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盆地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这里气候

温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有着良好的农业

生产条件。但在汉代之前，这里的农业生产

并不发达，后来南阳成为我国粮、棉、油、烟

集中产地，更有着“中州粮仓”的美誉。这个

转变与汉代的两位南阳太守密不可分。他

们一位是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一位是东汉时

期的杜诗。

召信臣是西汉时九江郡寿春（也就是今

天安徽寿县）人。生卒年不详，以明经科甲

等的成绩被任命为郎中。汉元帝时迁任南

阳太守。根据《汉书》记载，召信臣勤于政

事，胸中有方略，喜欢为百姓谋福利，希望百

姓们生活富足。

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南阳盆地的自然

灾害相对较少。但其气候特点也决定了南

阳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秋季节，所以夏秋洪

涝频繁，冬春干旱少雨。召信臣深知解决旱

涝问题对农业丰收至关重要，而兴修水利是

解决南阳旱涝问题的关键，所以他到南阳郡

上任后，就集中精力抓水利建设。他经常外

出考察南阳的地形地貌、河流的特点、泉水

的大小和位置，在此基础上组织人们挖塘开

渠，兴修了十几处水门堤堰。既包括如六门

堰、钳卢陂、召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也包括挡

（为了便于灌溉而修筑的小土堤）这样的小

型水利设施。这其中以六门堰和钳卢陂最

为有名。

六门堰位于河南邓州城西 1.5公里。最

初为了防止湍河水泛滥，召信臣命人在此处

筑堤。后来又开了 3 个灌溉闸门，即三石

门，既能壅遏湍水，又能引水灌田。到了汉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 5年），时人将三石门扩

