇上多一项娱乐活动，似在情理之
中。

至于人们是如何发现蟋蟀有善斗习性，并使
它发展为一项游戏的，有人设想了以下几种可能。

一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人们看到雄性蟋蟀在
交配期为争夺配偶而展开搏斗，于是好奇心驱使
他们捉来雄蟋蟀，双双放到一起，让二虫搏斗厮
杀。二是当宫女或民间小儿在捕到蟋蟀养在小笼
里听声解闷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两只蟋蟀放在
同一只笼里，就会出现视若仇敌般的争斗，于是开
始有意识地引逗，并从中取乐。比较而言，后一种
可能性更大。自然界的野生蟋蟀交配多在晚上，人
们可以听到雄性招引雌性的鸣叫声，但不易发现
两雄争风吃醋的场面。因为野生蟋蟀选择配偶的
机会很多，似乎用不着为此而争斗。第三种可能
是，斗蟋蟀一开始就是受斗鸡的启发而产生的。既
然皇上酷好斗鸡，又有因斗鸡有方而得宠者，一定
会勾起某些嗜利钻营之徒的极大兴趣，他们便在
其他禽虫上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蟋蟀的斗性最强，
场面最吸引人，于是便将其精心养起来，或作贡品
以邀宠，或留作自己闲时玩赏。

斗蟋蟀从发现到普及，其实不需太长时间。一
方面斗蟋蟀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本身具有独特
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玩养蟋蟀是一件简便易行
的活动，既无需多大财力，又不甚劳神，只要从野
外捉来，稍加调养，即可摆开战场，这比斗鸡走狗
一类的活动更简单。斗蟋之初，是一种纯娱乐游
戏，并没有用于赌博。但很快人们发现用斗蟋蟀进

行赌博更具刺激性。这为斗蟋增加了“催化剂”，斗
蟋活动开始高速发展，至宋代达到相当规模。

杨柱山和杨承田都认为，蟋蟀文化是具有浓
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
种结晶。其内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斗虫可以
展现人的智慧；二是斗蟋有一整套规则，比如斗蟋
要称重，如同举重、摔跤、柔道等一些体育比赛一
样，要分量级。与此同时，蟋蟀从捕到斗、养都很讲
究，需一系列的工具。

传说：皇后化蟋蟀

杨柱山先生称，宁津蟋蟀的出名是从明朝开
始的，之前在正史里找不到记载。明宫廷中斗蟋之
风盛行，据说明朝时两个官差特地到宁津看蟋蟀
资源，为朝廷提供贡品。之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到清朝。

除中科院昆虫研究所所长吴寄传教授所著、
1991年出版的《中国宁津蟋蟀志》外，关于宁津蟋
蟀，史书中几无资料可寻，但民间传说颇多，最有
名的有两个。

传说其一可追溯到北宋。徽、钦二帝疏于国
事，整日沉缅于酒色，挥霍无度。他们花重金建起
斗蟋台，亲自为斗胜的蟋蟀封号命名，“金头大将
军”、“绿袍大王”、“黑衣大圣”、“紫衣大圣”等。当
时东京汴梁(今开封市)的斗蟋市场非常活跃，就
连女人、小孩都加入斗蟋队伍。

宋徽宗的皇后是德州刺史王藻的女儿，名叫
王敏。王皇后从小饱读诗书，对皇帝不理朝政、整
日躲在宫里同嫔妃斗蟋看不下去，多次劝说。皇帝
起初还能听进去，时间久了就疏远了皇后。王皇后
一番好意却被冷落，很是抑郁，不久得病而亡，年
仅25岁。为了继续劝说丈夫觉悟，她变身一只乌头
金翅大蟋蟀，经过数次擂台赛，终于来到皇帝身
边，终日在其耳边啼鸣“夫君醒来！夫君醒来！”

公元1127年，金兵大破东京汴梁，活捉了徽、

钦二帝，宫中之物亦被抢掠一空，一同车装船载运
往幽州，其中有一红棚大车上装满镶嵌珍珠、宝石
的精致盆罐。行至位于鬲津河畔的临津县(今宁津
县)，天气突变，乌云滚滚、雷声隆隆，一声霹雳，红
棚车裂盆碎。随着王皇后化身的乌头金翅大蟋蟀
的一声鸣叫，群虫齐声振翅高歌，跳进青纱帐里无
影无踪了。钦宗见状，凄然泪下，哀曰：“尔等早早
逃亡，待到天朝盛世，再让你们拜帅称王。”八百年
后，宁津蟋蟀称霸中华，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赛冠
军。

