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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万斛神舟里装的那些宝贝
■崔海波 文/摄

宋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 1123 年，
波海外贸易的航路主要通向日本和高
宁波（明州）冲上了热搜头条。
丽。顺风顺水的话，到日本的博多港
这年，朝廷准备派使节出访友好
全程只需七天左右，
到高丽不过五天。
邻邦高丽国，为彰显大国风范，宋徽
苏轼曾经赞誉“吴越地方千里，带
宗下令在明州建造两艘大船，名字也
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
给取好了，分别叫“ 循流安逸通济神
于天下”。除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之
舟”和“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皇
外，对外贸易也为吴越之地带来了巨
上御赐的船名有学问有彩头，但读起
大的财富。
来稍稍拗口了点，且不好记，坊间就
那么，从三江口启航的万斛神舟、
干脆根据它的载重量简称其为“万斛
千斛神舟、百斛神舟上，装的是什么宝
神舟”。
贝呢？
斛 是 古 代 的 盛 酒 容 器 ，方 形、小
最大宗的当然是丝绸。海上丝绸
口、大底，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 之路嘛，冠名权可不是随便给的。
斛也是计量单位。
宋朝时期，杭嘉湖地区家家户户
1 斛=10 斗
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堪称全国丝织
1 斗=10 升
业最发达的地区。南宋时期，鄞县人
1 万斛=1 百万升
楼璹在临安府于潜县任县令时，绘制
如果是 1 百万升水的话，那就是
了反映江南农业情况的《耕织图》，46
1000 吨 。 千 吨 轮 啊 ！ 史 料 上 说 ，这
幅图里面一半是耕图，一半是织图，这
两艘神舟的船舱有三层，是当时世界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丝织业的发
上最先进的大船。在飞机、高铁、航
达盛况。
天飞船尚未问世的宋朝，它不上头条
“四明八百里，物产甲东南”。宁
谁上？
波本地农民也种桑养蚕、缫丝织绸 。
随同这两艘大船一起出使高丽的，
明州曾有一条巷子，叫纺丝巷，是官营
还有六艘普通客船，船队浩浩荡荡，阵
织锦坊的所在地，光绪《鄞县志》载：
容空前豪华。访问团中有一位能写会 “鄞自唐至宋皆贡绫。”宁波产的丝绸
画的外交官名叫徐兢，
他每天要发几条
曾经是贡品啊，
质量好得没话说。
微博，
图文并茂地记录此行的见闻以及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高丽，丝绸
工作情况，这些图文后来编辑成一本
服饰是达官显贵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一千年前，日本还没有本国产丝绸，居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根据徐兢的描
民“所衣皆布，极细者，得中国绫绢则
述，
万斛神舟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大山一
珍之”。有道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样，
“ 巍如山岳，浮动波上”。到达高丽
渔”，从接受方来说，受人鱼不如受人
后，
引来
“倾国耸观，
欢呼嘉叹”
。
渔，在频繁的丝绸贸易刺激下，日本的
估计也上了高丽国的头条。
丝织业迅速发展，据文献记载，日本国
北宋后期，宁波一年能造 600 艘左
内有一种纺织法叫“博多织”，就是从
右的船，当然不全是万斛神舟，大大小
浙江带回去的。高丽也是一样，
《宣和
小根据客户需求定做，有千斛神舟也
奉使高丽图经》载，高丽“不善蚕桑，其
有百斛神舟。造船业发达源于科技、
丝线织纴，皆仰贾自山东、闽、浙来”
。
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朝时期，宁

