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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第 65回，师徒四人误闯小雷音寺，悟空识

破黄眉怪假扮如来，刚要轮棒去打：“只听得半空中叮当

一声，撇下一副金铙，把行者连头带足，合在金铙之内。”

罩住孙悟空的金铙，最先很可能与其主人弥勒佛一样来

自印度。不过，到了《西游记》时期，它也和笑嘻嘻的弥

勒佛形象一样，早就中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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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考古于 20 世纪初滥觞于欧洲，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引入日本，之后得到迅速

发展。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盐业考古在我国却是个空白。

1999 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四

川成都平原及周边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

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得以实施，这是首次在

中国开展的一次重要的盐业考古实践，其历

史作用不容低估。接下来，随着长江三峡忠

县中坝遗址考古发掘的连续进行，中国的盐

业考古终于拉开序幕，步入正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忠县甘
洽井河

谷中坝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一大批制盐遗

迹，出土大批制盐遗物，展示了三峡地区上

迄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 20世纪，长达 4500

年的盐业发展编年史。其中，尤以先秦时期

的制盐遗迹和遗物最为丰富。2006 年，在

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的聚焦“四川盆地古代

盐业的比较观察”国际学术会议上，著名的

国际盐史专家傅汉斯教授强调：长江三峡甘
洽

井河谷的新发现填补了四川盆地史前盐业

生产的资料空白，对于全面理解四川盐业的

长期发展、特别是对了解史前时期的盐业考

古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2000 年，中美两国学者分别在美国加

州大学和东亚考古学第二届年会上介绍

了长江上游盐业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初步

成果。当中坝遗址的田野工作结束以后，

中外学者又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和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了两次有关

中国盐业考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目

的在于，希望研究世界其他区域制盐遗迹

的考古专家能够关注中国的考古新发现，

并尽快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

群体，推进国际盐业考古与中国盐业考古

进行比较研究。

可以说，“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古代盐

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奠定了中国盐业考古

的第一块基石，其示范性效应引发了学界对

盐业考古的兴趣和重视，从而让更多学者开

始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领会到盐的重要性

和特殊性，由此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对盐业考

古和盐史研究的全面推动。

2000 年后，中国盐业考古的重心转向

渤海湾南岸。2002 年，北京大学与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和胶东半岛进行

了全面的盐业考古调查，确认分布在莱州湾

沿岸的大量遗址属于制盐产业性质，遗址中

遗留的大量盔形器则是该地区一种特有的

制盐器具。

接下来展开的一系列考古调查相继发

现了大批先秦至宋元时期的制盐遗址群，每

个遗址群又包含若干制盐作坊，从数十座到

上百座不等，如此大规模的制盐遗址在世界

范围内也极为罕见。通过对寿光、广饶、昌

邑等地制盐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揭露

出商代晚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宋元时

期的制盐作坊和大批制盐遗迹，研究者对商

代晚期以来莱州湾地区的制盐作坊布局、制

盐原料、制盐器具、工艺流程等有了深入的

了解，该研究也因此荣获 2009 年的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进而引起中外学者对这一区

域盐业考古的关注。

近些年来，中国的盐业考古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势头，从东南沿海到华南地区，从西

北、西南到长城沿线和东北地区，各地不断

有新的发现，在很多方面填补了盐业考古的

空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继长江三峡地区

发现史前时期的制盐遗址后，在东南沿海的

浙江宁波大榭岛再次发现属于钱山漾文化

（距今 4300—4000 年）制作海盐的遗址，其

成熟的工艺显示，当地的制盐产业很可能是

从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 年）延续发展

下来的。这一新的发现彰显出盐业考古正

在成为中国考古学中非常富有潜力的研究

领域。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自新石器时代晚

期以来，在长江三峡、渤海湾沿岸和晋南解

池等盐业资源丰饶之地就已经存在制盐产

业和相关的贸易活动。但是，只有当盐业生

产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被考古学家所

观察到。也就是说，中国早期的盐业开发和

利用可向前推进至更早的史前时期。

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早年缺乏盐业

考古知识，无法辨识制盐遗迹和遗物的特

殊形态。如今，研究人员通过十余年盐业

考古的实践、反思和比较研究，对以往一

些考古发现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如广东

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

晚期的“陶棍”、淇澳岛东澳湾商周时期的

炉灶遗迹等应属于制盐产业的遗留；对香

港海岸沙丘遗址早年发掘的一批南朝至

唐代窑炉的再研究，也得出了新的认识。

可以说，这些都是在长江三峡盐业考古示

范效应下取得的研究成果。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四川成都平原、四

川盐源、云南滇池周边、江西清江盆地等显

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正亟待加强盐业考古

调查研究加以证实。

可以说，短短 20 余年，中国的盐业考古

展现出极为迅猛的发展势头，一系列重要的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迅速填补了中国

盐业考古的空白，创建了一个新的考古分支

学科，也迅速弥补并缩短了我国与国外在这

一研究领域的巨大差距。如果今天重新撰

写一部中国盐业史，各地出土的大量实物资

料将使这部著述更加鲜活、充实、生动和富

有生命力。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中国盐业考古：从一片空白到后起之秀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神魔小说，