建为六石门。有人认为这个工程最初是为

了解决湍水溃决而修筑的堤，所以称其为六

门堤；也有人认为这个工程以石壅遏湍水，

故称其为六门陂或六门堨；又因为这个工程

可以引水灌田，所以也有人将其称为六门

堰。六门堰灌溉穰（今河南邓州）、新野、朝

阳三县土地五千余顷。汉朝末年，六门堰水

利系统毁废，晋朝杜预对其进行了修复，根

据《水经注》记载，经杜预修复后，六门堰“遏

六门之水，下结二十九陂。诸陂散流，咸入

朝水”，水由水门分流出来后，沿途形成 29

个陂塘。陂塘蓄水，相互补充，发挥着排水、

蓄水、灌溉等作用，形成了典型的“长藤结

瓜”式的灌溉系统，可以灌溉的面积也大大

地增加了。六门堰直到明代末年才完全废

弃，兴利长达 1600年。

钳卢陂是六门堰下筑 29 陂中最大的

一座蓄水工程，因为形状像钳子和卢（古

代用来盛饭的器具）而得名。它虽是朝水

（刁河）上的一座水利工程，但其水源除朝

水 外 ，还 汇 纳 柳 渠、贾 家 堰 诸 水 ，极 为 开

阔。所以张衡《南都赋》中形容它“贮水渟

洿，亘望无涯”。它浇灌的农田号称有万

余顷之多。

在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的同时，召信臣也

注重管理。他为了防止百姓因为用水产生

纷争，“为民作均水约束”，制定了合理的用

水制度，并将其刻在石头上，立于田畔，“均

水约束”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

灌溉制度之一。随着水利的兴修与管理，南

阳成为汉代著名的水利区，农业也得到了发

展，“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倍

增”（《汉书·召信臣传》），呈现一片兴旺繁荣

的景象。

西汉末年，南阳一带由于战乱袭扰等

原因，部分水利工程遭到毁坏、废弃。东

汉建武七年（公元 31 年），南阳又迎来了一

位与召信臣一样重视水利与农业发展的太

守——杜诗。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人，也就

是今天河南省汲县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很

有才能，任河内郡功曹，有着处事公平的美

誉。后来因为立了一系列战功，被提拔为成

皋县令，任职 3年，因政绩突出，又被升为沛

郡都尉、汝南都尉等，凡是他任职之处的百

姓都认为他很称职。

杜诗担任南阳太守 7年，不仅理政清廉

公平，受到百姓称赞，而且进一步兴修水利，

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据《后汉书》记载，

他组织百姓整治池塘，开垦荒地，扩大耕地

面积，使得南阳郡再次呈现殷实富足的兴旺

景象。

此外，杜诗还发明了在水利机械史上有

重大意义的“水排”，用以鼓风炼铁，冶铸农

具。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各类农具

供不应求，但当时冶炼的功效却并不高。在

金属冶炼中，为了提高炉温，使燃料充分燃

烧，一般都装有鼓风设备。最早的鼓风设备

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大多由羊皮、牛皮

或马皮制作而成，被称为“橐”。熔炉越大，

橐也要越多，多个橐排在一起就被称为排

橐。排橐最初由人力推拉，称为人排。人排

对劳动力消耗较大，所以后来人们又充分利

用牲畜的力量，以牛、马、骡、驴等牲口为动

力，这就是马排。

为了进一步提高冶炼功效，杜诗在总结

冶铸工匠经验的基础上，创制了水排。水排

利用水流作为动力，通过流水冲击水轮，带

动一系列传动机械，使皮制鼓风囊连续开合

送气，将空气送入冶铁炉中。《后汉书·杜诗

传》专门对此进行了记载，认为杜诗“造作水

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

水排既解放了人力、畜力，又提高了功效，为

铸造铁制农具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深受百

姓欢迎。

但又过了大约 200 年，水排才得到广泛

应用。直到公元 3世纪初，三国时期的韩暨

又对水排进行了改进和推广，水排才普遍替

代了人排和马排。此后，水排不仅在冶铁中

得到广泛应用，还用于多种农作物加工和作

坊加工。而在欧洲，直到 12世纪初，才开始

出现使用水排的炼铁工场，水排的普遍运

用，更是要到 14世纪。可见，我国的水排技

