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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牛文化的陕西溯源

周恩来与中国“国球”

路遥的创作福地往 事

路遥出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清涧县，主
要成长于革命圣地延安的延川县等，工作
和生活在关中平原的西安市，处于黄土高
原与关中平原过渡之地的铜川市，亦与路
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9 年冬，路遥以延川县“贫下中农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的身份，进驻延
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在县百货
公司开展路线教育的成员中，还有北京知
青林琼。在路线教育工作中，路遥的人
品、才华得到林琼的好感；活泼美丽、能歌
善舞的林琼也深深地吸引了路遥。路遥
与林琼恋爱了。恋爱是美好的。著名作
家、路遥的好友高建群在《扶路遥上山》中
写道，在路遥的回忆中，这段初恋非常甜
美，路遥曾和他谈到，在一个多雪的冬天，
文艺队排练完节目后，他怎么陪着她回她
的小屋，踏着吱吱呀呀的积雪，“我的手不
经意地碰了一下她的手，我有些胆怯，怕
她责怪我，谁知，她反而用手紧紧抓住了
我的手。”作家晓雷在《男儿有泪》中写道，
路遥和林琼经常到邮电大楼背后去，那里

面对着延河，河对岸的人看不到这边，他
们两个看着河水轻悠悠地向东流去，看着
鸟雀在水上点来点去，有说不完的话，他
们两个说好今生今世都要好下去，永远都
不分开。

1970年初夏，国家首次在知识青年中
招工，延川县给了路遥一个指标，让他去
铜川市二号信箱当工人。面对这难得能
彻底跳出农门的机会，处于热恋中的路
遥，竟然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林琼，让林琼
去了工厂。有人曾提醒路遥，谨防鸡飞蛋
打，但恋爱谈得昏天暗地的路遥自信地
说：“为了她，死也值得。”

恋爱特别是初恋，是青涩甚至是苦涩
的。林琼到铜川二号信箱上班不久，路遥
即收到林琼的断交信，路遥不得不忍痛结
束了初恋。而在这不久前，路遥因一些原
因，被停止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仕途失意，爱情失恋。处于人生低谷的路
遥，甚至想到了死亡。路遥在《早晨从中
午开始》中写道，后来一次“死亡”其实不
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

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
跳水自杀。

1985年9月，为了给创作《平凡的世界》
积累素材，路遥挂职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副
部长，深入其弟弟王天乐当矿工的铜川鸭
口煤矿体验生活。路遥在矿井中，与矿工
一起采煤，体会矿工的苦与乐，生与死。

在铜川鸭口煤矿体验生活时，路遥与
质朴的矿工安锁子成了好朋友，详细掌握
了安锁子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在《平凡的
世界》中，路遥连安锁子的名字都没改，塑
造了矿工安锁子的独特形象。但由于安
锁子不认字，他始终不知道路遥把他描写
成什么样子。

现在铜川鸭口煤矿已关井停产，但矿
上的鸭口路遥文化展馆，每年都吸引万名
游客参观。

铜川鸭口煤矿，是煤炭的富矿，也是
路遥创作的“富矿”。

因《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要写煤矿，
为了全面深入地掌握煤矿情况，1985 年
金秋，经过三年创作准备的路遥，来到位

于铜川市西北的陈家山煤矿，在矿医院
二楼一间小会议室改造的工作间里，开
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创作是艰苦
而有孤独的，而煤矿的生活又是单调而
简单的。路遥因夜晚创作，早上起来晚，
早饭经常是晚饭时带回的馒头。中饭一
般是馒头稀饭咸菜，下午是面条或重复
中午的“老三样”。没有蔬菜和鸡蛋，有
时甚至连豆腐也很难吃到。唯一有些罗
曼蒂克生活感觉的是，在每天早上开始
工作和凌晨当天工作完毕上床前，要各
喝一杯咖啡。

经过艰苦的劳动，在 1986 年元旦前
夕，路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
草稿。在乘车回西安路过铜川市时，感
觉像是进入了国际化大都市，特别是商
店门口摆的面包、饼干和牛奶等，使路遥
想到，如果陈家山煤矿也有这样丰富的
商品，他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了。