除了丝绸以外，还有两大宗商品
分别是茶叶和瓷器，所以海上丝绸之
路也叫“海上茶叶之路”或“海上瓷器
之路”
。
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
高丽俗喜饮茶，但是当地所产茶“味苦
涩，不可入口”，这就给宋朝商人带来
机遇，
“ 商贾亦通贩”。高丽人喜欢中
国的腊茶，茶具有“金花鸟盏、翡色小
瓯、银炉烫鼎”，这都是仿效中国饮茶
的制度和习俗。
日本不仅从大宋进口茶叶，有人
还带去大量茶籽栽种，这要是放在现
今，估计是要被海关没收的，说不定还
要罚款。这个带茶籽的人名叫荣西，
是日本遣宋使的代表人物，后来被日
本人民尊为茶祖。
荣西是位僧人，曾先后两次到访
宁波。他在宁波期间，主要是取经礼
佛，因为宁波有天童寺和阿育王寺，课
余时间研习禅茶。回国后，荣西把带
去的茶籽种在背振山，还写了一本书
名叫《吃茶养生记》，将中国的饮茶习
俗与方法介绍到日本，于是饮茶之风
在日本盛行起来。
越窑瓷器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主要商品，
“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
峰翠色来。”古今文人雅士对它吟诵不
止。
海上丝绸之路上，分量最重的外
贸商品当数梅园石。
梅园石的产地在宁波西乡的鄞江
镇梅园村，一开始，它是作为压舱石随
船出海。2012 年 6 月，中央电视台现
场直播“象山小白礁Ⅰ号沉船”水下考
古发掘，让梅园石再次走入大众视线，
经专家考证，沉船里的压舱石就是梅
园石。
梅园石加工之后色泽呈浅灰或浅

紫，素雅大气，质地均匀细密，硬度适
中，且耐酸碱，是碑材、石雕和建筑施
工的上乘石材。南宋时期，明州石刻
艺术发展到了顶峰，今人可以从位于
东钱湖畔的南宋石刻公园里窥见一
斑。
话说南宋淳熙七年（1180）间，日
本奈良东大寺毁于兵燹。1182 年，日
方聘请正在日本的中国建筑师陈和卿
为总技师，由他指挥中日两国匠人重
建东大寺。明州工匠伊行末等 4 人负
责雕造南大门的雌雄二狮，所用的石
材就是梅园石。
万斛神舟上的宝贝，有重如石头，
也有轻如纸片，
比如说诏书。
宋代商人漂洋过海去做跨国生意
时，朝廷偶尔还会布置一些政治任务
交由他们去完成。南宋建炎二年
（1128 年），宋纲首蔡世章去高丽时就
带上了宋高宗继位诏书。纲首就是运
送大宗货物的船队或车队的商人首
领。绍兴八年（1138 年）3 月，宋商吴迪
等 63 人，持宋明州府牒文去报告徽宗
皇帝及宁德皇后郑氏崩于金的消息。
朝廷或地方官府把重要的国书或文件
交由商人传递，不另行派遣外交使团，
一方面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也
是对商人的信任和器重。有个不太常
用的成语叫“士农工商”，读书的、种田
的、做工的、经商的，这四种人等，商人
排在最后，地位历来是最低的，到了南
宋，境况有所改善，以至于还有机会客
串一回外交使节，那是非常荣光的事
情，
足可以吹一辈子的牛了。
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商品琳琅
满目，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政府曾派
人由海路到江南购书，一次就购买“经
书一万八百卷”，这等于是运回去一座
图书馆了。

