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党史守初心

中药芦根是芦苇的根茎。
在中药铺里，照方抓药时常会遇到一种

叫“药引”的中药，例如：甘草、荷叶、茅
根、石膏、芦根等，虽不属于主要药物，但
也是很重要的。就本文介绍的芦根而言，就
是一种常用的药引。

芦叶即是我们常见的包粽子的叶子，煮
出来的粽子有种清香味。芦叶也有医药的用
途，煎汤内服，可以清肺止呕，治霍乱吐
泻、烦渴心躁。

说起芦苇，有一则非常有趣的希腊神
话。

在希腊神话中，潘是森林和丛林之神，
是牧神赫耳墨斯的儿子。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潘是一位快乐的
神，他每天徜徉于山之上和森林之中，和神

女们一起翩翩起舞，吹奏着他自己发明的芦
笛。军队中，潘被尊奉为助战之神，只要他
大吼一声，军人们就纷纷逃跑。

潘发明芦笛有一个这样传说：潘追求神
女绪任克斯 （Syrinx），她是一位山林女神。
她被潘追赶得没有办法，就躲入拉冬河里，
变成了一棵芦苇。潘就用这棵芦苇削成一支
牧笛，供自己吹奏（故牧笛又称Syrinx）。

有一次，潘在广袤的森林中吹起了芦
笛，春风满载笛声充满了大地，每片树叶
都静下来倾听，连云雀也停止了它的歌
唱。然而有人告诉潘：音乐之神阿波罗的
七弦琴更好听。潘有意要和阿波罗比一
比，看谁的音乐最好听，于是就请了弥达
斯国王来做裁判。

当音乐比赛开始时，天地间的神祇都来

赴会。潘首先用芦笛吹奏一曲美妙的牧歌，
神祇们都听得连连点头，深表赞赏。然而当
阿波罗弹起了七弦琴，声声都叩动了听众的
心弦，婉转处有如悠悠绿水，激昂时却像雷
霆万钧。阿波罗美妙的乐曲，像是酒神酿制
的醇酒，醉倒了众神，连潘也连声惊叹自己
不如他。然而弥达斯却断言：牧神比阿波罗
演奏得更好。因为牧神的单纯而动听的芦
笛，比阿波罗的华丽的和弦更易欣赏些。神
祇们为了惩罚弥达斯国王的愚蠢，使他长出
了驴的耳朵。

驴耳有损国王的尊严，弥达斯心中懊丧
极了，于是小心地用帽子遮盖住两只驴耳，
此秘密只有国王的理发师才知道。

弥达斯对理发师说，如果你将这秘密告
诉别人，可要小心你的脑袋。可是秘密在心

中憋得发慌，理发师越想越好笑：“如此威严
的国王竟然长了驴的耳朵。”他就走到河边挖
了个洞，悄悄地对着洞口耳语道：“国王长着
驴的耳朵。”说完赶紧把洞口严密堵住。

不久这里就长出一根芦苇，风一吹就嗖
嗖地发出声音：“弥达斯国王长着一副驴
耳。”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现在欧美文学中的词汇：“弥达斯的理
发师”是指不善保密的人。“弥达斯的判
断”和“弥达斯的耳朵”是指人的愚昧无知
或不学无术。

