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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在三九，热在中伏”。一年中最热的
大暑时节已至。

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古籍中
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足见大暑的炎热
程度。那么，在炎热而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
用什么办法来消暑呢？

除了扇子，也有今人常用的冰。这让人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冰开始的地方

冰，很早就被人们用来消暑纳凉了。
商周时期，人们便开始利用天然冰来制

冷。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用，成立了相
应的机构管理“冰政”，专门负责“掌冰”，负责
人被称为“凌人”。《周礼》载：“凌人掌冰，正
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礼记》也说：

“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周以
后的各个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冰政。

每年寒冬腊月，凌人会命人到水质好的
江湖面上凿采冰块，这时的冰块最坚硬，不易
融化，方便采用和搬运。采好的冰会被储藏
到预先准备好的地下冰窖里，《诗经·豳风·七
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中的

“凌阴”就是山阴处的藏冰地窖，“二之日”“三
之日”是周历的二月和三月。地下冰窖内铺
满了干净稻草和芦席，设置了专门搬运冰块

的冰板，待冰到了窖口，冰板一头支在窖口，
一头支在窖底，形成一个斜面，让冰块滑下
去，再由窖里的人码放整齐，在冰上覆盖稻
糠、树叶等隔热材料，最后将整个冰窖密封，
等来年使用。由于储存环境和方法的限制，
最终都免不了会有约三分之二的冰在使用前
自行融化，因此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
需使用冰量的至少三倍，以满足宫廷需求。
冰窖也慢慢增多，到了清代，北方的官方冰窖
有20余座，存冰量大概有二十万块以上，北京
的冰窖口胡同、西安的冰窖巷就得名于此。

由于夏日用冰量大，官方藏冰常常不足，
因此出现了私家藏冰的“冰商”。据宋人所作
《迷楼记》记载，宫中“美人各市冰为盘，以望
（隋炀帝）行幸。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
皆获千金。”这说明隋代就能在市场上买到
冰。到了清代，《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各级官
府“如藏冰不敷用，从市采买”。清代的冰窖
分为官窖、府窖和民窖三种，民窖由商民设
立，专门用于商业经营。

有了冰之后，古人的夏天就凉爽起来，他
们把冰块放在盛冰的容器冰鉴里。《周礼》中
有在容器“冰鉴”中保存冰块的记录。冰鉴最
先是陶制的，后有木制的，春秋中期以后流行
青铜鉴，大口小底，底部有直径很小的排水
口，可在冰融化后直接排出冷水。冰鉴可以
散发冷气，还可以保存食品，将盛满饮料或食

物的器皿放进去，四周围
满冰块，合上盖子，“冷饮”
就可制成。《楚辞》中记录
的“挫糟冻饮，酎清凉些”

“清馨冻饮”，都展示了夏天
饮冰镇酒水的舒适和快乐。

进入汉代，古人用冰
就更讲究了。汉代皇宫设
有夏季用房“清凉殿”，
殿内有多重降温装置，以
石头为床，用玉晶盘盛装
冰块，仆人站在一旁对着
扇竹扇。清凉殿内清凉无
比，汉武帝刘彻常常带着
自己宠幸的嫔妃宦臣“卧
延清之室”，吟唱辞赋歌
谣，品尝果品佳肴，不亦
乐乎。

唐宋以后，“清凉殿”之类的“空调房”越
建越高级，殿内除了放冰块，还放有“扇车”，
借水的作用转动扇叶，扇带凉水吹更凉。宋
代还注重空气净化，在厅堂里摆几百盆鲜花，

“鼓以风轮”，既凉快，又“清芬满殿”，宋代的
“空调”设备已在民间普及。

这次第，怎一个凉字了得。冰开始的地
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冰有趣的时候

冰，还被古人用出趣味。
有用冰来装病的。据《左传》记载，公元

前552年，楚国的令尹（即主持国事的大臣）子
庚去世，楚国国君楚康王指派楚国士大夫薳
子冯继任。薳子冯征求好友申叔豫意见，申
叔豫说：“朝廷内宠臣很多，君王年轻弱势，治
理国家的难度很大啊。”于是薳子冯就用装病
来推辞。当时正值盛夏，薳子冯在家里挖了
个地窖，放上冰，用冷水浇身，把自己弄成重
感冒，然后身穿厚棉衣和皮袍子，躺在床上好
几天不吃东西。楚康王派御医前往诊视，御
医发现薳子冯“瘦弱到了极点”。楚康王无
奈，只好改任子南为令尹。

薳子冯也堪称“开空调盖棉被”的古代先
驱。只是，我们始终不明白，装病的方式有多
种，为什么要躺冰块上呢？花费的成本太大
了。要知道，唐代以前，冰块非常珍贵，不仅
数量有限，还价格昂贵，到了“长安冰雪至夏
日则价等金璧”的地步，大臣在蒙皇帝赏赐冰
块时都会深感为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某日
得到几块小冰的赏赐，就高兴得很，还记录下
来：“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
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所以，对
于楚国士大夫薳子冯，我们只好感叹一声：真
土豪也。

