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视 野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

陶澍陶澍：：清廉自律清廉自律 以身率下以身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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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隋
收藏单位：铜川博物馆
彩绘风帽俑通高16.6厘米。站姿。头戴

厚风帽，帽顶浑圆，帽裙长垂至肩。方脸，粗
弯眉，大眼，阔鼻，抿嘴，短粗颈。身披毛领大
衣，衣长过膝，内着圆领长袍，腰系革带，下着
裤，履尖外露。双手握拳，对称屈举于胸前，
手心各有一小孔，呈持物状，原持物已失。通
体存白衣。 □黄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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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先民都种些啥？

钩 沉

人物春秋 “要半文，不值半
文，莫道人无知者；办

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这是清代
道光年间曾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给自己定下
的座右铭。这位颇具影响且被魏源称赞为

“江南能吏与廉吏”的“干国良臣”，因自己勇
于任事、廉洁为官的品行，获得了百姓的称
赞和朝廷的认可，更是被奉为著名的岳麓书
院和湖湘经世致用文化的杰出代表。

清代的“两江”指江南、江西两省。康熙
六年（公元1667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
省，故两江总督实际上管理三个省。自雍正
元年（公元1723年）起，授予历任两江总督兵
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之衔，官居从一品，
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两江是
全国人文荟萃之区，财赋集中之地。就文化而
言，清代科举鼎甲人物，多数出于此地，文化相
对比较活跃发达。就财赋而言，两江是清朝的
财赋重地，堪称朝廷的钱袋子。《清史稿·食货
志》称：“计天下财富，唯江南、浙江、江西为重，
三省中尤以苏、淞、嘉、湖诸府为最。”清政府每
年要从东南转输漕粮400万石至京师，两江有
236万石，约占60%。全国盐课是清朝财政收
入的大头，江苏两淮盐场占全国盐课的一半。
两江为全国经济的中心，故其地位尤为重要。
两江总督在全国是举足轻重的疆臣。道光十

年（公元1830年）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兼署江苏
巡抚，于次年又兼任两淮盐政，两淮盐政关系
到清王朝的财政命脉，一直受到朝廷的高度
重视。能够得到这样大权在握的官职，在一
些人眼中可是一个美差，但陶澍不为各种利
益和权势所动，在吏治、河工、盐政、漕运等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治理，使自己
的人品才识得到充分展现。

道光时期，清朝封建统治已经开始转向
衰败。官员们因循守旧、贪墨成风，致使政
令废弛，百姓负担加重，严重影响了封建统
治基础。官场上的腐朽，使得许多庸劣俗
才、狡诈奸猾之徒混入官吏队伍。他们盘根
错节、相互依托，往往为求得庇护和升迁费
尽心机、巧立名目，常常借名冬夏时令、端阳
中秋佳节，或是官员寿诞婚丧，争相攀附馈
送，且形成逐级上送之惯例。以两淮盐务为
例，尽管它攸关六省人民的食用，但长期以
来，伴随着一些官场陋习和利益勾连，已经
是“商情疲乏，浮议繁多，把持咀嚼，不敢过
问，公私倒置”，可谓弊端丛生。陶澍任两江
总督期间，用很大精力和勇气处理盐务问
题，下大力气进行了盐政整顿，革除了许多
陈规陋习。他首先从自身做起，恪守任江苏
巡抚时就自定的座右铭：“要半文，不值半
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

心乃安然。”把廉政作为为官处事的根本。
当时两淮盐政有这么一条规定，盐政养廉，
即工资每年五千两银子，完全是正当的工薪
收入，陶澍却以“总督养廉以极优厚”为理
由，将养廉银交回国库。同时，作为两江总
督，两淮盐场每年需送赏需银两万两。陶澍
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下令革除。所谓“赏需
银”，名义上是对总督职权上的馈赠，实际上
是各级官吏为自己从中获利找到了一种借口
而已，最终导致层层加码，巧立名目，使盐价
成倍增加，加重了百姓生活负担，使清王朝财
政更加困顿。陶澍以自己的魄力和担当“裁
减浮费、紧缩开支，降低食盐成本”，朝廷和
百姓都得到受益。他在处理盐务和盐政方
面的卓越表现不仅体现了很强的为政能力，
还展现了他以廉为本的深厚修养。他在整
顿盐政的同时，还加强对吏治、漕运、水利、
治安等方面的整顿改革。任总督的十年间，
两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取得了长足发
展，正如《清史稿》赞评道：“陶澍治水利、漕
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
焉。”意思是他不论是在京为官还是一方大
员，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做到了问心无愧。