传说之二到了清同治年间。当时宁津陈庄的
蟋蟀在京城已小有名气。这年，逢慈禧太后生日之
际，准备大庆一番。太监李莲英建议增添斗蟋一项
助兴，老佛爷很满意。于是，李莲英派两个手下人
贾大鼎和郭老福，到陈庄选虫子，并叮嘱要选个大
的，成色好的。二人到陈庄后喝斥人们到地里捉最
好的虫子进贡。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成色，只
记住了“个大的”。当上好的虫子贡上来后，都因

“个不大”而没被选中，村民们还挨了臭骂，甚至遭
衙役棒打。村中几个捉蟋蟀的人一商量，决心捉弄
一下两太监，出出气。于是他们在地里捉到几只特
大的雌蟋蟀，把显示雌性的尾巴剪掉，献了上来。
两太监一见，如获至宝，装进箱里，运回京了。没等
慈禧寿筵开，虫子便献到了李莲英面前。太后听说
后，欲先睹为快，让选两只斗斗看。李莲英把两只
最大的放在一起，可几经挑逗，不见相战。仔细看
时，才知是两只雌的。慈禧顿时大怒，因扫了兴，更
因“雌蟋”与“慈禧”同音，大忌。雌蟋上不了场，影
射了女人专权之逆。她以为是两个下人故意耍弄
她，便下令将他们下狱。

现实：宁津蟋蟀变“金虫”

中国蟋蟀文化南方以江、浙、苏、杭、沪为代
表，北方以京、津、冀、鲁为代表。而真正的蟋蟀名
产地，当属齐鲁北方大平原。吴寄传认为，山东是

蟋蟀王国，而宁津则是蟋蟀王国王冠上的宝石。因
宁津特有的地理位置，土壤种类与生态条件，以及
相应的气候因素，常年籽粒品种特性的遗传，使宁
津得天独厚，所产蟋蟀兼具南北虫的优点。

宁津地处北方较干旱区的南部边沿，故宁津
蟋蟀具有北方虫的坚强斗性与耐力，凶悍顽强，皮
厚牙坚，而又具有南方虫的魁梧，头大、项阔、腰
圆、体形高厚匀称。在格斗时咬法多样全面，既有
南虫的爆发力，又有北虫的体质与咬死不走的顽
强斗性。

宁津蟋蟀中最出名的是大青翅子。大翅子在
蟋蟀中为异形福相，是蟋蟀中的佼佼者。一般地区
翅子的产量极少，可称百里或千里挑一，在北方如
北京，几百条蟋蟀中也找不出一条翅子。而在宁
津，如果当年雨水好，翅子的比例能达到5%，个别
村子，出翅子比例更是高达8%。宁津翅子的皮色
以大青翅为主，其次为紫翅子，麻头与黄翅子相对
少见。宁津翅子能咬善斗，咬法多样，灵活且有后
劲，多出将军。有人用宁津翅子出战，十有八胜记
录。宁津蟋蟀近年来多次在全国大赛中夺冠。杨承
田说，全国大赛中的名虫中，宁津蟋蟀至少占到3
成。

每年立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蟋蟀爱好者涌
入宁津，捕捉、购买蟋蟀。这也成了当地农民增收
的“金虫”，一只蟋蟀少则几元几十元，多则五六
百元，甚至上千元、过万元，在柴胡店镇就流传着

“二月富万户，一厘值千金”的说法。据估算，蟋蟀
每年为当地带来近亿元的收入。在市场上，记者
看到，一只品相较好的蟋蟀，动不动就是一两百
元。

近年来，宁津县先后建起了四个蟋蟀交易市
场，为外来购虫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县文化艺术
中心建成了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中华蟋蟀文化
第一馆”，馆内收藏蟋蟀罐216对，各类蟋蟀用具39
种，蟋蟀标本71个，以多媒体动画、浮雕、圆雕、展
板、名人字画等形式进行展示。

■ 史海钩沉

宁津蟋蟀：传说与现实 除北宋的徽、钦二帝外，南宋太师平章贾
似道是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
史》载：“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
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
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
此军国大事耶？”当时蒙古人进攻中原，形势
十分危急，但贾似道却置国事于不顾，仍然在
陪着群妾斗蟋蟀玩乐，可见其何等昏庸。这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使他背上了千古骂名，后人
戏称之为“蟋蟀宰相”。

