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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往事
□赵雪

2019年 12月下旬，消息传来：由河南
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王
蕴智教授领衔完成的《殷墟甲骨文书体分
类萃编》（16册）荣获我国出版界最高奖项
之 一 的“ 第 七 届 中 华 优 秀 出 版 物（图
书）”。此前，这套丛书曾入选 2011—
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和“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
项目。

潜心甲骨文研究的王蕴智，又一次出
现在公众视野。

2019 年 11 月 1 日，一场全国性的纪
念活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120年风追甲骨，从未有此
般盛会。人民大会堂里，济济一堂的“甲
骨人”中，王蕴智在前排就座。

42年来，他牧心静气，澹泊致远，矢志
耕耘于甲骨文与古文字研究领域，为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而鞠躬尽力。

“躲”进书斋

王蕴智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幼年
时期，奶奶坚持对他进行修身教育，让他
从小就得到文化启蒙，能写能画。1977
年，他高考成绩优异，却因种种原因，只上
了中文大专班。

“古文字的形、音、义都是学问，学习
古文字可以躲避世俗。”也就是从那时起，
王蕴智立志把人生交给古文字。

1980年初，他通过书信拜投河大著名
文字学家、音韵训诂学家于安澜教授为
师。于先生很快用蝇头行楷回复了一封
热情洋溢的长信，信中充满了鼓励、奖掖
和期望之情：“深入研究（甲骨文）是国家
所需要，我们衰老已至，唯望你们肯来接
班。”

自此，他严格按照先生嘱托，从《说文
解字》入手，系统学习古文字学。

1985年，王蕴智考取了于安澜的研究
生。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王蕴智在古代
文献典籍、文字声韵训诂等方面进行了较
为扎实的基本训练，并渐次理顺了古汉字
形、音、义等诸方面发展演化的关系。

完成硕士学业后，王蕴智又远赴吉林
大学读博深造，这成为他治学道路上的一
个新起点。“研究甲骨文，至少要站在考
古、历史和语言文字三大板块之间。现代
全方位的科学研究手段，给古文字学家提
出了更高标准，对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读博期间，他潜心治学、深入实践，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曾有人把王蕴智的学术生涯

形象地描述为藏入文字躲是非。其实，王蕴智的古文字研究之路，正是
他对人生做出的选择。

这个“板凳甘做十年冷”的人，前期蓄势沉潜，后期厚积薄发。40多
年来，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王蕴智可谓成果斐然，著作等身：先后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要课题《甲骨文语料数据库开发及其文字释读研究》《甲骨
文词义系统研究》等5项；主持《河南历年出土甲骨文、金文研究大系》等
省部级重要课题12项；出版《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殷商甲骨文
研究》等专著6部，并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20余篇。

为文字安“家”

如果说“躲”进书斋是王蕴志潜心钻研的一种学术自觉，那么坚守在
中原大地则是他服务社会的一种责任担当。

“河南是汉字学的重要发祥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积淀和汉字文
化资源。”王蕴智说，当他决定重点关注甲骨文和许慎时，也让他产生了
两个念头：为汉字安一个家；推广中国文字学奠基人许慎。为此，他曾向
有关部门写过三封信——

第一封是2002年，他向省政府有关部门写了《关于创建中原文明的
标志性设施——河南文字馆之建议书》，建议创建大型汉字文化设施，提
出了“给汉字安一个家”的请求；第二封是他在2004年首次提出“许慎文
化”概念，建议许慎家乡应由单纯地纪念许慎，升华为构建由许慎精神和
汉字学两个要素组成的许慎文化；第三封是在2017年，他再次给省政府
有关部门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在字圣许慎故乡漯河市规划建设“中国字
书博物馆”的建议》的信。

谦逊低调的王蕴智如此高调发声，确实不同寻常。收到信件后，省
政府有关部门迅速把建议书批复到安阳，并聘请王蕴智组织规划布展文
本，国家相关部门也正式批准在安阳建设中国文字博物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天，位于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已开馆 10
周年；位于漯河的许慎文化园也于2010年开园……

每每谈及对家乡的热爱，王蕴智都会不假思索地用一个字“中”来表
示。他说，“中”曾在甲骨文中反复出现。这个字的中部是一个城垣，中
间一个旗杆，旗帜上下飘荡，表示人口聚集在标志性的中心地带；“中”，
还引申有“天下之中”之义。因此，他期望学者们通过对中原出土各大宗
古汉字资料的系统整理、建立大型系列文字库、推出中原汉字文化遗产
学术文库等多层次、高品位的文化立项建设，早日实现河南从汉字文化
资源大省向学术强省的跨越。

