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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里加急的快马被用来给杨贵妃运送
新鲜水果，普通百姓却无法享受“快递”业务

中国古代“快递”什么样

作家与牛的故事

■

钩
沉

■往事

牛是人类的忠实朋友，牛为人类
忠实地提供了终身苦役，牛被称为“仁
畜”“瑞牛”，民间有福牛耕瑞，吉牛迎
春的吉祥语。《周易》中称“坤为牛”，
即牛是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即坤卦的
象征物，“坤像地任重而顺，故为牛
也”。 因之牛也被誉为“神牛”，其身俱
之美德，几千年来更得到了人们普遍
的赞颂。

长期与牛一起劳作的农民，很早
就发现了牛与自己是多么相似，在陕
北农民把下地干活叫受苦，而牛受的
苦就更大了。正如北宋李纲《病牛》中
说的：“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
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
残阳。”

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史铁生，
就是一位与牛一样勤奋耕耘的接地气
作家。他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我的
遥远的清平湾》几乎通篇都写到了
牛。一开始就写牛中要数秦川牛最
好，接着写他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
牛。他感慨地说：“陕北的牛也是苦，

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
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
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
抢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
得造物主太不公平。”

文中这样描写“唯一能够代替人
力的牛简直是宝贝。”“天不亮，耕地的
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
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
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
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
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疙
瘩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
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
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
一片笑声。”

史铁生从陕北的牛感悟到：“那情
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
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
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史
铁生是懂牛的，不懂牛他写不出这么
出色的小说。他写到“在山里，有那些
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
寞。我半天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
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

史铁生喜欢看牛顶架，“给人一种
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
打架颇有研究。”“我最喜欢的是一头
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犍牛
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
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
首领顶得败阵而逃。”

正是因为史铁生从牛身上获得了
生命的力量和拼搏的激励。当他瘫痪
在床，生命遇到极大考验时，他坚持了
下来，创作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文坛
的伟大作品，他是当代作家中人格力
量的标志，知青文学的代表。

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
到结尾时还在感叹“我的牛群，我的遥
远的清平湾……”读到这里，眼泪就有
点忍不住了。

史铁生在陕北留下的几张老照片
都和牛在一起，尤其是他抱着小牛犊
的那一张。

在陕北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路
遥，也是一位和史铁生一样，像牛一
样一生辛苦劳作，“负载生养万物大
地”，把生命献给黄土地的陕北作家，
他著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并获
得过茅盾文学奖。路遥 1949 年出
生，属牛，路遥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句
话就是：“像牛一样的劳动，像土地一
样贡献。”这句话就镌刻在路遥墓后
一面高大的石壁上。铜川鸭口矿路
遥纪念馆门前就塑有一头耕耘的牛。

陕西与牛关系紧密的还有属牛
的作家诗人商子秦，他是西安市第五
中学高 68届学生，插队宝鸡县固川
公社四家坪大队五家底下小队。

生于长安，葬于长安的唐宋八大
家之一的柳宗元有一首《牛赋》作本
文结速语，特录于下：

“若知牛乎？牛之为
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
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
钟满脰。抵触隆曦，日耕
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
黍 。 自 种 自 敛 ，服 箱 以
走 。 输 入 官 仓 ，已 不 适
口 。 富 穷 饱 饥 ，功 用 不
有 。 陷 泥 蹶 块 ，常 在 草
野 。 人 不 惭 愧 ，利 满 天
下 。 皮 角 见 用 ，肩 尻 莫
保 。 或 穿 缄 滕 ，或 实 俎
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

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
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
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
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
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
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
福。” □ 朱文杰

历史上，
张骞“凿空西
域”，开辟丝
绸之路的故
事早已家喻
户晓，但张骞
第一次出使

西域返回长安后，曾直接
参加了对匈奴的作战，却
鲜有人知。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
域，于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年）回到长安，被汉武
帝拜太中大夫 （官名，
掌议论，类似今宣传工
作）。当时，西汉朝廷对
匈奴不断地侵扰采取零
容忍态度，汉朝抗击匈
奴侵扰的战争进入到一
个新的阶段。雄才大略
的汉武帝认为，只守住
长安城仅仅不够，匈奴
人很会跑，今天他逃
走，明天又会来骚扰，
必须消灭匈奴的军队，
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
汉武帝登基后发动了反
抗匈奴的战争，经常派
出一二十万大军，与匈奴
作战。

