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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做事关注细节

恢复高考，是1977年邓小平

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

决心做的一件大事。为办好这

件大事，邓小平在谋划思考一系

列重大问题的同时，还十分关注

一些“小细节”。

当时，教育部定的招生原

则是“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

一考试、择优录取”。这事儿报

到邓小平那里，他敏锐地觉察

到“单位同意”会阻碍很多人报

考，考生命运也将受到影响。

他指出：“单位同意这一条我看

去掉。比如说考生考得好，生

产队却不同意，车间不同意，或

哪个领导的脾气不好，考生该

如何是好？”后来确定的招生方

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

隐形报考门槛。

中国第一例剖宫产手术：
130年前成功实施
1892年，中国第一例剖宫产

手术由美国医生关约翰在广州

博济医院成功实施。广州博济

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为中国第一家西医院，前身

为1835年美国医生伯驾创办的

眼科医局，这家医院也是孙中山

开始学医的地方。

1892年8月13日，上海《申

报》《字林沪报》同时刊登“剖腹

出儿”消息，8月27日上海《点石

斋画报》刊出绘图报道。第一例

剖宫产产妇是在广州大沙头北

面“筑横沙”地方的疍家妇女，怀孕

之后，有一天腹部震动，知道临盆

在即，但历经一昼夜，胎儿始终不

能下来。稳婆（接生婆）看过后表

示毫无办法，认为有生命危险。她

丈夫驾船把她送到博济医院，刚好

女医生富马利有事外出，男医生关

约翰认为人命为重，不应计较“男

女之嫌”而为之诊视。产妇丈夫认

为救命要紧，关医生施用麻药后为

之剖宫，取出一健康女婴。关约翰

为产妇缝合敷药，几天之后产妇痊

愈，抱着婴儿出院。

梁武帝：生财无“道”
梁武帝晚年沉溺于佛教，要

大修寺庙，大臣们群起反对。当

时的一个佞臣左光禄大夫朱异献

了一计，要他借出家再还俗来勒

索大臣。于是，他就提出要到同

泰寺“舍身”。可刚做了4天和尚，

朱异就以国事难离为名，带领众

臣迎皇帝还俗。而按当时的规

矩，还俗要出一笔钱“赎身”，地位

越高身价也越高。皇帝当了和

尚，自然比一般人要高得多。群

臣无奈，只得咬牙给他捐了一亿

钱的“还俗费”。

这钱名曰捐给寺院，实际由

梁武帝来掌握。梁武帝用这笔

钱，装模作样地重修了几座寺庙，

还给自己的嫔妃们分发了丰厚的

脂粉钱，剩下的都装进了小金

库。只可怜了那些平素廉洁的官

员，被皇帝“敲竹杠”，有的官员干

脆辞官不干了。

据史书记载，梁武帝共进行了

4次戏剧性的“舍身”事件，短的只

有4天，最长的也不过37天，最后都

由群臣用钱将他赎出，而且还都是

在群臣齐集同泰寺东门或凤庄门再

三叩请的情况下，他才回宫执政。

唐代的“刺史”：
人数众多品级不定
翻看唐代大文学家们的履历

表，你会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有过担

任刺史的经历，比如张说、张九龄、

岑参、高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

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

刺史，全称“使持节某州军事某

州刺史”，为唐代州级行政单位的最

高长官。唐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刺

史的选任，据记载，唐太宗经常半夜

睡不着觉，挂念各州的都督和刺史

是否善待百姓。于是他将这些人的

名字写在屏风上，坐着躺着都能看

到，如果哪位都督或刺史有了功绩，

就在这“小本本”上记下一笔。

唐代刺史人数是一个庞大的数

字，有学者考证出整个唐代的刺史

人数超过两万人。在一些影视剧

中，大家可能看到好几个人都是刺

史，但是彼此之间会有明显的高低

位之分。这是因为刺史的品级与州

郡的地位相联系，唐代的州分为府、

辅、雄、望、紧、上、中、下八级，刺史

的品级随之有高低之分，大多在从

四品到正三品之间。

除了初唐时期政权初定，刺史

多是武人之外，其他时期大多由经

过科举制度选拔的知识分子担

任。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担任

过苏州刺史的官员至少有一百二

十多人，其中包括白居易、刘禹锡

这样的大文豪。

“登基”原来是“登极”之误
许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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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嫁风气的演变
南 晨