路遥在铜川陈家山煤矿完成了《平
凡的世界》第一部草稿的创作，铜川市是
路遥创作的福地。 □付海贤

在今天的山西南端、黄河北岸，坐落
着元代建筑与壁画交相辉映的“国保”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乐宫。
这处建于元早期的著名道教宫观有 4座
气势恢宏的殿宇，堪称中国元代官式建
筑的典范，各处殿宇四壁上还绘有无与
伦比的精美壁画，总面积达 1000余平方
米，被誉为中华艺术的瑰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60多年前，连
同它的整体建筑和巨幅壁画在内，永
乐宫曾经历过一场世所罕见的“乾坤
大挪移”。

1956年，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决定
修建三门峡水库。由于永乐宫原址恰好
位于水库的计划淹没区内，国务院特批
对永乐宫进行迁移保护。

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在中国史无
前例。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工作人员
张青告诉笔者，建筑的搬迁还相对容易
实现，但壁画的揭取当时在我国无先例
可循。况且，永乐宫壁画当时已经有700
多年的历史，粘力大减。“泥皮土墙一碰
就碎，一时间难倒众人”。

壁画搬迁之初，两位“洋专家”被请
来了。他们根据西方经验，提出将化学
药品注射进墙体，软化壁画后再进行揭
取。但是这种办法对泥皮土墙的永乐宫
壁画是否安全有效？洋专家并没有十足
的把握。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数百
万元的高额费用。

“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
永乐宫搬迁的全部预算额都没有‘洋专
家’提出的这一项价格高。”“山西古建
筑保护第一人”柴泽俊时任永乐宫迁建
工程施工组组长，他在生前接受采访时
说，“洋专家”请不起，我国“土专家”决
计自力更生。

鉴于各殿墙壁几乎全部是作画之
处，每面墙壁都由数十平方米的壁画连接成一体，如
果整壁揭取，面积太大，必然导致壁画的破碎。经过
周密研究，人们确定了完整的永乐宫搬迁方案，即临
摹、揭取和修复三步方案。

为了保护壁画、不触碰壁画，永乐宫壁画的临摹
就用了将近1年时间。

从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底，人们开始对壁画
进行揭取、包装和迁运，并对宫殿建筑进行编号、拆
除，将它们运送到25公里以外的新址处。

据柴泽俊生前回忆：人们先要避开画面的精细
部分，在尽量不损伤画面的地方，把壁画分割成 2平
方米到 6平方米大小不等的画块。然后预制与画块
相等的木板，在木板下端安装角铁。木板靠近画面
一侧，根据墙面的凸凹不平，用旧棉花和拷贝纸加以
铺垫，依附于画面上，即行揭取。揭取下来的壁画，
四周用木板装订，背面木框压牢，形成一个木箱，空
隙部分用棉花填充压实，并标上编号。箱子特意做
成了上下可通风式，以防止壁画受潮。

从 1962年下半年起，人们又耗时将近 4年，才完
成全部壁画的加固和复原。而整个壁画的揭取、复
原共计花费 30多万元。经过专家和操作工人的协
同努力，不仅使珍贵的元代建筑和壁画得以完整保
存，更是为国家节约出了一笔巨大的开支。

永乐宫搬迁开创了中国壁画整体搬迁的先河，并
创下了多个之“最”。“搬迁壁画面积最大，达1005.68平
方米，留存手写资料最多，有20000余页。搬迁建筑占
地约15公顷，搬迁建筑构件重达10吨，而项目骨干人
员年纪较轻，平均不到30岁。”张青说。 □刘翔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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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牛文化，就会想到鲁迅的：
“我好象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俯首甘为孺子牛”，就会想到春秋战国时
田单的“火牛阵”，《西游记》中的牛魔王，
《水浒传》里小名叫铁牛的李逵，“庖丁解
牛”的传说，以及“老黄牛精神”。

而西周和春秋时期的《诗经》就有关于
牛的记载，《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有：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日之夕矣，羊牛
下括。”《诗经·小雅·无羊》有：“谁谓尔无
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犒。尔
牛来思，其耳湿湿。”

西汉太初年间，实行了太初历，“其以
一日分十二时，而以干支为纪。”所以古语
有“自混沌初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
生于寅，天地再交合，万物尽皆生。”所谓

“地辟于丑”，即丑为牛。这样一来，牛就成
了“辟地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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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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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人说到牛的俗语、俚话不少，例
如：“一头牛，半个家”。庄稼人向往的好日
子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
炕头”，再有“耕牛是个宝，农家离不了”“点
灯省油，耕地爱牛”“牛是种地人的哑巴儿
子”等等。