术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

由于召信臣和杜诗重视水利，为南阳的

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南阳逐渐成为当

时全国著名的经济区之一。此外，他们公正

清平，勤政爱民，当地的百姓对他们十分拥

戴，将召信臣尊称为“召父”，将杜诗尊称为

“杜母”，“父母官”这个词也因为他们在民间

广泛传播，家喻户晓。

［作者系济南中华文化学院（济南市社
会主义学院）讲师］

““父母官父母官””的由来的由来，，到南阳寻觅到南阳寻觅
“叶子细又长，一副瘦弱样，头顶狗尾巴，

压得直摇晃。”这则谜语的谜底是狗尾草。这

种野草在乡间随处可见，农人从春天到夏天

乃至秋天，一直都在努力刈锄它，可总也除不

尽，它总是茁壮茂盛地生长，抽出谷子似的肥

大壮硕的花穗，在风里自在地招摇。

它是一年生禾本科植物，大名儿叫“莠”，

狗尾草是它的俗名，也有的地方管它叫狗尾

巴草、谷莠子、毛姑姑、毛毛草。古籍里对这

种野草多是贬斥。《诗经》之《国风·齐风·甫

田》对它有过描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

田甫田，维莠桀桀”是说广袤的大田里长满了

莠，不可耕种；《小雅·大田》里说：“既方既皂，

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即庄稼长势良好，即将

丰收，是因为田地里没有莠。《孟子》里有：“恶

莠，恐其乱苗也”。到了南宋，《集传》说得很

直接：“莠，害苗之草也”。《尔雅翼》亦云：“莠

者，害稼之草”。还有两个有关它的成语——

良莠不分、良莠不齐，大意是说好坏不分，好

的坏的混杂在一起。可见古人一直是把它当

作一种恶草，是恶、坏的象征。

在孩子们眼里压根看不出狗尾草的

“恶”来，反倒把它当成夏秋时节盛行的玩

物。它的花穗茸茸的软软的，像家里小狗的

尾巴，调皮的男孩子采了一大捧来，逗那些

小猫小狗玩。上课时还偷偷搞恶作剧，用毛

茸茸的狗尾巴穗子挠挠前排女孩子的脖颈，

或者插在她们的发辫里。女孩子更喜欢狗

尾草，她们心灵手巧，常用它的花穗编织小

物件，编成草戒指、草项链，戴在手上或脖子

上，漂亮极了！她们把狗尾草穗编成小兔、

小狗、小乌龟等小动物，绿绿的绒绒的，那是

来自乡间最美的童趣。

乡人对这种野草并不是全盘否定，春天

把它鲜嫩的茎叶铲了来喂养牲畜。老秋时

它还是很好的燃料，蒸饭、烙饼、做粥，干爽

的狗尾草在灶膛里燃出旺旺的火。它还可

以造绿肥，乡人把它和野豌豆、稗草等野草

大捆大捆割来，推进河湾里沤烂当肥料，在

那没有化肥的年代，这种绿肥能派大用场

呢。乡人还割下来一把把狗尾草的花穗，晾

晒干爽，用来填枕头。这种枕头枕着轻便暄

软，有助于睡眠。不知不觉间，甜甜香香的

梦里就裹着一层狗尾草的清香。

“小狗尾巴摇摇，小草尾巴摇摇。小狗

尾巴翘翘，小草尾巴翘翘。摇啊摇，翘啊翘，

摇啊摇，翘啊翘，变成一棵狗尾巴草。”在清亮

亮、脆生生的童谣里，一杆杆毛茸茸的狗尾草

在和爽的秋风里摇曳，仿佛老家调皮的黑狗

白狗小花狗，撒着欢向我们摇动着尾巴，摇呀

摇，把我们摇进那山清水秀的乡愁里……

狗尾草一把

“摇”出最美童趣、淡淡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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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思想理念具有突出

价值，对后来的城市规

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所提出的“整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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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此后文物保护

界长期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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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开展

与中国建筑宗师来一场跨时空“对话”