抛开贾似道为政的功过不讲，单就他对
蟋蟀的痴迷来说，确有值得称道的东西。他对
蟋蟀不仅是玩玩而已，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他写的《促织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
蟀的专著。此书共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
决胜、论养、论斗、论病几部分，对蟋蟀的各个
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后来出现的一系
列《蟋蟀谱》、《促织经》，几乎无一不是以贾氏

《促织经》为蓝本，除了内容上稍有增益，体例
上没有什么突破。

贾似道的《促织经》前有一段《促织论》，
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蟋蟀专论。作者首先探讨
了人们玩斗蟋蟀的原因，主要在于蟋蟀虽为

“微物”，却有“似解人意”的灵性，尤其是二雄
相争的“英猛之态”，是其他小生物所不具备
的，而这正适应了寻胜猎奇的“人之所好”，故
君子“取而爱之”。接着，他又通过对斗蟋蟀历
史的考察，进一步说明这项活动之所以受到
公子王孙，乃至庶民百姓的喜爱，是有其必然
性的。另外他对蟋蟀的生活习性、品种优劣、
调养医病诸问题也有精辟的见解，并认为这
些是在决斗中取胜的关键。

从贾似道的《促织经》中可以看出，斗蟋
蟀的技艺至南宋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基本上脱离了初期的质朴状态，开始由简单
的“游戏”向“艺术”过渡，并由此而始，逐渐形
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融入了庞大的中国
文化体系中。当然，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建
立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贾氏《促织经》
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在斗蟋蟀游
戏相当普及的社会基础上，总结一代又一代
玩家的心得体会而成的，是无数人情趣与心
血的结晶，充分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蟋蟀的认
识水平。例如关于蟋蟀的种类，在外行人看
来，除大小及色泽稍有差异，几乎看不出有什
么区别。但在《促织经》里，仅体色就分为青、
黄、红、紫、黑、白；而红又分为真红、水红，青
又分为真青、深青、淡青、紫青、灰青、虾青、蟹
青等。而且人们还发现了蟋蟀的体色与其斗
性是有密切联系的，提出“白不如黑，黑不如
赤，赤不如黄”的说法。再如虫具问题，《促织
经》里经常提到“古旧大盆”、“下盆”、“盆窝”，
说明当时已改为用土盆饲养蟋蟀。由金玉牙
笼改为土盆，当然不是因为朴素，而是对蟋蟀
生活习性认识上的提高。

(戴玉亮 搜集整理)

·相关链接·

“蟋蟀宰相”和《促织经》

1944年6月15日23时30分，日本九州岛上空突
然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灯火管制立刻开始实
施，整个城市迅速陷入黑暗之中。

渐渐地，从北方传来的飞机轰鸣声越来越清
晰。

此时，日军飞行第四战队第三攻击队队长樫
出勇，正驾驶着屠龙战斗机，在八幡工业区上空
执行防空任务，他和队员们接到了指挥官发出的
命令：“敌机正向要地入侵，所有战斗机，进攻！”

几乎就在同时，地面的探照灯一起照亮了天
空，樫出勇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见到的庞然大
物：“我看见了一架四引擎的轰炸机，我害怕极
了！”“B29在探照灯照射下所显出的轮廓，使我想
起来海上的巨鲸——— 仅仅是它的体积就让我大
吃一惊！”

全世界都为这次轰炸大吃一惊，它让日本本
土能够远离战火的神话被彻底打破。

此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将
军正在诺曼底前线视察，他得到消息后宣称：“这
次空袭是真正的全球性空中战争的开端。”

□他的声明还透露了一支秘密部队，第二十
航空队的存在，这支航空队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
远程轰炸机，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的B29。

B29，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轰炸机。它高
8 . 5米，机翼面积达到161 . 3平方米。这种四引擎的
轰炸机，不仅机身庞大，并且性能卓越，它的航程
能达到6000公里，能在万米高空巡航，最大速度
可达每小时600公里，最大载弹量9000公斤。

B29的许多设计都走在了当时航空科技的最
前端。为了适应高空飞行的需要，除了投弹舱之
外，B29的所有座舱都是密封加压舱室。但由于投
弹舱不是密封舱，不能人工操作，所以又增加了
许多自动控制系统。