嫁娶论财之风盛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众所周知，宋
代相对完善的科举考试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
的垄断，而且宋朝皇帝还亲自写诗鼓励人们读
书科考——“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
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
勤向窗前读”。在宋代，寒门士子和处于“士农
工商”末端的商人子弟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科考功名与官职和钱财挂钩，直接使得大
量庶民子弟得以进入社会上层，出生寒苦的他
们自然门第意识薄弱。宋代以前，婚姻的缔结
十分注重门第、地位，所谓“自隋唐而上”“家之
婚姻必由于谱系”，而现在，“取士不问家世，婚
姻不问阀阅”，门第身份不再被当做衡量婚姻的
第一等考虑事项，士大夫与庶民之女结婚变得
越发普遍。

如果说科举制的繁荣推动了宋代婚姻观念
的革新，使得宋人不再过分强调家庭背景。那
么经济的发展则让人们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越
来越“重财”。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的滋
长，经商也不再是“贱业”，金钱以其独有的魅
力，日益侵蚀着世道人心，控制着整个宋代社
会。“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济世良法，唯借
青蚨(指钱)，立业成家”“钱如蜜，一滴也甜”“钱
之为钱，人所共爱”，诸如此类谚语、俗语俯拾即
是，扑面而来。

宋代以前，不但为政者多重农抑商，就整个
社会而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唯利是图，为世
人所不齿。及至宋代，富商大贾的地位迅速提
高，他们凭着金钱的势力，“得以交通王侯；而乡
曲豪右，无别于贵近”。不仅如此，财富还是笼
络优秀读书人的绝佳手段。他们不仅可以以金
钱做后盾“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
就，一婿至千余缗”，还可以以合法身份参加科
举考试而取得官位，也可以通过与宗室、贵戚官
僚之家联姻而获得特权，甚至还可以通过向官
府进纳钱粮而跻身仕宦。到北宋末年，身穿朝
廷“命服”的富商大贾，已是“遍满天下，一州一
县，无处无之”了。
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金钱势力的诱惑，

宋人的婚姻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婚姻论财
——“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
财之多少”。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宋人
在议婚的初级阶段，首先由媒人以草帖子相通，
“讨一个利市团圆吉帖”。若双方对草帖子“问卜
或祷签”都感到满意的话，然后就交换正帖。在
正帖中，男女双方除了写明家庭基本情况之外，
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具体标明家中财产多
少。男方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
园，俱列帖子内”，女方“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
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
园”，两家对比愿意之后才算将亲事定下。

如果男女双方在相亲之后都中意的话，那
么双方就要下定礼了。虽然下定礼可以是些象
征性的物件，但富裕的人家往往“以珠翠首饰，
金器，销金裙、褙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
另有“以金瓶酒四尊或八尊”等送与女家，女家
也往往“以紫罗及颜色缎匹，珠翠，须惊，皂罗巾
段，金玉”等回送。

成婚之前，还要下聘礼。男女双方能否很
快成亲，一个主要因素就要看双方家庭所下聘
礼之多少了。因此双方家庭都要倾其家资。据
《梦粱录》记载，男家的聘礼，“福贵之家当备三
金”，即“金钏、金镯、金帔坠”。仕宦之家也有送
“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长红裙，或红素罗大
袖段”，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等物。当然，