老“甲骨”新高地

120年前，一片甲骨“惊”天下，沉睡千年的甲骨文开始走进人们的视
野。百余年来，在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中，浸透着董
作宾、朱芳圃、石璋如、尹达、孙海波、郑慧生等一代代河大人的心血和汗
水。

进入新世纪，河大也始终将甲骨文研究作为特色学科来进行建设。
早在 10年前，王蕴智便提出河大古文字学科建设的一揽子规划。近年
来，古汉字研究所先后申报获批了《中原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分域整理
与研究》《殷墟黄组卜辞整理与研究》等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在我
省乃至全国的古文字研究领域都起到了引领作用。

2017年，王蕴智学术团队还承担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
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的核心子课题《甲骨文全文数
据库及商代语言文字释读研究》的研究。时隔两年后，该项目的前期成
果又获得了首届“王懿荣甲骨学奖”。

当甲骨文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近期，我们课
题组将首先完成殷墟甲骨文原文与释文文本对照的计算机输入，数据库
共收录当今海内外 30 余种重要的甲骨著录与缀合材料，已收录甲骨
86700余片……按照项目进度计划，甲骨文全文数据库将在2021年完成
结项。”长期潜心研究，王蕴智对甲骨文每一个数据耳熟能详。

盛会已往，余韵犹存。“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内心既涌起了一股暖流，
也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王蕴智说，甲骨文作为一种
3000多年前的文字载体，本身是古老的；而甲骨学作为一门显学，仅仅走
过了120年，又是崭新的。在这两个甲子的光阴里，甲骨文研究已然从鸿
蒙初辟到巍然成学，弦歌延绵。8

□吴继红

腊八祭灶，新年来到。早些年，腊八一过，村里
便零零星星响起了鞭炮声，年的序幕也拉开了。家
家户户忙着扫院子、备年货、剪窗花贴春联……其中
还少不了一件事：磨年豆腐。

年豆腐磨早了不行，须得过了腊月二十。拣一
个晴好的日子，女人们拿个大簸箕挑拣出个大饱满、
没有虫眼的黄豆，放在清水里泡得白白胖胖的，再掂
着泡黄豆的洋铁桶去排队磨豆腐。

可别小看磨豆腐这门手艺，做豆腐要想好吃得
眼疾手快，一看老灶台烧火的火候，二看点石膏的分
寸，三看做豆腐的水。我们村三家做豆腐的，数王老
五做出来的豆腐最好吃，这就是他的功夫，眼力好，
手头快。他那时二十来岁，人勤劳本分，做的豆腐好
吃不说，量也给的足，秤杆子总是撅得高高的，生意
自然也比别家好些。

王老五的豆腐磨得好，吆喝声更是一绝。别人
卖豆腐吆喝“豆腐——热咧”或“割豆腐——”他则吆
喝：“呃——豆腐——”那个拖长了音的“呃”字中气
十足，一唱三叹，一个字就拐了好几个弯，在胸腔里
一路婉转而来悠长绵远，在半空中却又停顿那么一
下子，把人的心揪了，跟随他的吆喝声起伏……

王老五靠着他的好手艺，挑着豆腐担子四里八
村吆喝着，自己攒钱成了家，还生了俩大胖儿子。

王老五家的豆腐坊设在他家东屋，一个小小的
马达，一盘石磨，一个乌黑的灶台和一个三尺口径
的大铁锅，就是他磨豆腐的全部家当。老人们说，
最初王老五的小石磨是靠毛驴拉的，后来才有了电
机。每当过了腊月二十，王老五就不再挑着豆腐担
子去集上和四里八村吆喝着卖了，而是坐等买主。

很快，他家狭小的院子开始热闹起来。从天刚麻麻
亮到昏天黑地，就没个停歇的时候，小马达嗡嗡地
响着，石磨眼儿里汩汩地流淌着雪白的豆汁儿，老
灶台总是吐着火舌，院子里也从早到晚都弥漫着豆
香味儿。

磨豆腐第一步是把泡好的豆子磨成豆汁，再把
豆汁倒入大铁锅里烧开，然后趁锅大滚时用事先化
好的石膏点上。等锅里的豆汁开始变成凝脂一样光
滑的小块时，再把它倒入一个铺着滤巾的四四方方
的木格子里，上面压上重物，等滤去多余的水分，这
豆腐就算做成了。这样做出来的豆腐不分层次又比
较省事，所以叫作“懒作豆腐”。此外压豆腐还有一种
情形：倒一层豆腐脑铺一层滤巾，等豆腐完全成型后，
再用扇刀切割成四四方方的若干块，这样压出来的豆
腐叫作千层豆腐。王老五平时磨的豆腐有千层也有
懒作，过年磨年豆腐的人家多，忙不及，一般都是“懒
作”。