话题再回到芦根本身。药材有鲜芦根和
干芦根两种。芦根性味甘，寒，无毒。功用
为清热，生津，除烦，止呕。主治热病烦
渴、胃热呕吐、噎膈、反胃、肺痿、肺痈等。

（作者系药物专家，曾任原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药物传奇

药 引 芦 根 竟 是 女 神 的 化 身 ？
——希腊罗马神话里的治病良药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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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淘得一本 《古滕堡的学徒》，
这是涉及活字印刷术发明史的著作，却
是以历史小说的形式表现，颇为别开生
面。作者艾利斯·克莉斯蒂，一位美国女
作家，同时又具有专业印刷师的身份。
她出身于有着印刷传统的家庭，祖父就
是一家铸字厂的老师傅。她本人 16 岁就
开始印刷书籍以及各种印刷品，在祖父
任职的出版社工作，一直到后来拥有自
己的印刷机。“25岁左右，我在加州攻读
新闻硕士，同时获选为当地活版印刷出
版社的首位学徒。”艾利斯·克莉斯蒂如
是说。这位对印刷术颇有研究的作家，
后来随德国丈夫一道移居德国，在柏林
住了5年，多次造访金属活字印刷发明者
的故乡——美因兹。在此期间，她访问
了多位研究传统印刷术的学者，研读了
五百年来堆积如山的相关书籍，终于还
原了历史真相。这就是 《古滕堡的学
徒》 中揭示出来的：古滕堡、投资人法
斯特和学徒彼德三人在破旧印刷工坊研
发，模式宛如今日的车库创业，而这门
技术最终影响了现代世界。

古滕堡，今通译为谷登堡 （1394～
1400—1468），德国人。据《辞海》：他年
轻时曾学习金工。1437－1445年间，从事
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印刷的研
究，1450年前后用所制活字字模浇铸铅合
金活字，排版印刷了《四十二行圣经》等
书，为金属活字排版印刷的发明人。

另据北宋沈恬 《梦溪笔谈》：宋庆历
年间 （1041－1048），宋人毕昇 （？—约
1051） 发明在胶泥上刻字，一字一印，
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他还研究过木
活字排版。毕昇是我国活字版印刷术的
发明者。可惜的是，东西方两位活字印
刷术的伟大发明家，在时空中擦肩而
过，失去了学术交流的机会——在人类
历史上，这类憾事是经常发生的。

《古滕堡的学徒》 这本书在装帧设计
上也颇费功夫，以体现古香古色的风
格。封面封底均采用少见的硬纸板，封
套画“黄金美因兹”为Franz Behem的木
刻版画 （1565年）。书中的标题和内文的
英文、数字，采用英国古老的书籍所用
的字形。最为值得称道的是，每本书的
封三附有一个透明纸袋，内有3枚谷登堡

超典藏藏书票，一是为木刻版画“黄金
美因兹城”，一是古画师手绘彩饰 （类谷
登堡字形设计），还有一张是文艺复兴名
家版画 （金属活字印刷坊）。对于我来
说，这是意外的惊喜。

关于藏书票，该书指出：“文艺复兴
时期，印刷术兴起，书籍产量大增。贵
族与学者便设计出藏书票，贴在书籍的
扉页上，作为自己藏书的标志。”简明扼
要地把藏书票的起源、功能以及与印刷
术发明之间的关系点明了。

据我国著名藏书家唐弢在 《藏书
票》 一文中所言：“欧美藏书票的发现，
以德国为最早。就现在所有的资料看
来，第一张藏书票的制成远在 1480 年以
前，画上一天使手捧盾牌，牌上图腾似
牛非牛。这是在一位名叫勃兰登堡的藏
书上发现的。德国的藏书票带着浓重的
装饰风格，构图谨严，风靡一时。意法
等 国 流 行 罗 哥 哥 式 （Rococo） 的 藏 书
票，和十七世纪的建筑物相似……”“日
本的藏书票，在模仿了一通欧洲形式
后，建立了自己的风格，这便是以浮世
绘为底子的纯粹东洋形式的图画。”（见

《唐弢书话》）
至于我国的藏书票，唐弢认为：“我

国文人积习相沿，用的大都是藏书印。
只记得郁达夫、叶灵凤两位有藏书票。
叶灵凤且为藏书票收藏者之一。因为这
也和邮票一样，成为可以收藏的对象
了。三十年代新的木刻兴起以后，藏书
票之作，屡见不鲜，不过大都着重于图
案的试作，并非真为藏书而刻。”近日读
翻译家赵瑞蕻教授 （注：司汤达 《红与
黑》 中译本最早的译者） 的回忆录 《离
乱弦歌忆旧游》（文汇出版社），得知这
位诗人也是藏书票的爱好者，书中有他
的一幅藏书票照片，并附有他写的诗

