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的碎银子是怎么来的
在很多影视剧以及“古典名著”

里的“买买买”桥段里，“用碎银子”
是个常见景象。

为什么要用 “碎银子”呢？主要
还是交易方便。 在中国古代的各类
货币里，白银本就是非常“年轻”的
一种。 明朝以前， 中国境内的白银
十分稀少， 宋朝每年的白银收入最
高不过八十万两，实在流通不起来。

明朝中期起， 随着对外贸易的
火热发展， 巨量的白银沿着海上丝
绸之路涌入中国，中国境内的“白银
流通” 才火爆起来。 单是在明朝的
最后一百年里 ， 仅日本一地就有
7500 吨白银流入中国。 同一时期的
美洲银矿产出的白银， 更至少有一
半进入中国。 从明朝中叶到清朝康

雍年间， 造访中国东南沿海的外国
船舶，几乎都是满载白银靠岸，上岸
就拼命扫货。 这“足量”白银，也从
明朝隆庆年间起以官方规定 “银钱
兼使”的方式，“晋级”为法定货币。

但虽然白银合法了， 用起来却
还麻烦。中国古代的官方白银货币，
往往都是 “银锭”， 即民间俗称的
“银元宝”，式样往往只有“十两”“二
十两”“五十两” 等几种。 摆着倒是
好看，“花起来” 却是麻烦。 所以也
就需要“剪”成碎银子。 所以明清年
间，人们日常出门除了带银子，还要
带剪子与戥子，剪子用来“剪”银子，
戥子则用来称重， 日常交易时的一
块块“碎银子”，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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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首次打出共产党旗帜
1927 年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

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
湖南传达会议精神， 改组湖南省委，
领导秋收起义。 8 月 18 日至 30 日，
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
动秋收起义问题。 会议认为，武装起
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
个团的军队作骨干；武装起义不应再
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
党的旗帜。

在确定这支部队的旗帜时，经过
反复推敲、修改后确定，旗底为象征

革命的红色，旗中为代表中国共产党
的金色五角星，五角星正中央为镰刀
和斧头图案，旗左边书写“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

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湖南
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领导秋收起
义。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决定
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
主张， 以条件较好的长沙为中心，在
包括湖南省的湘潭、 宁乡、 醴陵、浏
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 7
个县（镇）举行起义。

1927 年 9 月 9 日， 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
动 ，并分别从江西的修水 、安源 、铜
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
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
长沙。 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
城和一些集镇， 但因敌人力量过于
强大，加上武装斗争经验不足，起义
军未能实现攻打长沙的目标， 部队
损失惨重。 万般危急下，毛泽东果断
改变部署， 下令各起义部队退到文
家市集中。 9 月 19 日，毛泽东在文家

市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 ，
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 向南转
移。 毛泽东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
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
的立足点。 10 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起
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
的江西宁冈县茅坪， 开始了创建第
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
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
旗帜，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而毛泽东点燃
的井冈山之火，照亮了一条与俄国革
命以城市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在
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革命根据
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而这条
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
命的正确发展方向。

施泉江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为什么总能引起轰动
“三星堆又上新啦！ ”新出的黄

金面具虽然只剩半面， 但一朝闪亮
登场， 便成为万千网友争相追捧的
网红。 三星堆博物馆的官方微博一
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一些等不
及进一步发掘的网友， 自己动手把
黄金面具补全， 甚至做成各种表情
包，在网上流传。 只是，相比新晋的
网红金面具，在考古学者眼中，新出
土的“黑炭”碎块更是意义非凡———
它们是丝绸的痕迹。

为什么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能引
起如此轰动？ 对未知事物强烈的好
奇心是个重要原因。

从 1986 年那个酷热的夏日，三
星堆遗址像井喷一样涌出上千件珍
贵文物开始， 这里就成为热点聚焦
的中心。 巨大的青铜人像，近四米高
的青铜神树，双目外突的青铜人面。

这些上古遗物造型之奇特， 与我们
所熟悉的先秦文化中的钟簋鼎彝有
着极大的不同， 因此给人以极大的
视觉冲击力。 在激起人们旺盛的好
奇心同时， 三星堆的诸多发现唤起
了千奇百怪的猜想， 从古埃及人迁
徙四川的人种西来说， 到外星人来
到巴蜀大地开创文明的外太空遗
址，种种不经之论，一时沸沸扬扬，
更加深了人们对三星堆遗址所谓
“神秘性”的种种幻想。