远离
“重复陷阱”
■清秋

前些日子，莫言分享了一个故事，
上，连快餐都在牌桌上吃的，正所谓
听了很感慨。莫言说自己喜欢下棋，
小 “ 筒 来 索 去 犹 半 日 ，参 横 月 落 不 曾
时候常常因为下棋而耽误干活。之后
知”。此外，看电视剧也会上瘾，比如
几十年，他都没再下。直到几月前，偶
看《觉醒年代》，一集又一集，没完没
尔打开一个网站，棋瘾又卷土重来，一
了。有时，甚至看至午夜零时。看后
发而不可收。于是，有空就去下棋，即
睡不着觉，早起没精神，依然照看不
便莫言也会反复告诉自己
“下两盘就不
误。
下了 ”，还是经常熬到次日凌晨一两
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件事情
点。后来，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反省
重复 21 天以上会变成习惯；如果经过
道：
“ 无论干什么事情，确实应该控制； 90 天的重复将会形成稳定的习惯，那
千万不要沉溺于某一种重复性的活动
就成了“瘾”。加拿大有位心理治疗师
中，
耽误了其他工作……”
给“瘾”下过一个定义：
“ 一种暂时让人
莫言的话令人深思。在我们日常
放松快乐，但长期伤害你，却无法放弃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玩手
它的行为，即为上瘾。”什么事情都会
机，有人说：
“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
成“瘾”，如果我们长时间无限制享受
是你我相隔千山万水，而是我就在你
着麻将、游戏等带来强刺激，快感，身
面前，你却在低头玩手机。”手机里最
心就会变得麻木，甚至痴迷，不能自
好玩的是视频号，既有画面感，又有生
拔。长此以往，不但透支身体，还虚度
动语言，还富有哲理。以致一开刷，都
时光。
停不下来，一晃就过去一小时，不但浪
人生就像一面镜子，你对它什么
费了时间，还模糊了双眼。还有搓麻
姿态，它就给你什么样子。如果懒散
将，闲暇时，可以从早上一直搓到晚
放纵，生活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因此只

有自律，生活才会绚丽多彩。萧伯纳
曾经说过：
“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
能。”谁的人生，都不是注定辉煌的，途
中充满了诱惑，只要能约束自己，方能
成就自己。拿破仑·希尔曾对美国各
监狱的 16 万名成年犯人做过一项调
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犯人
之所以沦落监狱，有 90%的人是因为
缺乏自制力，未能把他们的有限精力
用在积极有益的事情上，从而身陷囹
圄。
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
你的自律。自律的人必自信，把命运
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千难万
险，依然不折不挠。因为唯有用心做
事的时候，才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自
律的人都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他们
都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努力奋斗着。
所以，自律不是嘴巴说说，也不是一味
凭空想象，必须马上行动。首先要远
离诱惑的源头，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才
能改变你的现状。由此，当我们面对

——读长篇小说《李氏家族》
■黄岚

高丽使馆内韩国木浦沉船模型。

位于镇明路上的高丽使馆。

找回迷失的爱情

一种不良、消耗自己的活动即将上瘾
时，应该懂得放下，尝试或逼迫自己做
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去看书、打
球、健身等。把精力投入到某种有意
义的活动中，把目光转移到学习技能
上，并让它成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持续
下去，你不仅能享受忙碌带来的畅快，
你的生活也会变得充实。
想把自己变成一个自律的人，是
一个艰辛的过程，解除“瘾”影，也许有
点难。但管住自己，就是自我救赎的
开始。成功之路，都是由一个个小目
标构成的，因此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目
标，并付之行动，
“ 瘾”会离你越来越
远。这对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年少
时要多读书，不能沉溺于网络，会荒废
学业；若自由散漫，会毁掉整个人生。
成功没有捷径，要想改变命运，必须自
律、自信、自强。
从现在开始，要远离“重复陷阱”
的 诱 惑 ；让 自 律 成 为 自 己 的 一 种 习
惯！你的人生会很精彩。