陶澍出身于湖南安化县小淹镇，家境贫
寒，年轻时受尽艰难，但家风清正，即使做了
大官后亦然保持着农家子弟勤俭淳朴的本

色。他感念道：“省一筵宴之费可活几人，省
一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土木之竣可活几
人。”这和那些你送我往、讲究排场的官员
们形成鲜明对比。他要求家人“远钱财、无
物欲、重名节、求学识”。据史籍记载，陶澍
病逝后，一些淮商感念他的清德和好处，筹
集了四万两白银作为礼金，却徘徊在衙署
门外无人敢进，委托他原来的幕僚送进。
陶夫人问道，我夫君过去曾收受过你们的
礼金吗？左右都答未曾发生过。夫人斩钉
截铁地说道：“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坚决
拒收赠礼。陶澍不仅严格约束家人，对部
属也是如此。他贴出告文，明确要求：“凡
署内所需一切薪蔬什物各件，俱系现付价
值，按照市价平买交易，并无丝毫赊欠。即
家人、跟役等，亦从不许赊欠一物。恐有不
肖之徒，指称本衙门名色赊取，不可不预为
防范，合行出示晓谕。”严格禁止部属利用
便利仗势欺人，勒索钱财。陶澍清廉自律、
以身率下、勇于任事的作风使他在老百姓
心目中树立了清官、能员的形象。

尽管陶澍作为历史人物，他的所作所为
有其封建时代的局限，但是无论在任何时
代，凡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做了有益事
业的人，历史和人民都会记住他们。

□张从军（陕西建工材料设备物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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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岛（779-843），系中唐有名的苦吟
诗人，与孟郊齐名，被称为“郊寒岛瘦”，介
绍贾岛的文字中，都说其本贯范阳。如：

《辞海》、江西人社版的《中国历代名
人典》谓：贾岛，范阳（今河北涿县）人。《辞
源》《新唐书》《全唐诗》谓：贾岛，范阳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科院文
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谓：贾岛，范阳
（今北京附近）人。

然而在唐时，范阳之名却有三，辖地
非一，而贾岛自称“碣石山人”。贾岛的
籍贯究竟在哪里？

据《辞海》“范阳”条下解释，范阳之名
有三：其一，古县名，唐武德七年（624）改涿
县置，治所在今河北涿县（今改名涿州市，
在北京房山区南，属河北保定市所辖），历
为幽州治所。其二，郡名，唐天宝元年
（742）改幽州置，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城西
南），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大部、天津市海
河以北和河北保定地区小部，乾元元年
（758）复改为幽州。其三，唐方镇名。即幽
州，后兼卢龙。先天二年（713）为防御奚、契丹置幽州节度
使，天宝元年（742）改名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
辖境屡有变动，较长期领有幽、蓟、平、檀、妫、燕等州，约当
于今河北怀来、永清、北京房山以东和长城以南地区。

三范阳辖地不一，贾岛到底属哪个范阳？据贾岛自
述的“碣石山人”来看，当在平州的石城县，它紧邻昌
黎，则属于方镇之范阳了。其《晚晴见终南诸峰》云：

“故山思不见，碣石泬寥（空旷貌）东。”终南，即长安南
之终南山。其《题青龙寺》有句云：“碣石山人一轴诗，
终南山北数人知。”青龙寺在长安城中，“终南山北”自
是指长安了。两诗均可证其本贯碣石山。又据《唐才
子传》说，贾岛也曾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
无本，来东都（洛阳）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贾岛
为诗自伤，而见到在此地任职的韩愈，两人言语相
投。就在韩愈迁职方员外郎当年的十一月，贾岛来
别，韩愈作《送无本师归范阳》中有句云：“家住幽都远，
未识气先感。”亦可证其家在幽州州治以远。