财礼的多少，依贫富而定，但没有钱的人家，也
要用“银镀”代之。

这种以金为主的聘礼形式，与唐代聘礼多
用绢显然有别，它突出反映了随着商品货币经
济的发展，嫁娶论钱财风气的盛行。

这种婚姻论财的风气同样蔓延至皇族宗
室，以至出现了“宗室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
取，不复事铨择”的现象。据宋代朱彧编著的笔
记体著作《萍洲可谈》卷一记载：“近世宗女既
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初不限阀阅，富
家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
为亲。”

嫁资倍于娶资

事实上，宋代的婚姻制度中突出的“重财”
反倒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厚娶，而是厚嫁。无论
是女方出嫁，还是男方入赘，结果都是女方家花
费巨大。因为女子能否体面地出嫁以及婚后在
夫家的地位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嫁妆。

厚嫁女儿，本该量力而行，但在当朝贵族以
及士大夫的推动下，却逐渐成了一种攀比手段，
“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宋张端义所云“本朝尚
名好贪”，即指这种风气。在这种风气的推动
下，一些人甚至认为：不陪丰厚嫁妆，反而令人
羞耻。如《袁氏示范》中所见：“至于养女，亦当
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
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
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也。”

根据史料记载，宋代公主下嫁时，朝廷赐
给驸马的嫁娶资用“倍于亲王聘礼”。宋神宗
的同母弟弟扬王赵颢，虽然贵为皇亲，但当几
个女儿到了当嫁之年时，也没有雄厚的财力准
备嫁妆，只好找到当皇帝的哥哥，请求预支俸
禄来置办嫁妆。

高官、名士家族亦如此。范仲淹在初订《义
庄规矩》时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
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宋代吕祖谦订
立的《宗法条目》也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
五十贯，嫁资倍于娶。

北宋曾纡的《南游说旧》中记载，王安石打
算将小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蔡卞。蔡卞是蔡

京之弟，聪慧过人，13岁就考中进士，深受王安
石赏识。王夫人吴氏因疼爱此女，就购置了昂
贵的“天下乐晕锦”（宋代流行的灯笼纹锦）制成
床帐来作为女儿的陪嫁。无独有偶，南宋名臣
李光喜得爱女，友人写信向他道贺，谁知李光却
满脸愁苦地回复：“我家有五个女儿，这下可好，
盗贼都不会来‘光顾’了。”据资料，南宋奸相秦
桧的妻子也曾声称她的嫁妆价值20万贯。

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特
地卖了他在河南新乡购置的一块好地，凑了“九
千四百缗”，让女儿带进婆家。“九千四百缗”就
是9400贯（每贯等于1000铜钱）。苏辙在日记
里说，他这是“破家嫁女”。意思是，为了给女儿
办嫁妆，他几乎倾家荡产。因此，在与好友章惇
通信时，苏轼想到弟弟苏辙的近况，不由这般写
道：“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

普通官员亦如此。南宋景定年间，一个九
品郑姓将仕郎之女，嫁给万知县之子，除了随嫁
的500亩田，还有“奁具一十万贯，缔姻五千贯”
及新婚夫妇用的各种昂贵的纺织品，如“开合销
金红一匹，开书利市彩一匹，官绿公服一匹，画
眉天孙锦一匹”，纺织品里还包括两种样式不同
的“籍用官绿纱条”“籍用紫纱”，两对扎顶髻的
带子，15件刺绣品，30套红绸衣服。还在“双金
鱼袋”里“纳本侧礼书三缄”。当然，虽然有郑氏
这么多地产的妻子并不多，但宋代司法案例的
记录表明，用土地做嫁妆并非少见。