庄户人家，豆腐是逢年过节一道必不可少的待
客菜。我们这儿豆腐论桌数，因为做出来的豆腐放
在小方桌上刚好是一桌。人们平时吃豆腐都是拿黄
豆换，但谁家也不舍得换这么多，一桌豆腐转一个村
甚至几个村子才能卖完，谁家十天半月吃一次豆腐
都算是打牙祭了。过年时却是家家户户都要磨上一
整桌的，自己吃，送给城里的亲戚朋友，做油豆腐、晒
豆腐干……只有到了每年腊月做豆腐时，大人孩子
才可以好好地过一把豆腐瘾。

每当磨年豆腐时，大家围拢在王老五家的小小
院落里，互相帮忙扫磨眼儿、提水、烧大锅、压豆腐，
然后不拘谁家的豆腐开锅了，大家拿碗过去喝碗豆
汁、喝碗豆腐脑，或者趁热调一碗嫩嫩的热豆腐……
人们端着海碗蹲在磨道旁、灶台前，一个个吃得脑门

冒汗、红光满面才心满意足。等肚子里豆腐菜垫了
底、有了些许油水的时候，已经是阴历腊月二十八
九，年也来了，鸡鸭鱼肉终于开始登场，另一场关于
吃的盛宴才真正拉开序幕。

如今，王老五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他不磨豆腐
也已多年，为了给儿子盖楼娶媳妇，听说他去了邻村
的建筑队。我去年见到他时，他一副老态龙钟的样
子，只在说起当年他的豆腐时，眼里才闪现出光彩
来。

又要过年了，便怀念起王老五的豆腐来。8

□薛培政

进了腊月，年说来就来了。每到这个时节，我
不由都会想起三四十年前，在老家备年货的情景，
常想起杀年猪的事儿。

在我的老家豫西，年前杀猪是一件既隆重又充
满希冀的大事儿。因为那时的生活条件差，一般人
家只有过年才能吃顿猪肉。因此，过年杀猪就成了
人们心底久久的期盼。

生猪统购统销那些年，不准个人屠宰生猪，必须
由大队统一安排专人屠宰，之后再由各家根据所需
和购买力，三五十户凑成份子，与养猪户交易。虽说
当时各家都不宽裕，购买力也非常有限，但年是个大
节，总要做几顿像样的饭菜待客，少不了备些肉食。
再说大人小孩都期盼一年了，过年包饺子也要见点
荤腥，即便是再困难的家庭，也要买上几斤肉过年。
那时买肉都兴要肥的，靠着过年熬些荤油，以便平时
用来炒菜。于是未进腊月，各家就与养了肥猪的社
员协商，提前预订下需购的数量。

过了腊月十五后，就开始杀年猪了。大队便将
村里屠户召集起来，按照各生产队上报屠宰的数
量，安排屠宰日期。

在杀年猪的那几天里，猪的尖叫声此起彼伏，
在空旷的山乡里能传出好远。屠宰场周围，站满了
看热闹的人群，孩子们在人堆里窜来窜去，常为碍
事遭到大人呵斥。

屠宰场边，最兴奋的要数养成肥猪的那些社
员，除有一大笔进项外，面对父老乡亲羡慕的眼神，
听着左邻右舍的夸奖，他们禁不住平添几分自豪
感。

打我懂事起，就常听娘感叹：咱家啥时也能养
头肥猪，好让孩子过过吃肉的瘾。怎奈那时家里人
口多、劳力少，口粮有时还接济不上，哪能会喂养成
肥猪？结果盼了一年又一年，直到1983年冬季，我
当兵走后的那年春节，家里才有了杀年猪的机会。
那几天里，娘不停地唠叨：“俺孩没口福啊，可等到
杀年猪了，他却当兵去了。”当时通信条件差，为宽
慰娘，大哥赶忙来信，让我尽快写封回信，告诉娘部
队上过节也会改善生活。我接到信后，当天就把部
队上过年鸡鸭肉鱼副食品供应充足的情况，写信发
回了家，才让娘安心下来。

如今，生活富足，吃肉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人们连山珍海味也不稀罕了。那曾经庄重而热闹
的“杀年猪”场面，已成为一代人的美好记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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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

一

韩烈侯三年（前397年），韩国都城阳翟，晴空万
里。突然，一个壮汉径直走进丞相府。丞相韩傀正
在庭院里晒太阳，当他听到脚步声睁开眼睛时，壮汉
已猱身一扑，到了跟前。一记白虹贯日，长剑已刺进
他的胸膛。