《我的藏书票》的手迹：
哦，我的 Ex Libris/画面是我的头发

似流云，/海鸥恬静地飞翔舒展双翼，/右
下角是瓯江、帆船，诗人在海滨。/对着

波浪放歌，伸出双臂。/顶上是德文“诗
与真”；左边英文“甜蜜与光明”；右边法
文“红与黑”，/这就是我的追求，我的欣
慰。（一九九〇年春三月作）。（注： Ex
Libris是藏书票的替代词，各国通用）

赵瑞蕻教授的藏书票，极富个性，
正如他的诗所表达的，包含了标准藏书
票的各要素。这是文人藏书票一个很典
型的例子。

如今，我国的藏书票呈现风格多样
的喜人局面，有的继承汉唐石刻壁画的
风格，有的沿袭古文篆书的传统，有的
借鉴希腊神话的神韵，有的效仿漫画卡
通的夸张，有的取材于文学名著的情
景，各有千秋，多姿多彩。它们像邮票
设计一样，已经不单纯是藏书的附庸，
更多的是具有个性化的特殊艺术品——
正是如此，如今国际间的藏书票展览与
交流活动也多了，涌现出不少有才华的
藏书票设计家。

由此，我倒是主张，出版社在出版
新书时，能请美术家创作与该书内容相
符的藏书票，像 《古滕堡的学徒》 所附
的藏书票以赠购书人，这对于提高读者
阅读兴趣与收藏品位，肯定是有益的，
同时也扩大了藏书票设计家的影响。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闲 谈 藏 书 票
□□ 金 涛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尔
斯·罗伯特·达尔文在 1871
年打赌说，人类生来就是另
一种食人的类人猿，而教化
我们进步的是文化，而不是
生物学。达尔文从数学角度
解释了文化的巨大力量，并
称只有承认这一点，社会才
能变得道德和公正。达尔文
的赌注被压制了一个半世纪
之后，进化论道德和文化专
家詹姆斯·迈尔斯在他的新
著《达尔文的赌注：食人基
因、人猿和进化的最后战
役》，从另一个角度探究文
化在人类进化中的意义。

达尔文的赌注是什么？
达尔文打赌称，人类的进化
遵循着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
命完全相同的规则。在1871
年出版的《人类的起源与性
的选择》一书中，达尔文写
道：“我完全赞同那些作家
的判断，他们认为，在人类
与低等动物之间的所有差异
中，道德意识或良心是最为
重要的。”“我提出了道德是
由生物还是文化决定的问
题。道德感是否由生物学决
定可能涉及伦理的能力（即
判 断 人 类 行 为 对 错 的 倾
向），也可能涉及为指导人
类行为而被接受的道德规
范。伦理能力是人类本性的
必要属性，而道德规范是文
化进化的产物。人类之所以
有道德感，是因为他们的生
物构成决定了道德行为的三
个必要条件：预测自身行为
后果的能力；做出价值判断
的能力；在多种行动方案中
做出选择的能力。道德行为
在进化中产生，不是因为它
本身具有适应性，而是作为
人类具有卓越智力能力的必
然结果，而这种智力能力是
自然选择直接促进的一种属
性。道德规范是文化进化的
结果，它解释了不同人群之
间文化规范的多样性及其随
时间的演变。达尔文颇具争
议的理论认为，女性在竞争
的男性之间的选择导致了不
同的种族特征。

