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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词人”吴绮的“三风”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拾遗

一

因造假被灭三族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造假现象
的存在及其危害，早在西周时期就
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记载。《礼记》中
有这样一段话：“用器不中度，不鬻
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
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
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大意是
说，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
如果不合规格就不准在市场上出
售；兵车如果不合规格，不准在市
场上出售；织出的布帛，经纬密度
如果不合规格、幅宽不合尺寸，不
准在市场上出售；布帛染色达不到
正常颜色标准，不准在市场上销
售。总之，那些质量不合格、规格
不达标的货品都禁止上市。这项
记载表明，在先秦时代已经存在制
假售假的现象了。
《礼记》还记载，人们对吃的东

西要求更高，“五谷不时，果实未孰，
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
兽鱼鳖不中沙，不鬻于市。”也就是
说，没有经过完全生长的粮食、没有
成熟的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卖；没
有经过完全生长的木材，不得砍
伐，不得拿到市场上卖；禽兽鱼鳖
等没经过完全生长或没有进行必
要的杂质清除，也不能拿到市场上
卖。当时，人们认为没有经过完整
自然周期生长成熟的动植物，吃了
对人身体有害，拿到市场上去卖也
是一种造假行为。

到了汉朝，随着丝绸之路的开
辟，大量人们之前没有见过的物品
流涌入中原地区，这些东西因为稀
罕而多成为高档货或奢侈品，由于
不容易得到且市场需求量大，所以
有人也造起假来，以蒙骗消费者。
用的东西还好说，顶多一不小心买
了个“山寨货”，但吃的东西就不一
样了，质量问题会造成健康危害，所
以汉朝法律规定，任何腐坏的食物
都不得上市销售，一经发现应予以
焚毁，如未能及时处置而造成中毒
事件的，除处罚当事人外，相关官员
也要担责受罚。

尽管官府对制假售假者屡有打

击，但由于利益的驱使，当时仍然有
一些人铤而走险，有的“职业制假
人”手段还相当高超，不仅一般货品
敢造假，就连帝王专用的物品也敢
造假。汉文帝时有个名叫新垣平的
人，就是一个造假高手，他伪造的东
西是玉杯、周鼎，特意在上面刻了
“人主延寿”几个字，他拿着这些东
西跑去献给汉文帝，说是在黄河发
现的，预示着传说中的周鼎将会在
汾阴出现。汉文帝一开始相信了，
派人在汾阴建庙祭祀天地，希望周
鼎出现，而“周鼎”真的出现在了汾
阴，其实这是新垣平预先埋下的，
“周鼎”其实是他的杰作，此事最终
败露，新垣平被夷灭三族。

二

度量衡器须“年审”

有造假就有打假，从国家立法
层面打假是最有效的手段。据考
证，中国最早关于打假的法律是战
国时期魏国李悝主持制定的《法
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
成文法典，内容非常丰富，在其中的
《五杂法》中规定经营药材的人不得
售假，要按医生所开的处方配药卖
药，如胆敢制假售假，一经发现将受
笞刑处罚，因此而造成人员伤亡的
要被流放。到了秦朝，相关法律规
定更加严厉，卖假药者将会受到墨、
劓、刖、宫、大辟等刑罚。

唐朝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商
品也日趋丰富，造假行为也更加普
遍和专业化，打假的法律规定也必
须适时跟进。唐律中关于打假方面
的规定十分具体，对假冒伪劣商品，
唐律将其认定为“行滥”“短狭”。“行
滥”就是质量不合格，“不牢不真”；
“短狭”就是尺寸短缺或缺斤少两。
制售以上不合格商品的，一经发现
要受到“杖六十”的严惩。为杜绝市
场上的“黑心秤”，唐朝规定商户使
用的度量衡器必须定期进行检验，
其中京城的商户每年8月太府寺查
验，外地商户则到州县衙门，大家带
着所使用的度量衡器经检验合格后
可领到合格证，只有经过这种“年
检”的度量衡器才能在商品交易中
使用，否则将处以“杖七十”的刑罚。