李佩甫创作的《李氏家族》，是部反映李氏家族兴
衰史的小说。小说全景式、多侧面地描写了李氏家族
的繁衍发展，由各个小故事组成，以各具特点的家庭为
代表，将李家儿女张扬与内敛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
让人跟着故事中的人物为之悲喜不已。
中华民族是由各个家族组成的，每个家族都是民
族的细胞，而家庭是每个家族的组成细胞。在中国，家
族观念特别强，有家才有国，只有建设好每一个小家
庭，才能有完美的大家庭。在李氏家族中，一些家庭的
组成有着明显的历史烙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现
实中婚姻的组成不仅仅只有爱情，夹杂着太多的其他
因素，
上演了一出出酸甜苦辣的悲喜剧。
爱情是不能乞求得来的。在农村的女人很爱他，
为
了他，什么都愿意，包括死。她连名字也没有，不是
“家
福女人”
，
就是
“明珠娘”
，
但是男人在那个知识贬值的时
代，在那种特殊情形下
“落难”
娶不到老婆，勉强娶了年
轻时也不算难看的她，根本没有考虑她的感受，对她很
不公平。只是她既要种地又要养两个孩子，
变得越来越
难看，越来越没自信，成了典型的依附男人的农村老
婆。男人在成了国家干部后越来越嫌弃她的没文化，
要
与她离婚。她听从他教的那样说，
去离婚。当被问到他
们是否有感情基础时，她说有两个孩子，工作人员说那
感情基础还是有的，不准离婚。男人就骂她不配合，她
回到家就想，那就死吧，就放他自由了。但是看到两个
孩子，看到田间要收的玉米棒子，她又活下来。后来终
于离了，她也是
“离婚不离家”
，还是替他养着孩子。这
样婚姻中的受害者，
让人同情，
无法怒其不争。
爱情是不能透支的。
“可埋人的时候，春生爹觉得
儿子活得老亏，多少年拼死拼活地干，却连媳妇都没弄
到手；刘家呢，也觉得女儿死得冤枉。”他们是同学，高
中时恋爱了，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男的辍学打工供女
的读书，考上大学继续供读书。后来女的见识长了，说
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不爱了，要分手了。男的很爱女的，
当初男的成绩比女的好，放弃了读书，现在深爱的女人
说不爱他了，他无法接受。于是带了炸药，与女的同归
于尽。能说男人不好吗？能说女人不好吗？当她享受
男人的爱的付出时，她有没有想到以后会瞧不起泥腿
子的他吗？当她要分手喜欢与大学同学交往时，她心
安吗？虽然爱情不是感恩，当初恋爱时是有真感情，随
着后来的分离，说没有爱也是真的，但处理方式肯定不
对。对男的来说，一下子被分手也是接受不了，虽然在
旁观者来说，他完全可以停止这份感情，去爱别的女
人，而不是为了一个变心的女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有
时爱情不是全部，在采取极端方式前，想想还有父母，
还有别的诸多美好，
就不会上演一出爱情的悲剧！
爱情是不能算计的，只能让位于真正的两情相悦。
“李满凤是一个人挎着小包袱到婆家去的。在有着五百
户人家的大李庄村，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她是
勇敢的，她是强悍的，强悍到一个人能把一家人的事情
全搞定。当她母亲去世时她还未成年，
她的父亲一次次
的赌博，
把家弄得一团糟。她从 16 岁起就当家了，
掌管
着全家的事，还要照顾养育两个弟弟。有人来提亲时，
她就选了一个有钱又老实的煤矿工人。她要的彩礼太
高了，第一次 3000 元，她拿来是造房子给弟弟成家住
的。第二次还是要了 3000 元，
她说还有一个弟弟，
房子
也要给他造好。她就这样把自己给
“卖”
了。而婆家因
此欠下很多债。等嫁到婆家时，
她没有再要钱给自己置
办嫁妆了。但她肯吃苦，
人非常能干，
到了婆家以后，
凭
能力很快又当了家，
把全家都管起来，
3 年后还清债务，
还给小叔子小姑子的婚姻准备下钱财。她生了一个儿
子，不但赢得了全家人的称赞，还得到了全村人的羡
慕。然而她跟男人之间没有爱情，
她还是一直爱着那个
人，即使对方入狱，她也愿意等他 7 年。在这一段婚姻
中，
她只是为了生计，
把自己的爱暂时放弃了，
然后等解
决了钱的问题以后，
她就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了。对她的
前夫来说，她这样做太自私了，非常不公平。然而我们
又怎么能苛责她呢？爱情是无法计算的，
当爱情沦为计
算的工具，是不可取的。她又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
要什么。当她处理完一切，
从经济上算，
也不欠婆家了，
可是，
他人的感情呢？
小说中还有许多故事，爱情也只是其中一个部
分。但爱情是一个家庭繁衍的开始，只有当我们认真
对待时，放弃所有附加的那些因素，才能真正享受到爱
情的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