书中内容不仅充满想象，还夹杂了许多古代

科技内容。当时的人们对这些内容习以为

常，作者行文时又信手拈来，绝少刻意标榜，

导致现代读者很难注意到藏在细节里的科

技知识。

《西游记》第 65 回，师徒四人误闯小雷

音寺，悟空识破黄眉怪假扮如来，刚要轮棒

去打：“只听得半空中叮当一声，撇下一副金

铙，把行者连头带足，合在金铙之内。”

这副金铙和书中很多法宝类似，有把

所 罩 东 西“限 三 昼 夜 化 为 脓 血 ”的 功 能 。

它的形状和材质比较特别，这让它既严丝

合缝又很坚韧。借着二十八宿亢金龙用

角钻进铙内，孙悟空才设法逃脱。后来，

悟空一棒把铙打成碎块，制造了一场大型

噪音污染。

金铙有什么来头呢？下一回弥勒佛收

了黄眉怪后，问起金铙，原来黄眉怪并没有

把金碴当可回收垃圾扔掉，而是在莲台上堆

着。弥勒佛一口仙气把它复原带回。批注

《西游记》的李卓吾对此评论道：“佛祖也只

要金。”

铙为佛门之器

金铙归弥勒佛所有，只是揭示其所有

权，还没触碰到它真正源于何方、如何制成

等问题。我们不妨在这里好好说道说道。

铙这个名字在先秦时期就有，既是一种

金属乐器，也是一种仪式中使用的礼器。它

形状像倒过来放的铃，体型较大，口呈弧形，

体阔大于体高，下有执柄，可用槌敲打发

声。也有记载里说其内部悬挂着“丸”，摇动

撞击内壁发出声音。

这样的铙似乎不可能把孙悟空封到

里面。后来铙所指的具体事物发生了变

化，和钹、镲等混到一起，变成了中央碗状

隆起的成对金属圆盘。这样的铙就能困

住孙悟空了。

《西游记》说悟空“照铙钹”打去，也是

含 混 的 统 称 ，不 过 它 们 细 分 也 是 有 差 别

的。铙面最薄，碗部较小，发音较响亮，余

音 较 长 ；钹 面 较 厚 ，碗 部 较 大 ，发 音 较 浑

厚，余音较短。它们在民乐队里的关系有

点像小提琴和大提琴。镲一开始指较小

的钹，现在这些名称往往混用。从字形来

说，镲强调的似乎是两片金属上下或左右

摩擦发声的演奏技法。

随着佛教兴起，大约在魏晋时期铙逐渐

“叛变”出青铜礼器行列。《法华经》说“琵琶

铙铜钹”是用于佛教法事的乐器，故《西游

记》也说它是一种“佛门之器”。明清日常生

活中，锣、铙等多用来在戏曲里演奏，配合武

打激战等热闹场景。

铙钹乐器在欧亚大陆上广泛分布。年

代最早的铙钹是在高加索以南的亚美尼亚

高地发现的，随后在周边的美索不达米亚、

小亚细亚、古希腊以及更远的印度都有出

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也使用铙钹，因此大

部分学者认为这种乐器是沿丝绸之路从域

外传入的。

金铙不是金做的

《西游记》中写道，从铙中脱险后悟空

立刻疯狂报复：“掣出铁棒，照铙钹当的一

声打去，就如崩倒铜山，咋开金铙，可惜把

个佛门之器，打做个千百块散碎之金！唬

得那二十八宿惊张，五方揭谛发竖，大小

群妖皆梦醒。”