唐律不仅制约商户，对市场管
理人员也有相应规定，那些故意纵
容商户造假而造成假冒伪劣商品泛
滥的地方，相关人员与制假售假者
同罪，由于工作疏忽放松监管的也
要处以杖刑，只是可以在原刑罚标
准上“减十杖”。据《唐律疏议》，唐
朝法律还为消费者制定了人性化的
一些规定，如规定购买商品后3天
内发现有质量问题的，可以找卖家
要求退货，如卖家不同意，可向官府
举报，官府一经查实，不仅判令卖家
退货，而且将对卖家处以“笞四十”
的刑罚。唐朝法律在打击制假售假
方面的规定十分详细具体，其中的
许多规定被之后的历代所沿用。

三

茶叶造假花样多

宋朝的商品经济更加繁荣，与
之对应，制假售假现象也更为普
遍，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说“卖买
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
为金银，土木为香药”。这里说的
是宋朝临安市场上以假乱真、以次
充好的奸商比比皆是，有人用纸做
衣服、用铜冒充黄金、把铅块掺进

银锭里、用一般树木冒充檀香，让消
费者防不胜防。

宋朝造假行为泛滥，食品领域是
“重灾区”。有个名叫苏颂的人，是王
安石的同年进士，他专门调查过用死
马肉冒充獐肉、鹿肉的制假过程。根
据他的记载，开封曹门外有一个制造
豆豉的作坊，作坊的老板大量收购死
马，死马收来后，把马肉切成大块，先
埋在泥里，一两天后取出，肉看起来会
很新鲜，但腐烂味道很重。于是大批
购进豆豉，用豆豉腌制、炖煮马肉，经
过炖制，颜色、口感、味道与獐肉、鹿肉
已没有太大区别，苏颂记述道：“早行，
其臭不可近，晚过之，香闻数百步。”这
些制造出来的“獐肉”“鹿肉”，因为便
宜而大量被酒肆饭馆买进，吃进了食
客的肚子里。

唐宋以后，人们饮茶的习惯越来
越普遍，茶叶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好
茶、名茶，往往供不应求，于是有些不
法商人开始了这方面的制假售假。在
宋朝，最常见的茶叶造假手法是在劣
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可以调配出
类似于各类名茶的味道，或者在散茶
里掺杂枯草、在茶粉里掺杂米粉。当
时人们很喜欢茶砖，有些商家制茶砖
时在外面用好茶叶，里面用劣质茶叶，
从表面看根本看不出好坏。不仅普通
百姓喝的茶有人造假，就连专供皇家
的茶叶也一样敢假冒。据《大观茶论》
记载，宋徽宗曾说：“有贪利之民购求
外焙已采之芽，假以制造；研碎已成之
饼，易以范模。”也就是，有人用质量一
般的茶叶混进皇家贡茶里，掺在一起
制成了进贡用的茶砖。

为了制止市场上的制假售假、尤
其是食品领域里的造假行为，宋朝也
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宋朝颁布有
《关市令》，借鉴唐朝的做法，对商户使
用的秤、天平、布尺等进行定期审验，
同时要求市场管理人员每月抽查一
次，检验、抽查不合格，或者被人举报
缺斤少两的，处以“杖六十”的刑罚。
对于其他制假售假行为，根据情节以
及所造成后果的轻重，分别给以不同
的惩罚。

四

打击假药重在统一标准

药品是医病救命的，俗话说“人命
关天”，按理这方面的造假行为应该相
对少些，但出于逐利的本性，不法商人
也打起了药材制造假药的主意。梁人
陶弘景编注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有
许多制造假药的手法：“采送之家，传
习治拙，真伪好恶莫测，所以有钟乳
酢煮令白，细辛水渍使直，黄芪蜜蒸
为甜，当归酒洒取润，螵蛸胶着桑枝，
蜈蚣朱足令赤。”这里提到的钟乳、细
辛、黄芪、当归、螵蛸、蜈蚣等都是经
济价值较高的药材，这类药材通常有
严格的等级划分，不同等级价格相差
较大，为卖个好价钱，不法商家采取
各种手段来作伪。