有因冰生病的，也有用冰治病的。《盱眙
旧志辑要》介绍，宋徽宗赵佶在某年夏天，“食
冰太过，病脾疾”，御医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让
他服用大理中丸，但服用多日，均不见效果。
宋徽宗寝食难安，后来听说民间医生杨介医
术高明，便召杨介为他诊疗。杨介查明病因，
仍使用大理中丸，只是改用冰煎服，宋徽宗服
后立马痊愈了。

甘、冷、无毒的冰真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

珍所说，“冰者，太阴之精，水极似土，变柔
为刚，所谓物极反兼化也。”冰可以去热
烦、解烦渴、消暑毒，“伤寒阳毒，热盛昏
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亦解烧酒
毒。”杨介的治法算是“从因治病”，妙手仁
心。当时，宋徽宗和杨介的对话也简单有
趣：“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
曰：病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
原也。”还好，宋徽宗遵了医嘱。

说到底，都是吃惹的祸。宋代的冰制食
品简直不要太好吃哦，“冰糖冰雪冰元子”“冰
雪甘草汤”“冰雪凉水荔枝膏”“雪泡豆儿水”

“雪泡梅花酒”等，光听名字，心里就舒坦，怎
么不想让它们“一步到胃”呢？南宋诗人杨万
里早用《荔枝歌》道出了这份心花怒放：“市人
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
眼开，甘霜甜雪如压蔗。”元代的商人又在
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开创了冰淇淋的先
河。市场中还出现了“冰鲜”，人们把打捞
的海产品，通过冰的冷冻后，运输得更远、
保存得更久。

冰深情的日子

冰，也在被人们赋予深情。
在冰特别难得的时代，皇帝用冰靠事先

储存，大臣用冰或靠皇帝赏赐、或凭官阶和
“冰票”领取，级别低的官员可能得不到冰，可
能靠级别高的官员赏赐。这种“颁冰”的做法
始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代。所以，若是将冰
作为礼物来馈赠他人，那真是可贵的。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常常送冰给同僚
梅尧臣，他的馈赠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
欧阳修在 25 岁至洛阳任钱惟演幕府推官
时，与年长自己 5 岁的任主簿的梅尧臣相
识，开始了长达 30年的友情，直至梅尧臣去
世。流金岁月中，俩人心心相印，不离不
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于道义、事业
上互相支持。梅尧臣还是欧阳修古文运动
的坚定支持者。

随着为官级别的增高，欧阳修送给梅尧
臣的冰块也增多，使得仕途坎坷、级别很低的
梅尧臣能长年享受较好的以冰消暑之待遇，
安然度炎夏。为了让梅尧臣安心接受，欧阳
修还曾以自己不怕热为借口。其实，即使是

真的不怕热，也不会嫌冰多。梅尧臣心中明
白，便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冰镇果品回赠欧
阳修。

冰，就这样透亮着。怪不得会有冰心玉
壶、冰雪聪明这样的妙词儿。饱含纯粹情谊
的心，就像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里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焕
发玉一般的晶莹和澈亮；也像唐代诗人杜甫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中的“冰雪净
聪明，雷霆走精锐”，透出雪洗净过的细腻和
敏捷。

想那洛阳的初识，是多么令人开怀，欧阳
修后来还作诗《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梅尧
臣，字圣俞）来表达：“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
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臣也
欣然记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俩人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欧阳修当即写了《七交》
七首，分述同游的几个人，写到梅尧臣《梅主
簿》时，颇多揄扬之辞：“圣俞翘楚才，乃是东
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梅尧臣则
说：“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
刻厉，静思苦学。”

这样的相识，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遇见。宛
若冰一样，闪耀着清润明洁的光辉。 □管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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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贫苦出身，父母、兄弟皆先
后饿死。他走投无路，做过乞丐，小
僧。但他积极求上进，有主见，才武绝
人，判断准确，大智大勇，勤于正事，厉
行节约，善于用人，胆大心细，心狠手
辣。但过于信任自己的儿子，而且过
早地把能征善武的将领杀光，导致孙
子皇位被夺。总之，优点是聪明，善于
用人，缺点是过于敏感与猜忌。