达尔文的生物适应理
论解释了攻击性，也解释
了社会性和人类之间的合作。然而，从数学
上讲，哺乳动物之间的合作必须受到严重限
制，而自然选择无法解释诸如正义、公平竞
争和美德等情感的进化。达尔文的赌注是人
类自我理解的转变，正如生物学承认文化的
巨大力量，也承认并非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
的。达尔文认为，在个体层面上的选择，或
者在基因层面上的选择会给我们带来“没有
恶也没有善，除了盲目、无情的冷漠”，正如
理查德·道金斯后来所写的那样。自然给了我
们冷漠，而文化给了我们善良和邪恶。文化
在另一种冷漠的食人类人猿身上起作用，创
造了这个世界上恶魔。

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埃
德·威尔逊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社会生
物学。社会生物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
上：人类某些行为至少部分是遗传的，并能
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它始于一种观点，即
行为是随着时间而进化的，就像人们认为身
体特征是如何进化的一样。因此，随着时间
的推移，动物的行为方式已经被证明在进化
上是成功的，这可能导致复杂的社会过程的
形成。根据社会生物学家的研究，许多社会
行为都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生物学研
究社会行为，如交配模式、领土斗争和群体
狩猎。就像选择压力导致动物进化出与自然
环境互动的有效方式一样，它也导致了有利
的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因此，行为被看作
是在群体中保存个人基因的努力，某些基因
或基因组合被认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特定
行为特征。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认为，不太适
应特定生活条件的特征不会在群体中持久，
因为具有这些特征的有机体往往存活率和繁
殖率较低。社会生物学家以几乎相同的方式
模拟人类行为的进化，将不同的行为作为相
关的特征。此外，他们还在理论中加入了其
他几个理论成分。社会生物学家认为，进化
不仅包括基因，还包括心理、社会和文化特
征。当人类繁殖时，后代继承父母的基因，
而当父母和子女共享遗传、发育、身体和社
会环境时，子女继承父母的基因效应。社会
生物学家还认为，生育成功率的不同与该文
化中不同的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水平有关。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
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拿破仑曾说过“军号是战争之魂”。我
军是军号种类最齐全、使用军号历史最久
远的部队之一，使用的军号有107种之多。
军号是冲锋的号角和胜利的凯歌，它伴随
着我军取得了一场场辉煌的胜利。

军号的起源及发音原理

军号，英文名称Bugle，起源于远古时
代的牛角号，由于具有声音浑厚传播久远和
便于携带等优点，在远古人类狩猎和作战的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号令作用。现代意义
的军号诞生于1885年的英国，其材质和外形
较天然材质的牛角号作了更大的调整。在材
料上选择了最适合物体振动的黄铜材质，外
形为更加利于声音传播的圆润宽阔喇叭口，
盘绕两圈的号管和可自由拆卸的金属号嘴成

为了近现代各国竞相模仿的军号标准模式。
军号家族中常见的有冲锋号、勤务号、联络
号、行动号、战斗命令号和礼节号等。

军号是一种铜制唇簧气鸣的无按键乐
器，主要依靠嘴唇之间口锋 （上下唇抿紧
之后中间的椭圆形缝隙） 的振动发音，当
身体气息通过双唇时，吹奏者通过唇肌来
调节口锋的大小和角度，使气流冲击到乐
器号嘴杯体里的不同位置，而发出蜂鸣状
的基础声音；这些基础声音通过号嘴尾部
的圆锥体传达到军号环形的号管中，经过
反复振动传播，最后通过牵牛花样式的喇
叭口扩音后传递出去。

军号中的王子——冲锋号

1927年8月1日，系着红缨的军号吹响

了南昌起义的嘹亮号角，连队以上设置了
司号员。1932 年中央苏区印制了红军的专
用号谱——《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在
抗战时期，八路军军号不仅可以远距离向
作战部队传达作战指令，还可以通过专业
的军号语言进行通讯联络，有效地加强了
部队作战内容的保密性、机动性和协调
性。经过革命战争岁月的洗礼，一大批专
业优秀的司号员脱颖而出，组成了我军历
史上特有的作战辅助部队——司号兵。据
不完全统计，曾经担任过司号员的开国将
军就有张国华、聂凤智、邱创成、李成
芳、蔡顺礼、刘西元等。