随着士大夫阶级之间的攀比，置办豪华的
嫁妆也蔓延至民间。当时的南方地区，很多少
女刚刚到了十四五岁就不得不自己干活赚钱，
置办嫁妆。但是能真正靠自己赚钱置办好自己
嫁妆的女子少之又少，因为嫁妆花销实在太大，
所以很多女子还是无法结婚。据记载，福建漳
州民间嫁女，因为随嫁的“妆奁厚薄，外人不得
见”，乃置“随车钱”“大抵多者一千贯，少者不下
数百贯”，如不这样，一定会被“乡邻讪笑”。而
“巴人娶妇，必责财以女氏”，以至“贫女有至老
不得嫁者”。南宋初年，四川华成县令做了一个
调查，本县到了婚嫁年纪还没出阁的姑娘有数
百人之多。原因就是置办不起昂贵的嫁妆。福
州孙觉曾经试行一道地方政策，规定姑娘出嫁
之时，所带的嫁妆金额不得超过100贯。这项政
策实施之后，一下子促成了几百桩婚事。

厚嫁之风充斥于两宋社会，也不是所有士
大夫对此视若无睹。宋代蔡襄对此抱怨道：“观
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司马光则
写文痛批这种大肆置办嫁妆的现象：“今世俗之
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
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
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
者。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
婚姻哉？”

其实，一部分士大夫阶级之所以乐此不疲
地为女儿置办嫁妆，除了让女儿不在婆家受委
屈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厚嫁之风使姻亲关系中的财产因素增
加，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会使婚姻关系变
得更牢固。宋代的士大夫，希望通过巨额的嫁妆
缔结良好的姻缘。换句话说，娘家希望用足够丰
厚的嫁妆维系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即便是嫁了
女儿，也希望在将来得到女儿、女婿甚至是外孙
的帮助。所以这份属于两家的“共同财产”，也为
女方父母提供了巩固甚至改变本家族社会关系、
社会地位、家族声望和经济状况的契机。

二是宋代法律保护已婚妇女的私人财产，
无论是丈夫还是公婆，都不可以私吞女方带来
的嫁妆。宋代史料中出现妻子以嫁妆资助丈
夫，或者丈夫使用妻子私财的个案不在少数，但
这些案例中都是妻子主动提出或表示同意的。
在宋代的法律中对“妻财”的规定是比较详尽
的，当夫妻离婚或妻子改嫁时，妻子有权带走自
己的陪嫁资产及其因此财所置产业。若丈夫早
死，守节寡妇终身拥有对奁产的完整的所有权，
死后财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均分；若离开夫家，在
无子的情况下，奁产一般可以随寡妻改嫁或者
归宗而带回娘家。
《宋朝事实类苑》中提到，如果寡妇改嫁，可

以名正言顺将嫁妆带走。《袁氏世范》也记载：
“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之自随者多
矣。”北宋文莹在《玉壶清话》中说：“膏粱士族之
家：夫始述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
多矣。”说明了两宋时期寡妻携带随嫁奁产而改
嫁者不在少数。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改
嫁张汝舟。但她后来发现，张汝舟只是想骗取
自己的钱财，于是便愤然与他提出“和离”。按
宋代法律，李清照和张汝舟“和离”之后，同样能

保住自己的财产。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里，从嫁妆的角

度看，宋代似乎是妻子和女儿们遇上的最好的
时期，但宋代儒家学者在女人要求和使用嫁妆
的问题上流露的感情比较复杂。如司马光一方
面认为，男人只要是“有丈夫之气”者，就应该靠
着自己的本事，而不是靠着老婆的嫁妆发财致
富，甚至是靠着丈母娘家的关系得到升迁。另
一方面认为儿媳妇应该将自己的财产交给公
婆，“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只有这样，
才不会生出二心来。后来，朱熹对司马光的观
点表示了赞同，他不赞成女子在家庭之中拥有
私人财产，他对那些能将嫁妆全部用在夫家的
女子大肆赞扬。

嫁娶也疯狂

受婚姻论财风气的影响，有的宗室和朝廷
大员为了获得更多的彩礼或嫁妆，不顾及自身
的身份、地位，甚至视社会公序道德于不顾，而
与富商联姻。如北宋时，“京师富人大桶张家，
至有三十余县主”，大桶张家竟然娶了30余位县
主（皇族女子的封号），可见这种“宗室以女卖婚
民间”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以致宋仁宗时不得
不下诏严禁：“诏宗室嫁女，择士族之有行义者，
敢以财冒为婚，御史台衙司察举之。”