朱元璋北伐征讨元军，还没出征，
先对将士们颁发了六大铁律：严禁劫
取民财；严禁淫人妻女；严禁擅入书院
宗祠；严禁损坏皇陵祖庙；严禁滥杀俘
虏；严禁擅征民夫。谁要敢犯这六条
铁律，立斩无赦。闻后，他的拜把四弟
直言：“这太严厉了吧！打这么多年
仗，还没这样过。”徐达三弟也说：“北
伐需大刀阔斧，将士们顾虑多，就不敢
放手杀敌了。”朱元璋言：“这次征战与
以往不同，过去是一方诸侯属于地方军，这次我们是
王者之师，纵横几千里，经过十几个省，沿途百姓，特
别是北方百姓，能够从将士身上看到王朝是什么样
子，将士的一举一动，一刀一枪，都影响着人心向
背。他们祖祖辈辈讲究个眼见为实，咱宁肯牺牲些
将士，也决不影响到王师之风范！”

这番话讲得漂亮，实为智者，因朱元璋深知，得
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羽翼已丰的他，特别强调了
影响与名望。

初始他治国爱将的愿望是好的，给有功的大臣
们发免死牌，给国公还三次免死。后来见有人居功
自傲，横行霸道，所以又设法收回免死牌烧掉，想着
这下该自律了，可不然，仍肆无忌惮，所到处打旗号，
欺男霸女，横行乡野，闻之不禁大怒。命翰林院学士
杨宪治扬州，可杨宪立功心切，甚至不择手段邀功论
赏、欺君，到驸马欧阳伦、大将军蓝玉，文武相间，屡
犯朝纲，让他不再相信人了。以致发展到处处疑心，
连几位为大明江山战功显赫的拜把兄弟，也不再相
信。派人盯梢，成立锦衣卫，了解他们茶余饭后在干
什么，甚至不放过细枝末节，都要汇报给他，发展到
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处罚一人，搞得朝野上下，草
木皆兵，人人自危。有的大臣上朝前，告诉家人，有
随时回不来的可能，可见最后外出北伐时，为制约大
臣将士们，特颁布六大铁律，其意深远。

欧阳伦进士出身，是朱元璋的女婿，即驸马。洪
武三十年春，他任四川、陕西特使时，多次走私茶叶
过境，从中谋利。朱元璋闻之大怒，许多大臣求情，
连皇后求情，公主哭闹上吊，却不能让朱元璋改变主
意。终赐剑，面对皇亲列祖，让欧阳伦自尽。起到杀
一儆百，不乱朝廷律例为要。朱元璋一言九鼎，苛政
吏治。当他看到灾荒，扬州民众卖儿女吃人时，他含
泪道：“我一定让百姓吃饱肚子。”可见，朱元璋是位
明君，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后来儿孙们登基，看
似仁义，实则软弱，到了十六代崇祯疑心重，屡杀大
臣，以致众叛亲离，终自缢。若朱元璋泉下有知，恐
怕要气得再死一次了。从此，维持了两三百年的大
明朝结束了。

唐朝的女皇帝武则天，为反腐败，设立铜匦（举
报箱），专人负责。经查实后，凡贪官一律斩杀，并奖
励举报者有官做。

由此可见，每朝每代对腐败人人痛恨，自古如
此。因而，朱元璋的六铁律，不仅是当时治国安民之
策，在今天也有着重要意义。 □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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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七月流火，我饶有兴致地拜访了原
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乙班赵梦桃生前
姐妹郭淑贞女士，分享了她与赵梦桃的
姐妹情和生动的故事。

“我是1953年元月进厂，比梦桃晚两
年，一进厂就分到细纱车间乙班五组，与
梦桃同车间同班次，但并不同组，梦桃是
值车工，我是落纱工，毕竟在同一战壕，
天天照面。那会儿，梦桃的先进事迹常
在厂内的黑板报上宣扬。我印象最深的
是，当初细纱车间机台安装逐步到位，由
于人手短缺，不少机台闲置，梦桃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她主动请缨，率先在车间
要求扩台，由 400锭扩台到 600锭，车间
不少女工私下劝她，梦桃呀，看 400锭够
累了，你要增加到 600锭，吃得消吗？再
说，扩台还是那么些钱，未免有点傻。
梦桃笑着说，现在咱可是国家的主人，
工厂就是咱的家，咱要让安装好的机台
都转起来，多纺纱、多织布啊！在她的带
动下，姐妹们纷纷效法要求扩台，很快车
间机台运转开齐。最后，她竟扩台至
1000锭。”

她细细讲述，我静静倾听。
1959年上半年，车间从五组抽调 5

人并入梦桃所在的四组，郭淑贞有幸成
为该小组一员，与梦桃的接触更近更多
了。记得当年三组有个 55号车，值车工
抱怨难开，任务总也完不成，姐妹们亦称
其为“老虎车”。一次，这位值车工说：