对考古学者来说， 三星堆的所
谓“神秘”，更多是来自时间所设下
的障眼法， 千百年的岁月将古老的
文明埋入深深地下， 又将文献记载
种种遗存渐次湮灭， 当它再度从地
底现身于世时， 自然会让人一时手
足无措，引起种种猜测和联想。

但历史总会给那些足够细心又

训练有素的眼睛留下蛛丝马迹。 在
《史记·大宛列传》中，被后世认为开
辟中国与西域交流之路的张骞，在
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后， 对汉武帝说
了这样一番话：“臣在大夏时， 见邛
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 ’大夏国
人曰：‘吾贾人往市身毒。 ’”

蜀地的两种特产邛竹杖和蜀
布，竟然可以通过印度（身毒）为中
介， 直抵当时希腊殖民者在中亚建
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 可见当时四
川地区， 作为中西方商贸往来枢纽
的重要地位。 而中西方的文明交流，
也在这个地方碰撞、交汇，由此形成
了令今人炫目赞叹的古蜀文明。 那
些充满神秘的文物， 正是人类文明
在这里留下的深深足印。 那方如今
被捧为网红的金面具， 正可以说是
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 龚伟

新四军“特遣队”奇袭南京城
1938 年 6 月的一天， 新四军第

一支队“老虎团”参谋长王必成找来
了二营政委罗维道，问他“敢不敢带
人去南京干一仗”，打击一下日军的
嚣张气焰。 罗维道当即受领任务，并
进行了认真准备。 他和侦察员化装
出发， 从句容附近沿宁杭公路一直
走到南京外城麒麟门。 发现沿途日
军都疏于戒备，“一路上出奇顺利”，
看守麒麟门的也是日军新兵。

罗维道和侦察员们一直走到了
南京城内的中山门边，才看到有四个
“比较正常”的日军在站岗，但个个骄
横无比， 对来往的行人盘查也不严。
罗维道详细记录下沿途日军的情况。

回到部队后， 罗维道仔细制定
出作战计划，并向王必成作了汇报，
立即得到批准。 第二天，他就从全营
精心挑选了 17 名精干战士，连同自
己， 组成了一支 18 人的 “特别分
队”。 每个人腰里都别了一把 20 响
的“快慢机”驳壳枪，配上几十发子
弹。18 勇士化装成送石灰的苦力，分
别拉着 6 辆板车， 大模大样地来到
南京紫金山脚下的麒麟门。

与前一天一样， 日军新兵还在

训练，周围是一群围观的伪军。 罗维
道等默默地拉着板车走过， 进城卸
了石灰， 见城里的敌人懒洋洋地四
处闲逛。 回到城门处，见那伙日军正
在休息，枪都架在操场中间。

罗维道当即向队员们做出一个
手势，大家随即装作看热闹，迅速爬
到敌人操场旁的小土坡上。 “给我
打！ ”罗维道一声令下，18 把“快慢
机”同时开了火。 正在休息的日军还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全部被击毙了。
罗维道带领战士迅速打扫战场，然后
撤回到根据地。南京城里的日军听到
枪声也乱作一团， 等他们拿起武器、
冲出城门时，只见尸体遍地，新四军
却未伤一人。虽然这只是个小小的战
斗，但对当时的全国抗日情绪起到了
很大的鼓舞作用，南京城里的老百姓
纷纷传说， 新四军都打进南京城了，
赶走侵略者的日子不远了。 第二天，
国民党的报纸和广播就报道了这次
战斗胜利的消息。国民政府为此还奖
励给新四军 5 万块大洋， 罗维道和
17勇士也得到新四军的嘉奖。