但在当时，在沙漠作
战，若对地理不熟，沙漠
又缺水，走错路是很危险
的，极易遭到匈奴人的暗算，这
就非常需要对漠北地理熟悉的
人。大将军卫青听说张骞熟悉
漠北地理，于是找到张骞，请他
随军出击漠北。

元朔六年（公元前 123年）
春，汉武帝命张骞在军中担任
校尉（武官官职，汉朝时其地位
仅次于各将军），随大将军卫青
兵发定襄（在今内蒙古自治区
中部），出征匈奴。

一天晚上，军队正在帐篷
内宿营，战马也在月光下休息，
突然听见号角响起，原来是岗
哨发现了敌人正从远处狂奔而
来偷袭，汉军立即紧急集合，迎
击敌人。

战斗中，敌我双方箭如雨
下，经过一场淤血奋战，汉军斩
敌三千，匈奴军队被打败，成批
的匈奴士兵从马上滚下来，有
的当即毙命，有的做了俘虏，其
余纷纷向后退宿，大军将卫青
指挥军队前进追击。

天亮后，匈奴军队逃远了，
汉军的战士也困乏不堪，真想
停下休息，可是这时后面想起
急促的鼓声，并传来大将军的
命令“追过去！趁他们立足未
稳，消灭他们！”

到了下午，军事会议上，大
将军与诸将领商议是否继续追
击敌人。当时汉军行进于千里
塞外，在茫茫黄沙和无际草原
中长途奔袭，给养相当困难。

张骞具有沙漠行军经验
和丰富的地理知识，就
提出：“不必再追。经派
人侦查，此地附近有一
处很好的水草地，已被
敌人先行占据。如若我
们再向前行，几百里路
上没有水草，这对我们
来说，很危险。我们现
在应当停止追击，而去
夺取水草地。”这一提
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
是卫青命前面的队伍停
止追击，并派校尉张骞
率军前去夺取水草地。
当张骞带领部下占领了
水草地后，大军就在此
扎营，休息整顿。接着
后方运来了粮草，军队
又要前进了。校尉张骞
凭着他的地理知识，与
大将军讨论行军的计
划。他知道何处有水草
地，分析何处是匈奴大
军驻扎和时常途经的
地方。

汉军在挥师前进
中，每次都要先占据水
草地扎营，然后作战。
由于张骞熟悉地形，总
能找到水源和有牧草的
地方，才使汉军人马得
到保障，并与大将军规

划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
案，因而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在这次北伐中，击败了匈奴右
贤王（匈奴贵族封号，在右部诸
王侯中地位最高，居匈奴西部）
部，张骞出奇谋攻下了居延城
（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
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缴获敌
方很多牛马牲畜。

这一年二月、四月，两次出
征匈奴，汉军斩杀和俘虏的匈
奴军将士一万九千人。

经此战后，阴山方向的战
事明显减少，河套之敌亦不足
为虑，匈奴频繁侵扰大汉边境
的势头，至此得到初步遏制，消
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他们凯旋后，汉武帝龙颜
大悦，要论功行赏。大将军卫
青报告武帝：“校尉张骞功劳最
大。”武帝听后高兴地说：“张骞
上次出使大夏，不顾个人安危，
现在又立了新功，应该给他封
侯。他知识广博，眼光远大，
博学而又能远望，就封他为博
望侯。”博望侯张骞食邑二千
户，并在富足的南阳郡（今河
南省方城县博望镇） 划出封
地。这是汉武帝对张骞博闻多
见，才广识远的肯定。颜师古
《汉书》注中认为，“博望”是
“取其能广博瞻望”之意。东
汉史学家班固《汉书·张骞李
广利传》载：“骞以校尉从大
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

不乏，乃封骞为
博望侯。”由此可
看出，张骞出使
西域与张骞受
封“博望侯”，这
二者并没有直
接的因果关系，
而受封的原因
应是他参加对
匈奴的作战并立
有军功。

□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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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子秦赶牛犁地商子秦赶牛犁地