日本谍报组织一直密切关注着美方正在研
制的这种新型轰炸机，但他们一直苦于无法获知
任何有关B29性能方面的消息。于是，从1943年开
始，日本陆军责成航空本部组成研究班，开始从
事B29性能的研究。另一方面，大本营情报部积极
广泛地搜集有关B29的情报，判断美军将在何时
何地将B29投入战场。

然而，直到1944年初，日军仍然无法断定B29
将从何地起飞。

□新津县九莲村，是一个安静的小村庄，过
去这里也被叫做郭山扁。

1944年10月17日早晨，12岁的村民郭锡成正在
家里淘米做饭，突然屋外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郭锡成回忆：飞机就从那个坟园里一下穿过
来，飞机头就栽到土里，尾巴就一下翻过去了。

在郭山扁，年龄大一些的村民都记得那一次
的坠机事件，他们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架五个头的飞
机。它巨大的机身在坠毁后燃烧了几天几夜。

村民们并不知道，那架五个头的飞机就是
B29轰炸机。飞机两翼上的发动机，被人们误认为
是机头。

郭山扁并不是惟一一处有美军飞机失事的
地方。在新津县政府办理盟机失事的一份抚恤清

册上，名单上的郭青廷就是郭锡成的父亲，在这
份清单上，人们可以看到，在1944年到1945年间，
仅在新津就有花桥、永商、中兴等多个乡镇，曾经
发生过美军飞机坠毁的事故。

为什么美军飞机会频频飞临这个四川西部
的小县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程战略轰炸
机——— 超级空中堡垒B29与这个小县城之间，究
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新津是四川盆地西部的一个县城。西河、南
河以及岷江的支流金马河、羊马河、杨柳河在这
里汇集，成为古代蜀地重要的渡口。当时渡口被
称作津，这里也因此而得名。

自北周定名以来，新津县已有1450年的历
史。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写道：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
人。诗里面“风烟望五津”的五津指的正是新津。

自古以来，这里“商贾云集、货如轮转，多出
富商”，是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被
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站”。

如今的新津县城，热闹而不失安逸，人们很
难相信，六十多年前曾有一支改写历史的航空队
从这里起飞。

□1943年，持续了一年多的太平洋战争开始
进入新的阶段。日本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
战略防御。与此同时，美军于1943年5月开始了对
日逐岛和越岛争夺战，逐渐逼近日本本土。

为配合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进攻，美国参
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中缅印战区安插一只重型
轰炸机部队袭击日本本土。

早在1939年11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
阿诺德将军就请求国会授权航空队与一家大的
飞机制造公司签约研制超远程轰炸机。未来一旦
爆发战争，美国陆军航空队就会有能力使战火在
战争发动国的本土燃烧。

在欧洲战场，从1942年8月开始，英美就开始

采取联合行动，实施对德战略轰炸，随着轰炸规模
不断扩大，德国的战争经济受到了很大削弱。

对德战略轰炸取得的显著效果使美国高层领
导人深受鼓舞。他们决定借鉴欧洲战场的经验，对
日本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削弱日本的战争潜
力，从而加快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美军在欧洲战场上主要的轰炸机型是被称为
“空中堡垒”的B17重型轰炸机。经过战火考验的B17
轰炸机坚固可靠，但它的航程只有2979公里，无法实
现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目标。美国军方迫切需要一
种能够实现远距离轰炸的新型轰炸机。

波音公司将XB-29的方案提交给陆军，这个方
案帮助波音战胜了其他竞争者，赢得了这份庞大的
合同。

但B29的研制过程并不顺利。1943年2月18日，第
二架XB29原型机进行第二次试飞时，悲剧发生了，
起飞8分钟之后发动机起火。波音首席试飞员爱德
蒙·艾伦和全部机组以及地面的20名工人丧生。

1943年6月1日，美国陆军航空军在还没有装备
B29的情况下，提前组建了第一支B29作战部队———
第58轰炸联队。

从当年3月开始，在堪萨斯的波音工厂中，为了
让B29早日投入战争，人们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役，600多名波音员工每班10小时，交替开工，夜以
继日生产B29，甚至附近的农民、店主、家庭主妇都
投入了B29生产车间的紧张战斗，到1943年9月，波音
公司的第一架B29轰炸机终于完成生产。

□在堪萨斯，人们加班加点地制造B29轰炸机，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就在日本人不断猜测B29会从何处起飞时，在美
国军方内部也开始了关于B29基地应该在何处建造
的激烈争论。最理想的地点，是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
群岛，但在1943年，这里还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美军最终选择了中国的成都作为B29的前方基
地。因为成都在重庆背后，既能炸到日本九州，日本