“不是我不努力，是车太难看了，就是把
赵梦桃调过来，恐怕她也没方子。”此话
传到梦桃耳朵里，梦桃找到车间领导，铁

了心要换机台一试，可谓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时正
值她发出“大干一百天，按日完
成计划”的倡议，于是，郭淑贞
和几位姐妹都劝她别去，倘若
完不成计划，不光是丢了荣誉，
她提出的倡议也会落空。梦桃
坚定地说：“一人先进孤单单，
众人先进推倒山。我渴望的是
党的事业，不是个人的荣誉。”
她去的当天，车头车尾聚集了
好多人，我觉得有两种心态：一
是不少姐妹为她悬着一颗心，
担心她完不成计划；二是估摸
有人是看热闹的心理，看你赵
梦桃能不能当众征服“老虎
车”。梦桃上了“老虎车”就抓
两点，先找机台毛病，让修机工
及时处理。尔后，她手脚麻利
地做好机台清洁工作，她娴熟
的动作、精湛的技术，当天就完
成了计划，打破了“老虎车”的
魔咒。下班时，那位值车工从
远处跑来，紧握梦桃地手说：

“真……真难为你了！”梦桃说：
“车子是死的，人可是活的，对不？”后来，
车间把赵梦桃降服 55号车的故事，还编
写成快板剧，由小组成员吴桂贤、梁福云
排练演出，影响很大。

口述至此，不由我念及赵梦桃的一
句名言：“不让一个姐妹掉队！”

“梦桃对待工作太认真了。后期她
因公外出开会、传经送宝等社会活动增

多，只要她外出回来，打
听到我们当班，总是前
脚迈进厂门，后脚就跨
入车间。一次，我上班
途中，迎面碰见她从外
地开会回来，脸色蜡黄、
手捂肚子，一看就是身
体不舒服，打个招呼我
就急忙奔向车间，谁知
没一会儿，她戴着白帽，
围腰也钻进了车间弄
档。梦桃就是我们小组
的扛旗人。”郭淑贞说。

一天，她看我操作
之时无精打采，下班找
我谈心。我向她吐露真
心话：“太累了，能不能
让我少看些纱锭？”“那
可不中！”梦桃说：“现在
市场上棉布限购，供不
应求，再说，咱小组又担

负着军品任务，不吃苦受累咋能行哩！”
一席话，说得我羞答答的。生活上梦桃
犹如亲姐姐一样呵护我。1961年，我谈
了一位外地男朋友，一年难得谋面，总是
相互通信，结婚这事，谁都不愿捅破这层
纸。那段时间，我心神不宁，梦桃看出了
我的心思，爽快地劝我：“结婚乃人生之
大事，光纸上谈兵不行，一定要面谈，若
有见面的机会，我帮你把把关，咱把话点
破。”在她的关爱下，1962年 10月，我终
于完婚，她还送我了一个长方形的玻璃
镜框，贺喜留念。关心、贴心、交心、诚
心，她就是这样的人。

酷热难耐，郭淑贞一气喝完一杯茶，
接着道：“梦桃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时常
带病坚持工作。其实，她身体一直不好，
厂领导打算让她脱离值车岗位，担任车
间团总支书记，听说后，我真为她高兴。
谁知，她却找领导，婉言谢绝并一再表
示，自己的身材、个子很适合干细纱值车
工。我会像钟表一样永不停摆、永远运
转下去。”在我和梦桃相处的几年里，她
的病反复发作，直至病逝。那年她才 28
岁，多好的年华，太可惜……

说到此，郭淑贞老人有些哽咽……
我忙岔开话题：“据说您老有一份弘

扬梦桃精神的手稿。”她从手提袋中麻利
地拿出一沓稿纸，边递给我边说：“情不
自禁啊！我只上过 3年学，是 2004年写

的，提笔忘字，错字不少，共 8页，只可惜
遗失了最后一页。”我匆忙接过，仔细翻
阅。这是一页标准的300字方格稿纸，用
钢笔书写的，字迹工整、语句流畅，言为
心声、语为心境。特别是题目吸睛：“梦
桃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郭淑贞后来调入厂退休办，鉴于她
是梦桃小组的老成员，外出互动交流的
机会日渐增多，她先后赴北京、湖南、
湖北、山西等多个省市纺织企业宣讲赵
梦桃的劳模事迹；退休赋闲，她和姐妹
们更是退而不休、老有作为，走企业、
进社区、入学校，多次义务宣传弘扬梦
桃精神。

“如今，我们尚健在的梦桃生前老姐
妹，有生之年如同梦桃精神的播种机，让
这颗耀眼夺目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我们又是业余宣传队，活到老、学
到老、唱到老，让梦桃精神代代相传！”郭
淑贞兴奋地说。 □张翟西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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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淑贞手稿

郭淑贞：

冬天里冬天里，，老北京的冰窖采冰人在冰面上凿采冰块老北京的冰窖采冰人在冰面上凿采冰块

快乐的冰窖采冰人快乐的冰窖采冰人

郭淑贞在赵梦桃塑像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