汉阴三沈与北大不了情缘

在安康，沈家是个大姓。尽管有新中国
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著名教授、
中国文学大师等诸多称号的沈士远、沈尹默
和沈兼士三兄弟生前一直以“浙江吴兴”人自
称，但安康的沈家还是愿意把他们看作汉阴
本地人。毕竟，如果连沈氏三兄弟算起，他们
一家有三代人在汉阴生活过。因着这个误
解，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在民国时期立业于
北京大学，为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的三沈兄弟一直被认为是浙江吴兴
人，而“三沈”昆仲同在汉阴出生长大，并且其
祖孙三代人在陕西生活了40年的重要史实却
鲜为人知，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掩没。

如果说，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汉阴是
“三沈”昆仲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之乡，那
么，北大就不能不说是“三沈”展示其才华、成
就其学术的事业之乡。

自 1913年起，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
位先生先后来到北大。士远先生曾任北大预
科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尹默
先生曾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
任；兼士先生曾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后
任文学院院长。当时的北大，高擎民主、科学
大旗，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是我
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三位先生在北大著书

立说、诲人不倦，“三沈”美誉由此
流传。“三沈”因北大而成名，北大
因“三沈”而增辉。

结缘北大

“三沈”是怎么与北大结缘的
呢？沈尹默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有

生动的描述。“大约在 1912年春节，许炳坤来
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
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
学长是胡仁源。何、胡都是许炳坤的朋友。
那天闲谈时，许炳坤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
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
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
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
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坤
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
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
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坤忽来告诉
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去北大预
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
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坤也着了急，他
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
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
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
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
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
何、胡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
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
到北京去了。”1913年前后，沈士远、沈兼士也
相继来到北大。

参与改革

新北大的诞生，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
开始。“三沈”昆仲到北大任教，时间则还在蔡
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之前。连后来陈独秀之
所以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也是由于
沈尹默的引荐。有一天，沈尹默去看蔡元
培。他对蔡元培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
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
的章程尚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
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
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
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
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
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
到外国留学。”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
当时政府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1917年初，蔡元培一继任北大校长，便着
手重新组织北大评议会，使之成为全校的最
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同年 11月，通过正
式程序改选的北大评议会组成，成员共十九
人，沈尹默第一次进入评议会，成为北大最高
立法机构的重要成员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1923年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三人
同时进入了评议会。“三沈”特别是沈尹默直
接参与了北大各项政策的制定，推动着民主
思想在北京大学的不断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因抗
议反动政府逮捕学生而辞职离校，学校政务
暂由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5月13日晚，北大
评议会与教授主任会召开联席会议，经与会者
一致赞成，由文本科教授胡适、文预科教授沈
尹默等六人共同组织委员会，与温宗禹代行校
务。在北京大学面临危难的时候，以沈尹默等
人为代表的评议会中坚力量，坚决贯彻蔡元
培的办学方针，积极维护了学校的稳定。

彰显品格

那个风雨交加、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三沈”没有躲进北大图书馆里一心钻研学
术，而是勇敢地肩负起时代交给的重任，在北
大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并
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
会，沈士远曾任书记，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爱
国运动。

1921年春夏，北京又爆发了旨在发展教
育事业，争取教职员生存权利的索薪斗争。
参加的学校有北京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在

经过多次与教育部交涉不得结果的情况下，6
月 3日，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
遭到军警的殴打，沈士远被打得头破血流，生
命危在旦夕。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八校
长达 4个多月的索薪斗争终于以教育界获得
胜利而告结束。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所谓“中亚
探险（远征）队”，欲前往新疆、甘肃等地考察，
沈兼士得悉后，为防其肆意掠取我国历史文
物，便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名义召集北
京各学术团体讨论此事，旋即致函外交部呼
吁停发他们的护照，又致函沿途各省阻止调
查进行，迫使斯文赫定亲自到北京大学拜访
沈兼士，答应以不侵犯中国主权、采集文物在
中国保存等为前提，组织中瑞联合考察团前
往考察。此事对我国考古学发展和保护西部
文物影响深远。 □ 伊名