人又很难来袭击这个基地。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英美三国在开罗会

商，并签订《开罗宣言》，确认联合对日作战，直到
日本无条件投降。就在这次会议中，罗斯福的智囊
团指出，日本的海军运输力量严重依赖钢铁工业，
而此时，半数供日本钢铁生产用的焦炭加工厂都
能被从中国成都地区起飞的远程轰炸机所覆盖。

开罗会议批准了对日作战的基本计划。同时，
代号“马特霍恩”的对日战略轰炸计划也被批准。

1944年1月中旬，来自四川各区县的20万民工
带着口粮、铺盖等生活用具，以及斗笠、锄头、箢
篼、扁担等生产工具纷纷涌向新津、广汉等机场所
在地。

1944年1月20日前后，四个超堡基地陆续动工
了。代号A1的新津机场将成为第58轰炸联队第40
轰炸大队的前方基地。

□在新津县档案馆中，关于新津机场最早的
档案出现在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

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混乱的一年，国
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被称为天
府之国的四川，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军阀混
战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在众多四川军阀中，出自
同一家族的刘湘与刘文辉，逐渐成为最有实力的
军阀力量。

为称霸乱世，时任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的刘
文辉决意组建一支空军部队。1929年，刘文辉选定
新津旧县下街背后的良田1000余亩，以及清代巡
防军营房旧址，动工修建飞机场。

1931年，刘文辉以二百万元巨资，从英、日等
国购买武器和飞机，拆散分装，从上海运往成都，
经过万县时却被刘湘部队扣留。刘文辉多次交涉，
都被刘湘拒绝。

一年之后，二刘岷江之战爆发，开始了四川军阀

四百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
战。

最终，下令修建了新津机场的刘文辉败
走西康，而新津机场也荒置废弃。直到抗战爆
发后，为了加强成都地区的防空力量，新津机
场才重新投入使用，并陆续进行了几次扩建。

□1944年，新津机场迎来了又一次扩建，
这一次，它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留
下重要的印记。

当时参加扩建新津机场的，除了新津本
地民工外，还有来自成都、华阳、温江、崇宁、
郫县等22个县的民工。

因为B29体量巨大，对跑道的要求极高，要
求长2600米、宽60米、厚度1米，因此，机场跑道的
的修建成为了整个机场扩建工程的重心。

许多当年参与了机场扩建工程的老人，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修建跑道的一道工序———
碾压场面。

在没有压路机、没有任何机械的年代，碾
压机场跑道场面一般只能使用石磙。

碾动的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因此
在水泥磙前面的民工须用力向前拉，在水泥
磙后面的民工须从相反方向用力加以制约，
水泥磙前面还有人吹口哨指挥，如民工使力
不协调，指挥又有错误，就会使民工们前后跌
倒，造成损伤。

改建后的新津机场总面积达9035亩，规
模宏大，为战时中国第二大机场，也是亚洲著
名的大机场。

除新津外，同时建设的还有彭山、邛崃和
广汉机场。另外，还在成都周边修建了三个小
型机场，为超级堡垒护航以及保护四个大型
机场的战斗机联队将以这三个机场为基地。

全部机场修建工程完成于1944年5月。民
工们凭借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流血流汗，艰苦
施工，用半年的时间，肩挑背扛，圆满完成了

“特种工程”的修建任务。
首架超级空中堡垒到达广汉机场的那一

天是1944年4月24日。
在空中看到的广汉机场，给领航员威廉·

欧莫莱上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中
国！无数阡陌纵横的稻田出现在了我们的眼
前，广汉机场从空中鸟瞰简直棒极了，当超堡
在广汉机场的主跑道着陆时，七万五千多名
中国农民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

我们跨出飞机舱，排好队伍，这时电影摄影
机和照相机不断向我们拍摄，陈纳德将军与其
部属以及中国官员与美国工程师都前来迎接，
所到之处中国人都笑着喊道‘顶好！顶好！’”

很快，新津机场、彭山机场和邛崃机场，
也迎来了B29机群。

1944年6月15日，当B29完成了第一次轰炸
日本本土的壮举后，美军第二十轰炸机总队司
令伍甫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没有中国农民用
手创造的奇迹，就不会有这次伟大的胜利。

新津机场，为抗战的胜利
起飞奠定了坚实的跑道。

新津机场，

为抗战奠定了坚实的跑道

修机场的农民 修跑道 新津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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