1983年陕西洋县张家村出土一件商牛
觥，也称“神兽形觥”，作站立状。盖前端为
兽首，叶形双耳竖立，额顶饰盘曲的双蛇。
弯眉，圆目，尖吻。盖顶前部置一卷尾立
龙，后置一扁体夔龙。盖后端饰饕餮纹，双
角竖起。短流，椭圆形腹，短尾下垂，半圆
形四足。器腹饰鸟纹，后饰一卷尾夔纹，通
体以云雷纹为地纹。

1967年岐山县贺家村出土一件西周牛
形尊，牛形尊蹄脚粗壮有力，体形浑圆，伸
颈翘首作牛吼状，伸舌为流，环尾成鋬。牛
背上方开方口，器盖钮为一只竖耳缩身呈
欲扑状的老虎。通体饰卷龙纹，神态生动，
是一件西周青铜器极为罕见的珍品。

1974 年宝鸡市茹家庄出一件西周玉
牛，为青玉质，牛站立状，口微张，头前伸平
视前方，两弯角后伏，脖颈粗短，嘴部穿一
圆孔，可佩带。雕工精巧，神态逼真；西安
市长安区韦曲镇出土“北魏褐釉陶牛车”。
1952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一件南北朝时
期的“彩绘独角兽”，独角兽也称獬豸，但除
过一独角，背浮雕有翅膀外，其余牛身、牛
头、牛腿、牛蹄，也应称“彩绘独角神牛”。

1962年出土于陕北绥德县的汉画像石
“牛耕图”和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出土了
“北魏褐釉陶牛车”，让人们从牛耕图、牛拉
车上一睹人类如何役使牛的历史真实。

而流传在陕西的与牛相关传说、故事
也有不少。例如：“金牛道五丁开关”“牛
郎织女”石像塑在长安昆明池，西汉名相长
安城外“丙吉问喘”，唐代韩滉画的《五牛
图》等等。

唐代刘叉《代牛言》
诗中有：“渴饮颖川流，饿
喘吴门月。黄金如可种，
我力终不竭。”宋代李纲
《病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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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都是牛之
吃苦耐劳，奉献自己，牛
为人们创造的财富再多，
仍得不到休息，更得不到
报答。既使积劳成疾，仍
摆脱不了劳役之苦。

宋代梅尧臣在《耕
牛》一诗中写道：“破领耕
不休，何暇顾羸犊。夜归
喘明月，朝出穿深谷。力
虽穷田畴，肠未饱刍粟。稼收风雪时，又向
寒坡牧。”其中“破领耕不休，何暇顾羸犊”，
读后让人感动莫名。一头正在哺育小牛犊
的母牛，一边耕田一边要呵护小牛。犁轭
磨破了母牛的的肩颈，它还要拼命将犁往
前拉，可哪有暇顾及正待哺乳的牛犊呀！
其品德多么令人崇敬。

著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并以之获
过茅盾文学奖的陕北作家路遥的名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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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路遥出生于 1949年，属牛。

再有，曾被授予中国雕塑艺术终身成
就奖的潘鹤先生为深圳雕塑的“拓荒牛”，
获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金奖，已成为深圳精

神乃至改革开放精神的“世纪象征”。
国画大师齐白石自称“耕砚牛”；山水

画大师李可染为自己画室取名“师牛
堂”；臧克家有“老牛以解韶光贵，不待扬
鞭自奋蹄”；人民艺术家的老舍自取雅号

“文牛”；著名豫剧丑角牛俊国的艺名“牛
得草”等等。

郭沫若先生在《水牛歌》中写道：“花有
国花，人有国手，你是中国国兽，兽中泰
斗。”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对牛美德的尊
敬崇拜。而且在对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
塑造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牛为
标，化牛入性，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博大深
厚的牛文化，和勤劳奉献的民族个性的内
在实质。 □朱文杰

1959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上，中国运动员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
冠军，令世界瞩目、国人振奋。接着，中国
乒乓球队又连续获得第二十六、二十七、
二十八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由此
确立了世界乒乓球强国的地位。全国人
民欢欣鼓舞，掀起了全民参与乒乓球运动
的热潮。由于该项运动开展条件简易，参
与性强，在全国上下普及程度极高，深得
国人的喜爱，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国球”。
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对乒乓球运动也是
十分关心，他与“国球”还留下了许多鲜为
人知的佳话。
“红双喜”牌乒乓球系列产品的来历