高官、名士如宋仁宗时吏部侍郎孙祖德，
“要富人妻，以规有其财”。馆阁清贵凌景阳不
计较身份地位的差距，与开酒店的大老板之女
结婚。宋哲宗绍圣年间，许州阳翟县豪民盖渐，
家资累巨万计，女三人，“有朝士之无耻者，利其
财，纳其仲为子妇”。到了南宋，连朱熹家的婚
姻也以钱的多寡来谈论的，“（朱熹家中）男女婚
嫁，必择富民，以利奁聘之多”。

许多士大夫为了进入“豪门”不惜娶寡妇，
做“赘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载：
“常州江阴县有孀妇，家富于财，不止巨万……
（王蘧）利高资，屈身为赘婿。”宋哲宗时，右朝请
郎知秀州王蘧贪图常州江阴县的寡居“富婆”，
不惜官声入赘其家。

更有甚者，北宋初年有两个高官为了争娶
一个有钱的寡妇，闹得不可开交，宋太祖时期的
宰相薛居正的养子薛惟吉（身居大将军之职）死
后，留下寡妇柴氏和大笔财产。按当时的法律
规定，寡妇再嫁时可以携带自身的奁产。而当
时的两个“宰相”张齐贤（右仆射）和向敏中（同
平章事）都看中了薛家这大笔的财产。为了迎
娶柴氏，两人不惜大打出手，虽然最终张齐贤得
手，但是此事搅闹到皇帝宋真宗那里，最终两人
都被降职处理。

民间嫁娶论钱财的风气也相当普遍。另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记载，“川峡富人多招
赘婚，与所生子齿。富人死，即分其财，故贫人
多舍亲而出赘”。

如果说，穷人舍亲出赘是为生活所迫的话，
有更奇异的，为了钱财，有人还不惜嫁僧道为
妻。虽然宋代法令规定：“诸僧道辄娶妻，并嫁之
者，各以奸论，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管。”然而
有宋一代，僧道娶妻的事例却不乏记载。如相国
寺僧人澄晖以艳倡为妻，自以为“快活风流，光前
绝后”，并以“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自况。另
据《鸡肋篇》卷中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
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
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与此相适应，此间“制
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以便和尚新婚时,“簪范其
上”。说明广南僧人娶妻现象非常普遍，故《鸡肋
篇》讲两广地区僧人“例有室家”。

宋代僧人娶妻，或许与禅宗世俗化有关联，
但是愿意将女儿嫁于和尚的，大都为了贪图钱
财，这一点是无疑的。

皇帝就任或继任王位称作“登基”。这个词殊不可解。
基，始也，因此而有墙基、基础，都是指建筑物的根脚、起始
部分。西汉文学家扬雄所著《方言》中说：“基，据也。在下，
物所依据也。”虽然是“物所依据”，但“基”的本义至为低下，
皇帝至高无上，如何能够登上低下之位呢？如果说皇帝由
此基础而登上高位，那又能登得多高？虽然也有“万世基
业”之说，但基业乃是作为根基的事业，由开国之君所创，后
代君主可以登，开国君主如何登呢？

细考词义和古代典籍，原来“登基”一词乃“登极”之误，
而且一误近千年。

需要说明的是，“极”和“極”古时候是两个字，不可混
淆，如今则一概简化为“极”。“极”是驴背上驮物的架子。
本文中加以解说的一概为“極”，但仍然使用简化字“极”，
不再区分。
《说文解字》：“极，栋也。”南唐学者徐锴进一步注解说：