发出这么引人注意的声响，铙是用什

么制作的呢？它不可能是金的，因为黄金

质地太软。金铙的“金”指的是它金灿灿

的颜色。实际上，古代铜钟、金铙等，材质

都 是 青 铜 ，即 以 铜 和 锡 为 主 要 成 分 的 合

金。青铜名字里虽有“青”，制作出的新器

物却都是金色的。

《周礼·考工记》里记载了不同用途青铜

的原料配比，提到“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

钟鼎之齐”。学者们通常认为这句话里的

“金”指的是制成的青铜合金，即把它分成六

份，锡占一份。

现代研究表明，随着含锡量增加，敲击

青铜声音绵延时间更长，但金属伸长率明显

降低，即越来越不耐外力打击。含锡量高于

20%后，青铜会变得很脆，用木槌撞击很容

易碎裂。经过实验，含锡量 13%—17%的青

铜在声音和强度两方面均可取得较好性

能。这符合《周礼·考工记》的记载。战国早

期曾侯乙编钟、日本奈良所藏南朝陈梵钟和

北京大钟寺永乐大钟等历代代表性铜钟，含

锡量均在此区间之内。

制作材料可能来自印度

金铙所用青铜与东方铜钟还不一样。

它含锡更高。与《西游记》成书年代接近的

《天工开物》说，用铜制作响器，用不含铅的

锡与铜为原料。锣和铜鼓等“皆红铜八斤，

入广锡二斤”，对于铙、钹，“铜与锡更加精

炼”，就是说要求纯度更高。以 8∶2 这个铜

锡配比制出的合金叫做“响铜”。

为什么响铜含锡量能够远高于《周礼·
考工记》的记载，却不必担心制成的乐器一

击即碎？原因在于响铜制器工艺中多了道

淬火程序，即在对青铜锭反复加热锻打后，

再将其投入冷水池中，将温度在 700摄氏度

以上的铜锭急速冷却，从而提高了其机械性

能，特别是抵抗外力破坏的抗拉强度。响铜

的另一特点，在于它比含锡量低的青铜更加

明亮耀眼，也就是做成的金铙更“金”了。

根据对现存传统工艺调查，中国制锣技

艺所用响铜的锡含量通常为 23%，而广泛流

传于欧洲和印度的钟铜的锡含量则以 22%

为标准，变化范围为 20%—25%。这均与

《天工开物》记载相近。在欧亚大陆范围内，

响铜至少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印度北部拥

有历史最悠久的敲锣浮雕，现存响铜工艺也

最广泛，梵语中的响铜（kangsa）一词在东南

亚各地语言中均有借用。

印度以西的波斯地区，从 7世纪就使用

锡含量约 20%的青铜，其色泽可让它代替金

银，用以制造盛水器皿，不过伊斯兰乐器家

族里似乎并没有铙钹的身影。在地中海沿

岸，罗马时代的钟所含锡仍在 13%左右，响

铜铸钟是在中世纪之后逐渐推广的。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较系统地回答

开头所提问题：罩住孙悟空的金铙，不管是

在乐器还是制作材料层面，最先很可能与其

主人弥勒佛一样来自印度。不过，到了《西

游记》时期，它也和笑嘻嘻的弥勒佛形象一

样，早就中国化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罩住孙悟空的金铙是什么来头罩住孙悟空的金铙是什么来头