民间视虎骨、熊胆为珍稀药材，于
是它们成为制售假药者“主攻”的目
标。在古代，经常有一些卖假虎骨的
人走街串巷，他们往往穿着少数民族
的衣服，所卖的“虎骨”上都连着虎
爪。虎爪一般是真的，但虎骨是假的，
最常用的替代品是骆驼的后腿骨。至
于熊胆，最常用的替代品是猪胆，有一
部叫《串雅补》的书介绍：“猪胆不拘多
少，取汁涂板上，晒干，涂、又晒，至胆
汁数百。将胆汁刮下，用鸡镫皮裹如
熊胆样，阴干。能分墨解尘，以伪熊
胆。”这里提到的是，民间鉴别熊胆有
“分墨解尘”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玻

璃上涂上墨汁，再将熊胆涂在墨汁上，
如果是真熊胆，墨迹就会分开。还有
一种办法是“清水解尘”，在一杯清水
上撒些尘埃，再滴上少许熊胆，杯中的
尘埃也会分散。制假者深谙其中门
道，经过他们的“攻关”和特殊加工，那
些冒充熊胆的猪胆也能产生解尘的效
果，一些自认为有一定鉴别知识的人
往往被其骗个正着。
除《本草经集注》外，《唐本草》《本

草蒙筌》《本草纲目》等古代著名医药
著作中也大量记录有药材作假的方
法。有人经过梳理，发现这些药典中
所记载的假药种类，魏晋南北朝及之
前有24种，唐宋有34种，明代52种，
清代187种。所以，清人李光庭在《乡
言解颐》中不由得感叹道：“世上有名
病，无名医；有真病，无真药。”相比其
他造假行为，假药的危害无疑更大，所
以这也是历朝历代重点打击的对象。
制售假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打击这
类行为也需要专业化指导，所以古人
很早就意识到制定统一的药材标准十
分重要，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就
被医家奉为本草指南，也是辨别假药
的主要工具书。
到了唐朝，新的药材不断增加，朝

廷于是命苏敬等23人重新编订本草
药典，最终编成了一部《新修本草》，全
书共54卷，载药物850种，是中国古
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
界上最早的药典。到了宋朝，朝廷曾
下令各郡县将本地所产药物绘图，连
同样本送往京城，在此基础上编成了
一部《本草图经》，全书共21卷，收录
药材780种，更为难得的是，该书还附
有本草图谱933幅。

五

刻石经应对“学术造假”

在古代，还有一种造假行为也时
常出现，那就是学术方面的造假。汉
朝建立后，逐渐重视儒家思想，汉武帝
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建议，儒家典籍于是被确定为官方的
教科书，朝廷在太学设立专门博士讲
授。但是，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制定
标准版教材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各家
手里的教材都是上一代传下来的或者
抄来的，时间久了难免有误，造成版本
上的混乱。

汉代的读书人喜欢辩论，涉及典
籍的版本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手里
的才权威，于是互不相让。争论无果
时，大家纷纷去找依据，结果朝廷的国
家图书馆兰台就经常被一些无聊的文
人打扰。不过，输了的人也有不认输
的，他们的办法是篡改兰台里的权威
版本，把它们改成与自己手中版本一
样的，于是兰台收藏的典籍被改得面
目全非。汉灵帝时，著名学者、书法家
蔡邕实在看不下去，他向汉灵帝提出
建议，组织权威学者，考据出这些典籍
的最权威版本，把它们一一刻在石头
上，今后谁都不能再篡改。汉灵帝是
出了名的“抠门皇帝”，但他本人热爱
文化，是一名“文艺青年”，居然批准了
这项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
汉灵帝命蔡邕负责这项工程并亲