碣石，古山名，在（今河北）昌黎西北，因远望其山，
穹窿似冢，山顶有巨石特出，其形如柱，故名。《魏书·地
理志》《隋书·地理志》言在卢龙。《新唐书·地理志》言其
在平州北平郡之石城县。言平州北平郡，初治临渝，武
德元年（618）徙治卢龙，所辖三县：卢龙、石城，石马。石
城，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
年（697）更名。有临渝关，大海关，有碣石山。

贾岛自言本贯有碣石山，当信。石城在何处？在
昌黎西北，所以《辞海》《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和《唐
诗选》所言，与贾岛的籍贯相距甚远，而《辞源》《新
唐书》《全唐诗》的“范阳”云云，
也太过笼统。 □杨乾坤

玉祥门里莲湖路路北由西向东依
次有三条路，西北一路、西北二路和西
北三路。三条路又分别与北边的习武
园相通，由此，形成了这一区域“曰”字
形路网结构。两条东西走向的路夹着
三条南北走向的路，这三条路各有不
同。西北三路最宽，是规划的明城墙
尚武门至含光门的洒金桥大街，因为
要穿过回族聚集的生活区域，二十多
年了，改造总是进展不大；最西边的西
北一路是通往藏传佛教广仁寺的旅游
路，路不算宽，但两侧文化气息浓郁，有
老西安的味道；唯独西北二路，
宽窄不一，曲里拐弯，如一条巷
子。在西北二路中间有一个院
子，门牌号为西北二路一号院。

我最早接触这个院子是1991
年。那年，我由西北大学调入省
计划委员会工作，由于机关没有
大的会议室，全委干部大会时
常在这个院子召开。这个院子
是省计委的直属单位——陕西
省计划干部培训中心。两年之
后，1993年夏，在这个院子，我分
到了一套单元房，一室一厅，从
此告别了蜗居的西北大学筒子
楼。房子大约三十四平方米，虽
然小，还在六楼，但应有的设施
都有了，暖气、煤气，包括洗澡
的热水，一家人很满足。

也就是从搬进这个院子
起，我对院子的门牌号码产生
了好奇，为什么是西北二路一
号呢？记得，当时的西北二路
近似于断头路，还没有通，路中
间最窄处仅能容纳一辆三轮车和一辆
自行车并排通行。路面坑洼，雨天常
是一脚泥一脚水。而我所在的院子紧
邻最窄的口子，车至此就到头了。西
北二路一号院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的院
落组成，南边是省计委家属院；北边
是陕西省计划干部培训中心招待所
（对外称西安金桥酒店）；中间部分是
计划干部培训中心办公场所。

九十年代初，西北二路一号院是
省计划干部培训中心的门牌，西安金

桥酒店和省计委家属院是中心负责的
两个“亲戚”。

西北二路一号院占地属于莲湖区
安定村。这里原是一个大坑，四周散落
着十几户村民。1983年 8月，培训中心
批准设立后，经过筛选，最终选择了现
在这个地方。培训中心建成于 1987年
秋季。最初，家属院有 5个单元，包括
计委机关干部在内，总共住了 60 户。
户户通暖气、定时供应澡水、煤气罐
每月送到楼下，闭路电视、电话等设
施基本到位。按现在的标准看，除了

没有安装电梯外，称得上是比
较好的住宅小区了。八十年
代末，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
在原预留的培训中心小礼堂
和篮球场的空地上又建了一
栋楼，4个单元，整个院子住户
达到了 116户。与职工住宅楼
同步建成的还有一栋教学楼
和一栋学员宿舍楼。从九十年
代初开始，学员宿舍经过多次
改造变为培训中心招待所，为
培训中心增加了收入。

西北二路一号院在这条巷
子里不是最早的院落。据我所
知，这条巷子最早最有名的单
位是国营西安市啤酒厂，它建
成于 1958年，门牌号为西北二
路副二十八号。再后来，啤酒
厂没了，由陕西某家公司开发
成了商品住宅小区。九十年代
末，房价就上了三千多。兰州
军区某干休所、陕西工人报社、
粮食局家属院等都早于培训