故宫是明清时期的皇家宫殿，“红墙黄

瓦”是故宫给人们留下的经典印象。其中，

红墙是指故宫内的宫墙，其外表多饰以红

色。红色有着阳光、温暖、热情、喜庆等多种

美好寓意，是中华民族偏爱的颜色，因而又

被称为中国红。故宫红墙呈现出壮丽、恢宏

的美学意境，有着独特的视觉美。不仅如

此，故宫红墙的色彩运用、施工技法，甚至关

于红墙本身的传说等，均包含了较为丰富的

科学内容。

从光学角度而言，在可见光谱中，红色

波长最长，这就意味着它的衍射能力最强，

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的环境条件下也能被注

意到，而故宫大面积的红墙极容易成为显著

的标识。不仅如此，红色波长的特征使得这

种色彩在视网膜上成像时，可产生比其他颜

色同尺寸物体要大的视觉效果。另有科学

研究表明，人体视网膜中对于红色敏感的锥

形感光细胞数量很多，因而红色就成为人很

容易辨认的颜色。因此，故宫红墙的颜色就

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故宫红墙的选材与施工也具有科学

性。从构造角度讲，故宫宫墙主要由砖墙

芯、底层灰（浆）、罩面灰（浆）组成。我们看

到的中国红就属于罩面灰。雍正朝《大清会

典二》卷之九十五载有“殿门墙外用红土，内

用石灰”，可说明红墙的底层灰以石灰为主

要成分，罩面灰以红土为主要成分。清工部

编纂的《工程做法》卷五十三对红墙罩面灰

的材料组成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提刷红

浆，每折见方一丈用头号红土十觔，江米四

合，白矾捌俩”。其中，“头号红土”为颗粒较

细、颜色较深的红土，“觔”通“斤”，“江米”即

糯米，“合”为容积单位，1 合等于 0.1 升。上

述 3 种材料的实际工程配比一般为头号红

土、江米、白矾按 100∶7.5∶5 的重量比例混

合，兑水后抹在宫墙上，作为宫墙的面层。

科学研究表明，故宫红墙的红土主要成

分为氧化铁（Fe2O3），这种材料有很强的着

色能力，在大气和日光中较稳定，有较好的

耐腐蚀，耐高温性能。为了使中国红较为稳

固地附在宫墙面层，聪明的古代工匠在红墙

中掺入了江米和白矾。江米主要成分为淀

粉，它能形成吸引力很大的空间网格，对石

灰底层的大小和形貌有较好的调控作用，有

利于结晶体的致密，因而有利于红土黏结在

底层灰上。白矾别名明矾、矾石等，由硫酸

铝钾类矿物明矾石加工提炼而成。白矾与

石灰混合后，形成钙矾石，其固相体积膨胀

对灰浆的干燥收缩起了一定补偿作用，因而

有利于提高灰浆的抗压强度、耐水性能和耐

冻融性能。江米、白矾等材料与头号红土的

巧妙运用，使得故宫红墙呈现出中国红的优

美色彩，并且可保持数年不掉落。

故宫红墙有着诸多传说，其中最有名的

是 20世纪 90年代的“宫女魅影”。有参观故

宫的游客表示，他们在闪电时看到了红墙上

“古代宫女”的影像。从材料学角度而言，

Fe2O3 以 α-Fe2O3、γ-Fe2O3 两 种 形 式 存

在 。 故 宫 红 墙 罩 面 灰 的 主 要 成 分 属 于

α-Fe2O3，其性质稳定。然而，在雷雨天时，

闪电会产生少量的氢气，α-Fe2O3与氢气可

产生还原反应，生成四氧化三铁（Fe3O4）。

Fe3O4 在高温下与氧气产生氧化反应，可生

成γ-Fe2O3。γ-Fe2O3具有磁记录的功能，

是磁带的重要材料之一。在古代，宫女在红

墙内行走时，如恰巧遇到雷电天气，闪电与

磁 场 的 相 互 作 用 ，可 在 红 墙 表 面 产 生

γ-Fe2O3，使得“宫女魅影”被“记录”在红墙

上。该过程类似于磁带在电磁场作用下，保

存视频和音频的磁信号。而上百年后，在红

墙罩面灰仍保存完好的前提下，游客在雷雨

天参观时，很有可能闪电与磁场再次相互作

用，使得“记录”在红墙上的“宫女魅影”再

现。该过程类似于磁带的磁信号在电磁场

作用下，还原出视频和音频。由此可以认

为，“宫女魅影”现红墙并非毫无科学依据，

是有可能发生的。

需要说明的是，故宫红墙的抹灰层（底

层灰、罩面灰）的根本用途，是为了保护砖墙

芯免受风化。而抹灰层与墙芯的黏结强度有

限，往往几年或数年内，就会脱落，需要工匠

重新对墙芯进行抹灰。因此，墙体抹灰是紫

禁城古建筑日常维护保养的重要内容，且

600 余年来少有间断。而游客所看到的“宫

女魅影”，其所在的红墙能历经上百年保存完

好而无需重新抹灰，这种情况也是很少的。

由上可知，故宫红墙不仅仅有浓厚的美

学和历史文化气息，更能反映出古代工匠对

建筑材料的科学运用，体现了卓越的建筑智

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红墙上

不光有“宫女魅影”还有“科学倩影”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楼的一角，录

像、图纸、信件、手稿等 362件展品静静地躺

在一个个展柜当中。它们拼凑出中国建筑

学家、古建筑保护者梁思成的一生，也折射

出现代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历程。

不大的展馆里游人如织，来参观的人们

在展馆中穿梭、查看展品。在斑驳字迹与图

像细节中，生者与这位中国建筑学家展开了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战火中的考察

1932 年，日军燃起战火，淞沪地区进入

艰苦抗战阶段。也是在这战火纷飞的一年，

梁思成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古建筑调

查，并发表了调研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山门考》。

在报告的绪言中，梁思成写道：“读跋千

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

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研究古建筑，非作实地调研测绘不可。

在不太平的年代里，梁思成的足迹踏遍了中

国 两 百 多 个 县 ，考 察 了 2738 处 古 建 筑 遗

存。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策展人王南

介绍，中国营造学社至今还收藏着梁思成、

林徽因等人田野考察拍摄的近 2万张照片。

王南介绍，1932年 4月梁思成开始考察

独乐寺观音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完

成了独乐寺观音阁的 4张测绘大图、二三十

张小插图和 5万字左右的论文，工作量相当

于现在的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研究。

考察山西应县木塔时，梁思成为了精确

测绘，更是拉着铁索爬上了60多米高的塔顶。

“测绘古建筑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这么