爱好乒乓球的人都知道，我国有一个
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器材品牌——“红双
喜”，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喜庆的品牌
名称是怎么来的。

那还是 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界乒
乓球锦标赛在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多特蒙德举行。在男子单打半决赛中，首
次参加世乒赛的中国选手容国团战胜了
日本二号选手星野展弥挺进决赛，与匈牙
利的 36岁老将西多对垒。决赛中，容国
团不负众望，打败对手，夺得了男子单打
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在世界竞技体育
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消息传
来，举国欢庆。

中国乒乓球运动取得这样好的成绩，
令世界乒乓球界刮目相看。世界乒乓球
协会决定将 1961年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

放在北京举行。
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还

是新中国头一回，我国必须要
有自己的乒乓运动器材。国
家体委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
示由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上
海来当此重任。上海方面很
快研制出符合世乒赛质量要

求的乒乓球、球拍和球桌。国家体委和上
海市委在向周恩来汇报时，请周恩来给这
批新研制出的乒乓球运动器材起个名
字。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今年是新中国
建国十周年大庆，容国团又夺得了我国体
育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刚好是双喜临
门。我看就叫“红双喜”牌吧！

总理和总统的“比赛”
1963年底至 1964年初，周恩来先后

访问亚非欧 14个国家，被当时世界外交
界称为“行程十万八千里”的外交。

1964年，周恩来还在欧洲访问阿尔巴
尼亚时，他即将访问的西非国家加纳发生
了总统遇刺事件，这使加纳国内局势骤然
紧张。此时，无论国内还是随周恩来出访
的人员，都建议他不要冒险访问加纳。但
周恩来认为，加纳虽是个比较小的国家，
却能够坚持反帝反殖，与我国友好交往，
这本身就有着重大的意义。现在，加纳遇
到了困难，更期望能得到我国的支持。所
以，周恩来在派遣人员实地考察加纳的政
局之后，并没有改变行程。

周恩来冒险访问加纳，令当时的加纳
总统恩克鲁玛非常感动，给予周恩来和中
国代表团非常高的礼遇。不仅让周恩来
等参观他所住的城堡，还破天荒地领着周
恩来一行上楼参观他的住处。当时在非
洲，有不能让外人目睹自己妻子容颜的风
俗，但是恩克鲁玛却破例让周恩来等客人
与自己的妻子见了面。

周恩来和恩克鲁玛一家人小叙片刻

之后就从楼上下来了。这时，他突然发现
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乒乓球桌。考虑到
恩克鲁玛被刺后心情还比较紧张，为了缓
解他的情绪，周恩来主动提议要和恩克鲁
玛打一场乒乓球。和周恩来一同出访的
陈毅自然心领神会，自告奋勇地说：“好！
我来当裁判！”于是，世界上一场罕见的在
两国首脑之间的乒乓球比赛开始了。
对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示

1963年 4月 5日至 14日，第二十七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
克举行。中国男队一举夺得团体、单打、
双打三项冠军，而女队却成绩平平，一项
冠军也没拿到。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
自身水平，早日取得大赛的好成绩，国家
女队于 1964年 9月 28日请男队主力队员
徐寅生到女队作《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
报告。自 1958年以来，党中央在全国开
展了规模空前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
运动。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打破哲学深奥
的神话，“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
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
器”。徐寅生的这篇报告既有实际操作，
又有理论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正
好与这场运动相契合。

当时，徐寅生的讲话受到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重视。贺
龙不仅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报告，而且还作
了 1300字的批示，称赞徐寅生“确实讲得
好”。接着他又把徐寅生的讲话和自己的
批语一并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收到
这些材料后，又立即批示将徐寅生的讲话
和贺龙的批语印发给正在参加中央工作
会议的同志们，请他们回去以后“再加印
发，以广宣传”。于是，《人民日报》1965年
1月17日全文刊发了徐寅生的这篇报告。

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随即
将这份有“千军万马的力量”的批件转交
贺龙。贺龙收到批件后，便来到中国乒乓

球队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的指示，
这给了中国乒乓球队和整个体育系统以
极大的鼓舞。