“五四”时期，三沈等人在苦雨斋合影（前左起：沈士
元、刘半农、马尤鱼、徐祖正、钱玄同 后左起：周作人、沈
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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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快递不能寄？丢件如何赔
偿？如何保护寄件人隐私？日前，《快
递暂行条例》正式出台，并于今年 5月
1日起施行。

伴随电商的一路高歌而蓬勃发展
起来的中国快递，业务规模已连续4年
位居世界第一，对全球包裹快递量的
增长贡献率超过了 50%。而事实上，

“快递”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相当早，一
套完整的国家邮政系统在古代中国就
已经建立了。

八百里加急却不接民间订单

古代的国家邮政系统叫作“驿传”
或者“邮驿”，是古代政府为了传递文
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
和交通组织，官办官管官用。最重要
的任务就是负责政府的公文往来和军
情传递，也承担一些物资的运输工作。

既然是公文和军情，对时效性的
要求就非常高了。那么，这套系统的

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汉代马递的最快

速度是日行四百里。
唐代则规定，每天车行
至少一百二十里，骑马
一百八十里，皇帝颁布
的敕令须日行五百里。

到了清代，由于军机处的设立，文
书传递的速度被提高到一昼夜六百
里甚至八百里。咸丰和同治时期，由
于战火不断、军情紧急，出现了“红旗
报捷”，一旦前方打了胜仗，就立刻以
八百里的速度飞递，沿途驿站秣马以
待，一听到铃声立刻飞身上马，驰往
下一站。这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常
常听到的“八百里加急”。

然而，这些“快递”业务虽然高效，
普通百姓想要享受却非常困难——国
家邮政系统不接受民间订单，所以民
间通信大多靠私人捎带。汉乐府中有
一首《饮马长城窟行》，里面有一句“客
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
中有尺素书。”写的就是托同乡的人带
回家的信件。

古代邮件严格的保密措施

保密是古代“快递业”非常重视
的问题。为了防止中途泄密，被人

拆看或伪造，古人采取了不少特殊的
手段。

以秦代为例，当时有严格的交
接和登记制度。《行书律》 中规定：

“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
夙暮，以辄相报也。书有亡者，亟
告官。”同时对投递员的素质也提出
了硬性要求：“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
仁者勿令”，即老弱和不诚信的人不
能担任投递员。

防止泄密最重要的手段是密封。
在秦代，文书写在竹简上，传递前人
们都会将邮件捆扎妥当，在结绳处使
用封泥，并盖上相关印玺，以防私
拆，写在绢素上的则要装入书袋中。

清代邮件的封发、保密和防损工
作做得更好，有“重封入递”“木匣入递”

“绢袋封发”“汇总封发”“长引隔眼”等多
种装封手段。清代在速递奏折一类的重
要邮件时还有专用的封装程序，使用“封
桶”“报匣”“夹板”等封套，外人是绝对看
不到的。

由于古代快递多为政令、军务一
类，如果“快递”变成“慢递”，或将邮件
递错、丢失等，将会受到严惩。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官方投递员
都持有牌符一类的信物，就是相当于
通行证的驰驿证件，“一证通行”，大大
减少了快递过程中的人为耽误。

古代“生鲜速递”和“海外购”

古代的物流虽然远不如今天这样
便捷，但也有了蔬果生鲜的“快递服
务”，甚至还出现了最早的“海外购”。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
载：“平原郡贡糖蟹，采于河间界。每
年生贡，斩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老
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
毡密束于驿马，驰至于京。”这是从山
东进贡的海鲜，为了保证新鲜，捉到以后
就直接用毡子密封，然后用驿马速递到
长安。明代于慎行也有类似的诗句“六
月鲥鱼带雪寒，三千江路到长安”。

和今天一样，古代物流也会输送
很多来自国外的商品，那时的“快递”
输送着最早的“海外购”。

明代的海外贸易虽然时开时禁，
但总体上十分繁荣，很多我们现在常
见的作物都是这个时候才有的，例如
南瓜、玉米、番茄、烟草等。

看完这些，我们似乎可以在脑海
中勾勒出这样一幅古代物流业的图
景。那时，普通百姓能收到一封信就
能乐上半天，想快递贵重物品只能拜
托镖局，而“神秘的远方”时常会运来
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装点着人们
的生活…… □ 雷册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