此后， 日军加强了南京城的戒
备。 罗维道等随即改变战术，在南京

郊区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同年 6 月 7
日清晨， 一队日军汽车在镇句公路
遭到伏击，少佐、大尉以下 40 余人
无一人生还， 武器弹药也被新四军
全部截获；8 月 2 日， 南京城里的日
军步、骑兵 4500 余人 ，分八路合击
小丹阳根据地， 新四军二支队派虎
将邱金声率一支精悍的特遣队直插
南京中华门外的郊区， 夺取雨花台
制高点，架起机关枪，对准中华门城
楼扫射，城内整整闹了一个夜晚，日
伪个个不得安宁， 一举粉碎了日寇
的“扫荡”阴谋；接着，新四军“老虎
团”攻打句容县城，击毙日军 47 人、
伪军 60 余人，解救出被关押的劳役
群众 100 多人；1941 年，新四军在南
京郊区西洋湖村设伏，缴获天皇“御
赐”的全部慰问品，闹得日军和汪精
卫十分狼狈不堪；同年 8 月间，新四
军在南京城郊四河子附近炸毁一列
日军货车， 切断了津浦线； 从 1943
年起， 新四军第二师的师部就设在
与南京只有一江之隔的来安县，指
挥部队在南京城下几个月间连续 5
次炸毁列车，切断铁路干线，沉重地
打击了日伪的气焰。 吴小龙

七七○团垦荒大凤川
1943 年 4 月， 八路军一二九师

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政
委宋景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率领 1100 多名指战员，进驻华池县
大凤川、小凤川，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开荒屯田活动。

早在 1940 年冬，三八五旅旅长
王维舟就亲赴大凤川勘察地形，准
备开展开荒屯垦活动。 旅部先在大
凤川设立了拓荒生产处，1941 年春，
调七七〇团 1 个连队开展试验性小
范围的屯垦活动。1943 年春，七七〇
团全体指战员先后奉命开往大凤川
开荒屯田。

七七〇团初到大凤川，指战员们
的生活非常艰辛，他们挖野菜、打野
兽度过粮荒；搭草棚、挖窑洞驻扎宿
营；剥榆树皮编草鞋；用废铁打制工
具，接着掀起热火朝天的开荒种地竞
赛高潮。他们每天早晨鸡叫二遍就上

工，晚上点灯时分才收工，平均每天
挖地 12个小时左右， 每人每天平均
挖 3亩多荒地。八连连长刘海清创造
出每天挖荒地 4.8 亩的成绩，被评为
边区劳动英雄。七七〇团指战员还利
用凤川水源充足、 水质好的有利条
件，种出了陇东稀有的水稻。

第一年春天， 七七〇团共挖地
两万多亩，并且种上了玉米、糜子、
谷子、豆类、洋芋及荞麦等庄稼，打
粮一万多斤。 夏忙、秋忙过后，又开
始盖房挖窑， 仅半年时间， 就盖房
360 多间，挖窑洞 100 多孔。 当年就
基本解决了全团的食宿问题。 团部
领导为了改善指战员的生活水平和
条件，开展饲养、采集、挖药、割漆、
酿酒、纺织等各种副业生产；建起了
供给部、卫生所、澡堂、俱乐部等。 在
七七〇团的努力下，昔日的“野山僻
壤、林木参天、人烟无几、兽群遍行”

的荒凉之地， 迅速变成了 “粮食仓
满、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
革命家务日趋巩固”的“鱼米之乡”。
大凤川冬季非常寒冷， 为了解决指
战员的取暖问题， 七七〇团还分批
组织人员烧木炭。

秋忙结束后，除了盖房挖窑的时
间，部队还搞了大约 5个月的军事训
练， 主要内容是跑操、 扔手榴弹、射
击、匍匐前进等演习。 做到了农忙生
产，农闲训练，培养实力，军农结合。

1944年 11月，七七〇团按照中央
军委的命令，离开华池县大凤川，在延
安集结，整编后向豫西嵩山地区出征，
奔赴抗日前线。在两年 10个月的时间
里，全团开荒 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
石，不但改变了部队的生活条件，还把
多余的粮食送到延安， 有力地支援了
边区建设和抗日前线， 并大大减轻了
陇东分区群众的负担。 刘志洲