吊脚楼、长石梯、老牌坊、纤夫拉着木

船、码头人来人往……随着灯光亮起，曾经

让人熟悉的老重庆出现在观众面前。随着

音乐变换、舞台转动，观众座位也随之旋转，

凭借高科技的舞台表现手法，观众们仿佛又

穿越回“黎明”前的山城，重温那段满含悲壮

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

日前，大型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一

亮相就获得大量关注。记者了解到，这一新

颖的表演形式背后蕴藏着诸多高新技术。

《重庆·1949》围绕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

中国宣告成立，到 11月 27日重庆白公馆、渣

滓洞的烈士牺牲这 58天内发生的真实历史

进行创作，多条主线并行。

在 70 分钟的演出时间里，观众仿佛置

身于一个永不停歇的钟表盘上，时而面对着

磁器口老街，时而来到关押烈士的牢房前，

“枪声”就在耳边响起，革命者脸上的“血”清

晰可见……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景，将感

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红岩精神具象化。

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般体验的，是独特

的舞台设计——剧场采用独创的多维立体

沉浸式室内旋转舞台，由 5 个可 360 度旋转

的圆环组成，其中一、二、三环为核心表演及

布景区域，四、五环则既是舞台也是观众席，

演艺空间与观演空间交相穿插。

“要达到舞台 5个圆环的平稳安全运行

并不容易。”总制作袁宝玉介绍，舞台圆环上

有各种实景造型，布景最低的 16米，最高的

20 多米，最轻的也有 20 多吨，5 个圆环以每

秒 1.2米的速度旋转，就像 5辆 6层楼高的火

车在室内跑，且不能发生丝毫刮碰，还不能

发出声音，技术难度非常高。剧场顶部有

20 多组可以在空中自由升降、变化形态的

灯光舞美装置，20多台可在空中 360度旋转

升降的灯光车，通过全域同步控制系统及无

线信号传输系统，才实现了复杂的三维动态

立体灯光变换效果及动态沉浸式的多维声

音感受和体验。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最具特色的单

一室内立体表演剧场。”《重庆·1949》大剧院

项目部负责人介绍，剧院是为这部剧搭建

的，剧院建筑面积达 2.5万平方米，穹顶跨度

79米，整体钢结构屋顶重 1000多吨，为此建

设团队采用了钢结构屋顶整体拼装后吊装

安装技术，即在智能工厂内通过机器人焊接

完成生产后，在施工现场借助智能机械拼接

完成，且所有设备均为国产，自主可控。

“我先是被这部剧震撼的效果吸引，然

后就被一个个真情实意的故事感动得泪流

满面，陷入了深深的思考。”“90 后”观众李

芸说。

让科技与文化融合，用更丰富的表现形

式来演绎红色故事是这部剧的初衷。据统

计，从购票情况来看，观众中 35岁以下人群

约占 72%。

重庆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红

岩干部学院院长朱军表示，《重庆·1949》

大型红色舞台剧符合当前红岩文化旅游

景区和文旅市场整体需求，填补了重庆主

城都市旅游演艺市场的空白，对红岩文化

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是传承弘扬红岩精

神的新载体。

“我们是带着感情和使命感来做这部

剧的！”总策划张小可说，《重庆·1949》创

造了独特的剧院和舞台表现形式，即观众

区和舞台完全融合，形成独一无二的演出

和观赏体验。

“完成这部剧，很多人都说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该剧总出品人、重庆市政协常

委、工商联副主席、重庆兴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宋小平告诉记者，该项目已投资

8亿元，项目团队历时 11个月奋战，其间，项

目经历了疫情和洪灾的双重考验。出生在

磁器口的他，从小就对红岩故事耳熟能详，

因此想打造一部能够留得下来的红色剧目，

留下一份独属重庆的红色记忆。

科技助拳舞台剧

带你穿越时空感受红色魅力

演出现场 雍黎摄

“小寒大寒，冻作一团”，小寒这个节气，

直白地透着一个冷字。

古人衡量寒冷的标准，是依据冰层的厚

薄而定的。在北方，小寒时节，冰层尚未积

累到最厚，只是天寒；大寒时节，冰层之厚已

达顶点，是谓地冻。

小寒的时段，一般在“二九”到“三九”

间。“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人

间最深的寒意已悄然来临。

然而，是谁从寒意里最先探知春日信息

的？是鸟。

小寒三候：一曰雁北乡，二曰鹊始巢，三

曰雉始鸲。

在这个星球上，鸟类先于人类生存繁

衍。它们的翅膀在风里穿过，它们的身体从

雨雪里掠过，对于节候的变迁，它们有着比

人类更敏锐的感知。

那些大雁，依时令南来北往。在头年的

立秋之后，它们排成整齐的雁阵，或为“人”

字，或为“一”字，一切唯领头雁是瞻。在秋

日的晴空里，留下美丽的流动诗行。

留在北方的喜鹊，见惯了冬日肃穆的

表情，寒山瘦水，炎凉凄苦，但更改不了的

是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筑巢便是它们为

生命找寻温暖的开始。还有什么比“家”

这个字眼更温暖？燕归巢，雀栖枝，百物

相融，万情相通。

小寒十日之后，野鸡捕捉到寒意里阳

气萌动的节律，在枯黄的茅草间发出了爱

的信号。它们在呼唤生命的另一半，也在

呼唤春天。

“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拾食寻河

曲，衔紫绕树梢。霜鹰近北首，雊雉隐丛

茅。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唐代诗人元

稹，是个很用心的人，将节气逐一写了个遍，

名曰《咏廿四气诗》。这首小寒诗，画面感十

足，情景交融，且颇有情怀。

从冬至开始，天地间的阴气达到极盛，

阳气开始复生。“小寒时节，正同云暮惨，劲

风朝烈。信早梅、偏占阳和，向日暖临溪，一

枝先发。时有香来，望明艳、瑶枝非雪。”梅

花是被一场风吹开的。在花开的前一天，会

有风先来报信，这种风就叫花信风。

守信，是中国最尊崇的一种传统美德。

如期而至的春风，因遵守信用，被人们称为

信风、德风。风有信，似有德行，如期而来；

花有信，似有灵气，迎风盛开。

小寒时节，信风一吹，梅花凌寒而开。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枝

梅，让萧索的冬日，意趣横生，也勾起诸多人

的浪漫之情，吟之赋之舞之蹈之。

“雨霁风恬始见花，野梅含笑正横斜。

红芳此后周千里，绿树仍前荫万家。寒日自

能明蔀障，轻雷应为蛰龙蛇。老来衰惫偏多

感，时有新诗纪物华。”严寒之后，百花随风

含香而至，春天正以缓慢而坚定的步伐尾随

而来，一幅盛大场景的画卷将款款打开。

小寒春冬正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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