自撰写碑文，在蔡邕主持下，一批当
时最优秀的学者参与到此项工程中，
校订出《诗经》《尚书》《周易》《礼记》
《春秋》《孝经》《公羊传》等七部儒家
经典，共20.9万字，全文刻制在46块
石碑上，每块碑石“高一丈许，广四
尺”，由于它们刻制于汉灵帝熹平年
间，史称“熹平石经”。其后，历史上
还至少有过6次这样的刻经行为，分
别是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
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的
“汴学石经”、南宋的“临安石经”和清
朝的“乾隆石经”，其中“开成石经”现
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乾隆石经”现
存于北京孔庙，其他石经已毁。这些
刻在石头上的石经，可以理解为一种
特殊的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目的是保
存经典、统一版本，除弘扬儒家经典
外，“学术打假”也是刻制它们的重要
动机之一。

古代的 造假 与 打假
陈忠海

吴绮，江苏都江人，是清朝著名的
词人。他的词清丽委婉、情感细腻，很
受推崇，尤其是他那首《醉花间·春
闺》，更是令人拍手叫绝。词中的“把
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被人视为赞
美亲人之间爱恋、相思之情的最绝妙
的名句。有一位叫顾贞立的女词人看
到这首词后，惊叹不已、爱不释手、日
夕诵咏，并将“把酒祝东风，种下双红
豆”的句子写满了自己房间的四壁。
人们也因此给吴绮起了一个“红豆词
人”的绰号。

吴绮不仅有“红豆词人”的绰号，还
有一个“三风太守”的绰号。

吴绮曾奉诏谱《椒山乐府》。椒山
是明朝名臣杨继盛的号。杨曾任兵部
武选司员外郎，因上奏弹劾奸相严嵩，
遭迫害，被下狱，受尽折磨，不屈而死。
《椒山乐府》是他的诗集。当时清朝政
府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采用了为明朝
有影响的大臣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
办法以示关怀。为杨继盛的《椒山乐
府》作谱就是这个目的。吴绮出色地
完成了这个任务，受到朝廷的特殊奖
励。朝廷给了他一个与当年杨继盛一
样的官位，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荣誉。

后来，吴绮调任湖州太守，在任期
间，他勤政爱民，多惠政，颇受人民爱
戴，人称他为“三风太守”。“三风”是谓
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风力”是指

办事有魄力，不畏艰险、敢说敢干。吴绮
在湖州锄强扶弱。当地有一大猾作恶多
端，大猾相当于现在的黑社会势力头子，
吴绮在探得他的住处后，驾着一条船亲
自去将他抓来处死，为民除害，这是他多
风力的一个例证。“风节”是指为人有骨
气有节操。吴绮为官刚正清廉，不畏强
权、不受请托，他也因此得罪了上司，最
后，被上司找了个借口罢了官。吴绮为
官廉洁，被罢官之后，竟连生活都发生了
困难，是他的女婿为他盖了间房子，才有
了一个住处，后来又有朋友赠钱为他购
买了一个荒废的园子，在这陋室之中，
他的心态依然很平静，过着宁静淡泊的
生活。他没有钱买花木布置园子，就让
向他求诗文的人以花木代润笔，时间长
了，他的园子里竟然也花木成林了。为
此他为自己的园子起名为“种字林”。
这种品格情操，可谓“尚风节”。“风雅”是
指其文才，这从他“红豆词人”的绰号便可
得知。吴绮还很好客，他在湖州为太守
时，四方名流经过湖州，他都要邀之赋诗
游宴，一派儒雅学士的风度。所以，称他
为“三风太守”还是很贴切的。

陈赓：侦察敌情机智脱险
1924年5月，陈赓考入黄埔军官学校

第一期，毕业后留校，相继担任黄埔军校第
二期入伍生连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
次年6月上旬，驻在广州、表面上接受革命
政府领导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
令刘震寰部，勾结北洋军阀，企图推翻广东
革命政府，趁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之机，发
动了叛乱。接到革命政府的命令后，东征
军连忙回师广州，在准备向叛军发动进攻
之前，指挥部派陈赓渡过珠江侦察敌情。