玩命呢？一是出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二

是因为他们在和同时期的日本建筑学家竞

赛。在中国古建筑学研究领域，中国人要取

得自己的话语权。”王南说。

日本建筑学家曾发表论文断言，中国大

地上已经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了。1937 年

7 月 7 日，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梁思

成、林徽因宣布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为唐代木

构建筑，打赢了中日建筑研究领域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

动乱的年代，去五台山的路并不好走。梁、

林二人从北平（现北京）出发，中途改坐骡车、骑

马，最后步行，才来到五台山佛光寺。途中，林

徽因给女儿梁再冰寄了一封家书。在家书中，

她表现出了中国人抗日的坚定信心与极大勇

气，“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

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破译古建“天书”

在展馆正中央的展柜里，摆放着梁启超

寄给梁思成的古书《营造法式》。它是由北

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专著。梁

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一千年前有

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收到这本古书时，梁思成正在宾夕法尼

亚大学建筑系就读。当时，因为年代久远以及

语词变化，这本专著没有人能读懂，宛如天书。

可也正是这本书，让梁思成感受到中国

传统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是不同于

西方建筑的另一套体系与密码。破译并传

承这一密码，只有靠中国人自己。

于是梁思成开启了他上下求索，释读

“天书”的大工程。他首先通过学习清代建

筑和清工部编纂的《工程做法》来理解清式

建筑的基本做法，继而结合唐、宋、辽、金建

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

梁思成创作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

一幅图《中国建筑之“ORDER”》，就通过与

西方建筑的对比，巧妙地展现了《营造法式》

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的法则。

“材”，指的是标准木材。据王南介绍，

在西方古建筑法式当中，以柱子的直径作为

整个建筑设计的基本模数：一座神庙的重要

设计尺寸往往是柱径的整数倍或者分数。

梁思成发现，中国古建筑也存在异曲同工之

妙，只不过中国是拿“标准木材”的断面作为

整个建筑设计的尺寸标准。

后来，梁思成与助手们完成了《营造法

式》注释工作的大部分内容，也因此成为中国

建筑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展馆中展出

的梁思成《宋<营造法式>注释序（未定稿）》

即是他苦心孤诣终破译“天书”的有力证明。

“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在现今的城市规划建设、古建筑遗产保

护领域，梁思成的思想仍在熠熠生辉。

早在 1949 年，梁思成就曾提出，将北平

古城整体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王南说，

这是当时世界上非常超前的思路。

这一思路多次出现于梁思成规划北京

城市建设的相关文件中。

展品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

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

案），将时空拉回那一段商议如何建设新中

国首都的岁月。

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古今兼顾，新

旧两利”，它认为应将原有的老城保护起来，

再造一个拥有多中心功能区的现代新城。

而苏联专家的方案则认为，在新中国经济基

础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新建城区耗费资源，

应在原有的北京城基础上继续建设，形成中

心化的城市。

1953 年，梁陈方案和苏联专家的方案

没有达成一致，梁陈方案未被采纳。大规模

的旧城改造和古城墙、城门、牌楼的拆除，令

梁思成心痛不已，“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

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

皮。”他说。

那段时间里，为了保护北京古城，梁

思成奔走呼吁。他给聂荣臻将军、周恩来

总理的亲笔信就在展品梁陈方案的旁边，

字里行间都透着急迫。他还写下众多关

于北京古城保护的科普文章，希望能够呼

吁民众进行文物保护，得到更多的关注及

支持。

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理念具有突出

价值，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所提出的“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念，也

成为此后文物保护界长期遵循的原则。

在梁思成逝世 15年后，1987年，他及林

徽因、莫宗江等人因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

文物建筑保护研究中作出的重要贡献，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栋梁，既是这次文献展的主题，又是建

筑行业重要的术语，更是对建设者的光荣称

谓。低头弯腰观看展品，正是对梁思成、林

徽因等建筑“栋梁”的“鞠躬致敬”。

此番隔空“对话”的意义在于：感悟科学

考古调研的实践方法，发掘和传承古代建筑

技术，以此觉察文化自信。

一代宗师已去，而其思想和遗志犹待

传承。

梁思成《中国建筑之“ORDER”》
实习记者 孙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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