中心，位置也更临近路口一点，但门牌
都不是一号，我问过许多单位老同志，
他们也讲不清楚。

1983年8月省计划干部培训中心成
立，其间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
2005年5月，更名为陕西省发展改革培训
中心；一是2017年 6月，转制为陕西省
发展和改革宣传教育中心。单位的名
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然而，西北
二路一号院从未改
变过。 □张焕军

近日，中国科学院
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

人类学系蒋洪恩教授表示，经研究团队鉴
定，从海昏侯刘贺主墓粮库中提取的植物遗
存种类为稻、粟、麻、甜瓜和梅。这为追溯
西汉先民的农业活动与植物利用，反映当
时的丧葬制度，以及墓主人的饮食偏好等
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

2000年前的南方“五谷”有哪些
先秦与两汉文献较多记录了我国先民对

植物的认识和利用，但人们常说的“五谷”具体
指的是哪五谷，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定论。

海昏侯墓粮库中发现了稻、粟、麻三种植
物遗存，证明这三种谷物早在汉代就成了重要
的栽培作物，也是江南地区“五谷”的重要成员。

从考古发现来看，“五谷”的具体组合还
受地域影响。南方的海昏侯墓与马王堆汉墓
的粮食作物以稻为主，和北方汉墓无（或少）
稻而多粟、黍或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考虑到北方地区当时并不以稻谷为主要作
物，汉代黄河流域的“五谷”更倾向为“黍、粟、
麦、豆、麻”，一些北方墓葬中出现稻谷做随葬
品很可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侯爷吃瓜不吐籽 南方贵族爱吃梅
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墓葬制度虽有地

域特色，但植物陪葬品中均有谷物。按照
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汉墓中会陪
葬墓主生前使用或喜爱的东西。海昏侯墓
发现的五类可食用植物或与刘贺生前饮食
习惯密切相关。结合考古人员 2015 年底在
刘贺遗骸腹部位置发现的甜瓜子，粮库新
发现的甜瓜种子印证了这位侯爷的一大饮
食习惯——爱吃甜瓜瓤，但不爱吐籽。

“甜瓜吃法不一样，有人会将瓤掏空再

吃，有人爱吃瓤又嫌吐籽麻烦。刘贺属于后
者。”蒋洪恩说，与他有着类似饮食习惯的还
有马王堆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二人遗骸的腹
部位置均发现了甜瓜子，这说明在死前不久
还吃过甜瓜，可见西汉时期江南地区贵族对
甜瓜食用的普遍。

另一种延续至今的零食是梅，在汉代颇受
贵族青睐。蒋洪恩说，南昌海昏侯墓粮库中发
现了大量梅核，但不明确其果实是否加工过。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梅核和
梅干，以及记载了梅、脯梅和元梅等加工制品
的竹简；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墓主为西汉
高级官吏）也出土了梅、青杨梅等果品。这些
都反映了梅在南方的种植和利用，梅的食用在
长江流域非常普遍并有成熟的加工技术。

这些植物遗存为何能保存2000年
“这和海昏侯墓长期处于地下水的浸泡

中有关。”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南
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介绍说，据
史料记载，东晋时期（公元 318年）豫章郡曾
发生过一次大地震，使原来的海昏县等豫章
古县淹没到鄱阳湖中，也让海昏侯墓墓室发
生坍塌，导致椁室被地下水淹没。

不同类型的文物需要的“保鲜”环境不
同。杨军说，刘贺的棺椁长期浸泡在泥水中，
连遗体都已腐化，研究人员甚至无法对其做
DNA检测，“但在粮库内的贮藏物中提取的
稻、粟、麻、甜瓜、梅等植物遗存，却恰恰喜欢
这种水浸环境，并因此保存新鲜。”

经研究人员对比鉴定发现，稻、粟、麻、
梅呈棕褐色，甜瓜呈土黄色；水稻的小花
已结成块状，稻谷与粟的颖果、麻的种子
均已降解殆尽，但甜瓜的种子与梅的果核
相对保存较好。 □袁慧晶

稻麻海昏侯墓中提取的梅核

陕西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