与秘密的革命机关接上头以后，陈
赓就由沙面进入广州闹市区。走在街
上，他碰到几个敌人正在沿街散发反共
反苏的传单，还有一捆一捆的大量传单
丢在地上没有拆散，他就捡了几千张“反
动传单”带回沙面。自此每趟外出，他就
带一些在身上，假扮散发传单的人，遇到
戴红帽子的滇军要搜查，就塞过去几
张。这样一来，他得以到处走动、畅行无
阻。仅三天时间，他就摸清了广州敌军主
要设防情况，并绘制了详细地图，标明了敌
人的火力阵地和部队位置。根据陈赓提供
的准确情报，东征军于1925年6月12日发
动进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一举消灭了
杨、刘叛军，由此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刘氏三兄弟：
文艺史上的一段佳话

刘氏三兄弟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
每个人都对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做出贡献，
在中国文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半农创作的现代诗《教我如何不想
她》，传递出游子对祖国的思念与爱，流传
至今，并开启汉字中“她”的使用。

刘半农同时还是中国民歌整理的开拓
者，二弟刘天华自幼与哥哥一起学习，接受
民族艺术熏染。二胡独奏曲《病中吟》开启
刘天华创作之路。

三弟刘北茂受二哥刘天华影响最大。
刘天华逝世后，刘北茂辞去大学教授的职
位，继承二哥“改进国乐”遗志，改授二胡，并
先后创作《汉江潮》等百余首二胡演奏曲，成
为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史上多产的作曲家。

风筝：诗画里的春景
《燕九竹枝词》中，载有清朝著名戏剧家

孔尚任的一首诗：“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
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
风。”一群穿着大红裤子的小孩儿在燕九节
呼朋引伴放风筝，可怎么也放不起来，就提
着风筝线大骂老天爷：今年春天来得早，大
家都夸你，可没有风，叫我怎么放风筝？欠
我这笔账怎么算？

这首诗是康熙三十二年“燕九节”盛况
的小片段，当时孔尚任和朋友群游京城白云
观，各作竹枝词十首，这是其中之一。“燕
九”，农历正月十九，源于纪念长春真人丘
处机的诞辰。从元到清，“燕九节”都很隆
重，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纵情宴
玩，以为盛节”。

明朝奇人徐渭晚年贫病交加，以卖字画
度日，他画了大量的《风鸢图》，并有题诗，有
一首是这样的：“春风语燕泼堤翻，晚笛归牛
稳背眠。此际不偷慈母线，明朝辜负放鸢
天。”傍晚时分，春风浩荡，燕子鸣叫着在堤上
翻飞。放牛的孩儿稳稳地躺在牛背上吹着笛
子回家，心里盘算着：“得想法子从老母亲那
里偷点线头，否则，明天怎么和小伙伴们愉快
地放风筝？”小心思刻画得惟妙惟肖。

杜构：巧捕针梁鱼
唐贞观五年（631）四月，贤相杜如晦

的儿子杜构在登（州）、莱（州）海域剿匪
时，左腿的一条筋被针梁鱼嘴戳断。杜构
养伤期间听说：针梁鱼在水中十分凶猛，
农历三月至五月其在海中出现期间，百鱼
全都避开了。因针梁鱼难网难钓，渔民在
这三四个月里没有收入，日子过得很艰
难。杜构决心创一个捕针梁鱼的好办法，
帮助渔民们致富。

杜构走访了好多渔民，仔细研究针梁鱼
在各阶段愿吃的饵料。杜构记着渔民们说
过“针梁鱼难网难钓”的话，知道线网很难
兜住这种凶猛的鱼，只能在“钓”字上做文
章。他在古书《山海经》上看到“鱵（针）鱼
口四寸”的记载，当悟到针梁鱼吃饵后会
“吐钩”的时候，就请工匠制作了一些尖上
带“倒刺”的鱼钩。他拿着这种鱼钩到海上
一试验，嘿！针梁鱼吃饵后吐钩时嘴被“倒
刺”扎住，一条条乖乖地被钓上来了。杜构
把这个办法教给渔民们，使这儿的渔民不再
受贫困之苦。

假冒伪劣行

为危害极大，尤

其药品、食品领

域的造假行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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