“极，屋脊之栋也。”房屋的正梁称作“极”。庄子在《则阳》篇
中说：“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
意思是说：孔子到楚国去，住在蚁丘的卖浆人家。邻居家的
夫妻奴仆都登上屋顶观望。这是“登极”一词的最早出处。
西晋学者司马彪注解道：“极，屋栋也，升之以观也。”孔子这
些邻居“登极”登上的是由正梁支撑的屋顶，最高处。
《后汉书·蔡茂传》记蔡茂做的梦：“梦坐大殿，极上有三

穗禾，茂跳取之。”主簿郭贺替他解梦：“大殿者，宫府之形象
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这里的“极”当然是指大殿
正梁的最高处，最高处有三穗禾，代表着臣子的最高位。
“极”由此引申为最高处、最高的地位。《尚书·洪范》

中有“皇建其有极”之句，唐代学者孔颖达注解说：“皇，大
也；极，中也。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
僻。”意思是大中至正之道乃是帝王统治天下的最高准
则，后人遂用“皇极”指代皇帝和皇位。“登极”一词即由此
而来，指皇帝登上最高之位。和误用的“登基”相比，孰高
孰低，一目了然。而且正史和其他典籍中描述皇帝登上
帝位一概使用“登极”一词，
元明清通俗小说和戏曲中
方才出现“登基”之说，显而
易见属于误用。

状元游街，有钱人家院内相看

北宋宰相苏颂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就学很早，自述
“我昔就学初，龆童齿未龀”，牙还未换齐的时候就开始了学习。
加之天资聪颖，很早就以才名闻声乡里，他亦常以此颇为自负。

宝元元年（1038），十八岁的苏颂参加省试。试题是《斗为天
之喉舌赋》，以赋的文体，论述“北斗是天的喉舌”，由天文而及
政论，难度系数还是挺高的。但这难不倒苏颂，他文不加点，一
气呵成，早早交了试卷。

当年的主考官是宰相盛度，他对苏颂的学识十分满意，当
即将其考卷列为上等。然而试卷在复核时，却被考官查出了问
题，他的“闻”字四声用错了。按照规定，苏颂未能被录取。

事后，盛度对苏颂的父亲苏绅解释说：“贤郎本已高中，而
复核试卷的考官说‘闻’的声调不对，把去声用作了平声，为不
合格，竟因一字之差未能中第，真是憾事！”

苏绅听后，唏嘘良久。
因一个字的失误而致考场失利，给了苏颂很大的教训，但

他并未气馁，从此收敛起了浮躁之气，潜心学问，一字一韵都不
疏忽大意。他曾在诗中描述自己勤奋学习的状态：“笔苦手成
胝，眠稀目生晕。常患涉猎疏，肯效揣摩困。”

由于对音韵之学的特别关注，苏颂在古代训诂学中开创了
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也以博学为人所称道，自然，他也得到了证
明自己的机会。

元丰五年（1082），朝廷举行殿试，依照规矩由考官呼叫考生
名字，考生进殿应试。有一个考生名叫暨陶，因为考官对“暨”
字的读音不准确，他连呼几遍都无人应答。这情景将包括宋神
宗在内的所有人都给整蒙了，群臣面面相觑，都茫然不知所
措。神宗询问当时也身为考官的苏颂，苏颂说应该是“暨”字的
读音错了，随后按苏颂给出的读音呼叫，暨陶果然出列。苏颂
解释说，暨姓是彭祖的后裔，根据对《姓氏考略》等古籍的考证，
大彭的后裔被封于暨，子孙因此就“因地命氏”，把“暨”作为了
姓氏。宋神宗听了很是赞叹，满朝大臣无不叹服。

苏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才，除了精通天文学和
医学，他对经史九流、百家之说，以及算法、地志、山经、本草、训

诂、律吕等学无所不通。
当年的一字之失，不仅没
有成为他人生的滑铁卢，
反而成了他最好的老师。

一字之失成就博学通才
清风慕竹

历 史 随 笔

宋代

古
代
婚
嫁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