相府卫士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有人大白天闯进
相府行刺。一看丞相被刺，纷纷抽出兵器，与壮汉缠
斗在一起。

壮汉毫无惧色，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终因
寡不敌众，身负重伤。看到逃脱无望，壮汉挥剑刺向
自己，自绝身亡。

这个刺客，就是聂政，轵邑(今济源市东南)人，
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二

聂政孤身犯险，刺杀韩傀，缘于一场纷争。
原来，韩国有两个名人，一个叫韩傀，是韩国的

丞相，平庸而且贪婪；另一个叫严遂，是韩国的大夫，
直率却恃才傲物。严遂多次在朝堂上指责韩傀的过
失，韩傀看不惯严遂咄咄逼人的样子，两人就成了仇
敌。后来，韩傀发下狠话，准备给严遂一点颜色看
看。严遂心生恐惧，就逃离了韩国，四处流浪。

严遂到了齐国后，便有朋友向他提起聂政。他
们说，聂政这个人，侠肝义胆，功夫好，不怕死。可惜
怀才不遇，只能当个屠户。

严遂一听，心中暗喜。他买了一身当地百姓的
衣服换上，有意无意地在聂政的肉架子旁转悠。每
逢刮风下雨，聂政生意冷清，又急等谷米下锅时，严
遂便去买他的肉。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算认识了。

有一次，聂政的母亲过生日，严遂送去黄金百镒
（相当于两千两黄金）作为贺礼。聂政虽然不爱说
话，但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严遂必有所求，就坚辞
不受，说:“我做屠户，虽然下贱辛苦，但赚的钱足够
养活老母了。”

严遂看聂政执意不收黄金，便急忙解释:“兄弟，
我没别的意思。只因被仇人陷害，四处流浪。听说

你的高义，希望能交你这个朋友！”聂政毫无掩饰地
说：“我之所以降志辱身做一个屠户，就是为了奉养
老母；老母在，我哪儿也不去，更不干冒险的事！”

严遂一听，便不再强求。不久，聂政的母亲因病
卧床不起，严遂闻讯赶来，求医问药，端汤送水，比伺
候亲娘还尽心。聂政很感动，但仍一言不发。

数月后，聂母病亡，聂政为母亲守孝三年。这
时，聂政已经心无挂碍，就找到严遂说：“我本是一个
市井闲人，而您是诸侯卿相。承蒙多次礼遇，我将誓
死报答。”

严遂一听，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告诉了聂
政。原来韩傀不单单是韩国的丞相，还是韩王的叔
父，门客侍卫众多，刺杀难度极大。

严遂想将自己的车马随从和培养的几十个死
士，交给聂政。聂政担心人多嘴杂，会连累严遂，就
推辞说：“我一个人去，就足够了！”

三

聂政自杀后，韩国派人把他的尸体放在繁华的
十字大街，并悬赏百金，寻求刺客的身份线索。

消息很快传到齐国，聂政的姐姐聂荣猜测这个
刺客就是聂政，于是匆匆赶了过来。她伏在尸体上
大哭不止，边哭边呼喊着聂政的名字。

围观的百姓看到后，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怕
死。聂荣哭着说道：“我的兄弟聂政，本是
一个侠肝义胆的贤能之人。因为
严遂对他有恩，便一直想着替他

报仇。我是他的姐姐，怎能忍心看着他干了一件大
事，却落得一个暴尸大街而又埋没声名的下场？”由
于悲伤过度，聂荣在聂政的尸体旁气绝身亡。

200多年后，聂政“其行必果，已诺心诚，不爱其
躯”的侠义精神，感动了一个人。这个人把聂政的故
事写进了史册，流芳千古。他，就是司马迁。

又过了几百年，聂政刺韩的故事，被人谱成了曲
子，广为传唱。据说，弹得最好的是魏晋竹林七贤中
旷迈不群的嵇康。他以生命为代价，让这支曲子成
了千古绝响。这首名曲，就是鼎鼎大名的《广陵散》。

抗战时期，郭沫若又把聂政的侠义故事编成了
话剧《棠棣之花》，以此激励中华儿女的抗战精神。
剧中有这样一段话：“去罢，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
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开遍中华……”

禹州城区的西南郊，有一座高台。台高三丈，殿
宇巍然，高出云表，一株参天古柏耸立殿右。这就是
闻名遐迩的聂政台。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
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如今，李
白的这首诗，仍然在诉说
着 千 古 侠 义 精 神 的 真
髓。8

聂政与《广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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