西花厅里的乒乓赛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原周恩来办公

室的西隔壁房间里，有一张乒乓球桌，周
恩来在工作之余，常会来到这里打几盘。
这张乒乓球桌是怎么来的呢？据西花厅
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在1958年1月中央
南宁工作会议后，就不管经济工作了，那
时他非常痛苦，情绪也很低落。总理办公
室副主任许明为了不让周恩来一个人坐
在办公桌前发闷，便找了一间旧房子，放
上球桌，便于他活动身体，西花厅里这才
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打乒乓球的声音。
当时，西花厅的乒乓球桌比较简陋，直到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
结束后，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把男团决
赛用的桌子送过来，才显得好看一些。

有了球桌，打乒乓球的人多了，大家
球技也有所提高，有人就建议在西花厅里
也举行一次乒乓球比赛。时任中共中央
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同意了，他利用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把这
事向周恩来提了出来。周恩来一听也非
常感兴趣，不仅表示完全同意，还提出届
时他想看一下决赛，还要为获胜者颁奖。

在童小鹏的主持下，一场不为外界所
知的西花厅乒乓球比赛就在总理办公室
旁边的乒乓球活动室举行。此次乒乓球
赛虽然只有男子单打一项，但由于受到总
理的关注，所以报名参赛的人比较多。该
比赛先实行单循环赛，获胜者再进入复
赛，最后进入决赛的是高振普和王甲芝。

就这样，周恩来把他从莫斯科带回来
的一个印有克里姆林宫图案的温度计发
给了高振普，作为冠军的奖品；邓颖超拿
出一套精致小巧的酒具发给了王甲芝，作
为亚军的奖品。 □秦九凤

2020年末，电视剧《大秦赋》热播，为大家带
来了一场秦文化的视觉盛宴。尤其是第三集
中，吕不韦与秦异人一边在炭炉上烤肉一边讨
论如何击退攻秦的五国联军的场景，令人记忆
尤新。大冬天，围着火炉烤肉、涮火锅这不是标
配么。剧外，遥远的秦人冬天用于取暖和加热
食物的东西到底长啥样，咸阳博物院珍藏的两
件文物为您揭晓答案。

在咸阳博物院的秦咸阳文明展的展厅里陈
列着一件秦提链炉，它出土于咸阳塔尔坡塬边
的青铜窖藏坑中。炉盘近正方形，长为 23.6厘
米、宽 24.4厘米、盘深 4厘米。盘四角为曲尺形
口，底下为四兽面马蹄形足，高 4.5厘米。炉盘
两旁有“8”字型提链，盘身外侧四边和盘沿上装
饰有雷乳纹。提链炉在当时一般是用来取暖和
烧烤的，考古发掘中通常有与此类型炉配套使
用的炭箕、漏铲及毕。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
土的炉有配套使用的炭箕和漏铲。这种炉一般
放在室内，使用时，炉的盘体内盛放木炭等燃
料，可供取暖。而与炉一起出土的叉，古人称为
毕或枇，用来穿肉块，放在炉上方烧烤。

另一件文物为秦“修武府”温杯，同出于咸
阳塔尔坡青铜窖藏坑中。器身由两部分组成，
上部为耳杯，下部为底盘，耳杯长 15 厘米、宽
12.9厘米、腹深 5厘米，平面呈椭圆形，杯底有四
马蹄形足，杯足高 6厘米，铸于底盘上。杯短径
两侧各有一个兽面铺首衔环。底盘长 15厘米、
宽 11.5厘米、腹深 2厘米，平面呈圆角矩形，盘底
也有四马蹄形足，底盘足高 3厘米。在耳杯耳部
阴面与同侧底盘的边上都刻有“修武府”三字，

“府”字为秦文字风格。“修武”为地名，古称南
阳，属魏地，在今河南获嘉县境内。《史记·秦本
纪》记载：“魏入南阳以和”，此器应是秦占领此
地之后所造，时代在战国晚期至秦。耳杯常用
于饮酒，亦可作食器。

马王堆 1 号墓中出的漆耳杯，上面就书有
“君幸食”“君幸酒”字样。这件耳杯的腹浅，且
杯下的四足铸于底盘上，用作酒具极其不便，因
此，更倾向于是盛放食物之用。先秦至汉，有一
种制肉食的方法：把肉先不加调料煮熟，接近现
代的白水煮肉，吃的时候，再蘸取调料涮。耳杯
下的底盘，用于盛放炭火，加热杯中食物和调
料，从而使食物更加美味。而且温杯的大小，正
合适一人使用，这和战国秦汉时期实行的分餐
制形式也比较相符。这种涮食法可以看作现代
小火锅的雏形。 □肖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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