冲锋号是军号中的“天之骄子”，在
革命战争岁月，每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
战役总攻的序幕都是由冲锋号吹响的，

虽然只有“DO—Mi—Sol”简单的三个
乐音，但其变化复杂的军号语言像莫尔
斯密码一样指挥着全军的作战动作，嘹
亮的声音极大地鼓舞着我军战士的战斗
意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
灭的功勋。

（作者系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
会员，山西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馆员）

战 争 时 期 的 红 色 乐 器战 争 时 期 的 红 色 乐 器 ——— 军 号— 军 号
□□ 于 飞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号
（杜寨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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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滕堡的学徒》，[美]艾利斯·克
莉斯蒂著，章晋唯译，台湾寂寞出版
社2015年出版。

《古滕堡的学徒》书内的3枚谷登堡超典藏藏书票。

图书馆是看书学习的好地方。毛泽东
在青少年时代，就经常去图书馆、进藏书
楼。

1910 年秋，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的
伟大志向，到离韶山 50 多里的湘乡东山
高等小学堂念书。学校有个藏书楼，收
藏着许多中外书籍。有些纨绔子弟，在
这里虽然读了三四年书，居然不知有藏
书楼。毛泽东一来，便在藏书楼借阅各
种书籍。

1912 年春，毛泽东考取湖南省立第一
中学。因这个学校教育制度、课程设置陈
腐，不利于求学，毛泽东只读了半年就退
了学。他寄居在长沙湘乡试馆的湘乡旅省
学生宿舍里，每天清晨步行 3 里多路，到
湖南图书馆去看书。在这家图书馆里，毛
泽东整整自修了半年，每天总是最先一个
进馆，最后一个离开，中午就吃上两个烧
饼充饥。在这里，毛泽东悉心研读了古今

中外的地理、历史、文艺和各种社会科学
书籍。他特别喜欢读亚当·斯密的 《原
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卢梭的《民约
论》、孟德斯鸠的 《法意》、斯宾塞尔的

《群学肄言》等著作。对于赫胥黎的《天演
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自然科学书
籍，更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毛泽东后
来在向人追述这段往事时说：“当我走进湖
南图书馆的时候，看见楼上楼下，满柜满
架都是书，这些书多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的，真不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
觉得都有新的内容，都能给我一些新的启
发，于是决定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尽量多读

一些。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
冷，贪婪地读，猛烈地读。正像牛闯进了
人家的菜园，初次尝到了吃菜的味道，就
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生活和
工作的 5 年半中，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图书
馆。他除了自己买报、买书看以外，还常
常带上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利用饭后和
课余时间到校内校外图书馆里去阅读各种
报刊和书籍。他联系实际，认真研究时
事，并向同学们广泛宣传。同学们都钦佩
他，称赞他是“时事通”。有一本叫《伦理
学原理》 的书，毛泽东读了，并在这本仅

有 10 万多字的书的卷眉上，写下了 1 万 2
千多字的批语和提要。

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补
习法文，毛泽东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
来到了北京。不久，经杨昌济推荐给北京
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谋得了图书馆助
理员的职务，每月薪金 8 块银元。这使毛
泽东不仅解决了生活费用问题，更重要的
是，为他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提供了方
便。在这里，他一面积极领导赴法国勤工
俭学运动，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传播
马列主义；一面努力钻研马列著作和俄国
十月革命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
行理论准备。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手 不 释 卷 的 青 年 毛 泽 东
□□ 谈宜斌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了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本报开设
“学党史守初心”专栏，以讲故事的形式，缅怀老一辈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
神，重温他们在革命道路上历经曲折走过的光辉历程。让我们将这种精神永远传承下
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达尔文的赌注：食人基因、人猿和进
化的最后战役》，詹姆士.B.迈尔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