解放区春耕邮票
1937 年 5 月，陕甘宁特区邮政

管理局发行了一套邮票，全套 2 枚，
其中一枚为“农耕图”，票面为白底
绿色，面值 1 分，图案正中为一“凸”
形大框，其正中偏左，绘有一人弯腰
一手拿鞭，一手扶犁，偏右绘一牛，
展现了一农民正在扬鞭催赶着牲畜
耕地的情景。 凸框上端为邮政铭记
“中华邮政”四字，其“华”字为繁体，
“邮”字却为简体，繁简体并用于苏
区邮票传下来的， 不多见。 图案四
角圆圈内，上端左右为两个“壹”字，
下端左右为两个“分”字。 邮票图幅
23.5 毫米×20 毫米，黄亚光设计，在
延安平版石印。不久又印制第二版，
图案与第一次印制的相同，“中华邮
政” 四字比第一次印制的字体大一
些。 这枚邮票是研究解放区人民邮
政史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

在此前， 中华苏维埃邮政先后
发行的 1 套 4 枚的邮票， 其铭记是
“中华苏维埃邮政 ”， 邮票铭记从
“中华苏维埃邮政”改换成“中华邮
政”，恰恰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
抗战特定时期的历史见证， 充分表
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愿望和诚意。

1944 年 11 月， 山东解放区战
时邮务总局发行了一套邮票， 全套
2 枚，其中一枚为“耕牛图”，票面白
底绿色，图案一农夫右手扶犁，左手

高举鞭子，正在驱赶耕牛，嘴里似乎
在吆喝耕牛，前方一头硕壮的耕牛，
牛角宛如新月，一只前腿高高抬起，
正奋力向前行走。 币值为北海币。
北海币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
北海银行发行的主要流通币种。 这
枚邮票反映了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
军民在战争频繁的环境里坚持开展
生产自救运动。 1944 年间，山东抗
日根据地遭日寇频繁扫荡， 这枚邮
票留存较少，多用于普通信函邮资，
留存数量更少，十分珍贵。

1948 年 10 月， 晋绥边区邮政
管理局发行了一套农耕图邮票，全
套 5 枚 ， 图案相同 ， 分别为面值
1000 元 （杏黄）、3000 元 （紫红）、
5000 元（绿）、10000 元（紫 ）、20000
元（深红）。 图案像一舞台，舞台上
一农民挥鞭驱赶一头牛耕田的情
景，左右两边像竖直的柱子，上方印
有“晋绥邮政”。 下方左右两角标有
阿拉伯数字面值， 中间标有西北农
民币面值。邮票图幅 21 毫米×19 毫
米，石版，报纸，无齿孔。 这套邮票
在 1949 年曾三次加盖改值发售。

1946 年 3 月 1 日，晋绥边区在
山西省兴县正式建立晋绥边区邮政
总局，同年 5 月发行邮票。1948 年 8
月 10 日和晋冀鲁豫边区邮政管理
总局合并为华北邮政总局。

李喜庆

三大节合并成为清明节
寒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节

日，源于祭祖，后附会以介子推的故
事，最多时一个月不能动灶火，皇家
派人专门监督 。 寒食期间只能食
“寒具”，即馓子、环饼（近于焦圈）、
粔粧（近于糖耳朵）之类。 寒食对身
体伤害太大，后压缩成 1 天至 3 天。

上巳历史亦悠久，周代即有，是
日需赴水边清洗，《论语》 中 “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即是上巳风
俗，杜甫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
水边多丽人”的名句，晋代著名的兰
亭之会即发生在上巳节。

清明节的起源， 据传始于古代
帝王将相 “墓祭”之礼。祭祀是表达
我们对先祖怀念、 感恩、 孝顺的方

式。 但对逝者最好的祭祀， 就是让
生者活得幸福。 因此， 清明节不单
纯是一个扫墓祭祖、 寒食赐火的日
子，还有非常丰富内容，包括插柳戴
柳、春游踏青、吃青团、吃红藕、植树
等等。

宋代，上巳节突然销声匿迹，因
上巳、清明、寒食三节日期相近，内
涵冲突。 上巳重狂欢，寒食重祭祖，
清明重健康， 唐高宗时便曾下诏批
评：“寒食上墓， 复为欢乐， 坐对松
槚，曾无戚容。”随着大唐盛极而衰，
礼教压迫渐重，三节合一后，上巳因
素渐被涤荡，寒食因素一家独大，清
明遂成了扫墓节。

北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