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蛛丝马迹”是一个常用
的四字成语， 大多解释为：从
挂下来的蜘蛛丝可以找到蜘
蛛的所在，从马蹄的印子可以
查出马的去向。 现比喻事情所
留下的隐约可寻的痕迹和线
索。 出处：清朝王家贲《别雅
序》：“大开通同转假之门，泛
滥浩博，几凝天下无字不可通
用，而实则蛛丝马迹，原原本
本，具在古书。 ”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导性
的解释，令不少人以为这“马”
乃骑着的大马，非也。

此处的“马”并非真正的“大马”，而
是昆虫中的“灶马”。 灶马也叫灶螽，身
体粗短，背驼，触角较长，翅膀已退化。
后足发达，会跳跃，常生活在灶前等暗
湿的地方。 它的生活习惯是白天藏在灶
间附近角落缝隙等适于隐蔽之处，夜间
出来在灶上及周围寻找暖和处避寒。
《酉阳杂俎》：“俗言灶有马， 足食之
兆”。

故蛛丝马迹， 也可写作“蛛丝虫
迹”。 清人夏敬渠《野叟曝言》七十九回：

“蛛丝虫迹，屋漏蝙涎，不即不离，有意
无意，其妙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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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 从组织
结构上来看，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
官，一私。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
种教育组织形式， 以私人创建为主，
有时也有官方创办的。 其特点是：在
个别著名学者领导下， 积聚大量图
书，聚众授徒，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从
唐、 五代末到清末有一千年的历史，
书院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
重大的影响。 要谈中国教育史，要研
究现在的教育制度，就必须着重研究
书院制度。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 当时
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 在
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
地方; 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
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 清代诗人袁
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
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
朝省， 为修书之地， 非士子肄业之所
也。 ”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创建的
书院，《全唐诗》 中提到的就有 11 所，
这些也只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
起源于庐山国学，人称白鹿国庠，地址
在江西庐山， 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
前身，陆游的《南唐书》中就有关于庐
山国学的记载。 总体来看，聚众讲学的

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 有人认为，中国
的书院源于东汉的“精舍” 或者“精
庐”，实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
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 于是私人书院
应运而起。 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发展
为白鹿洞书院。 除白鹿洞书院外，接着
有很多书院相继创建，包括岳麓书院、
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睢
阳书院等。

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 其数量
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
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
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 南宋书院发达，
始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 后来朱熹
又修复和扩建了湖南岳麓书院。

元代也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 不但文化兴
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
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 但书院
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况又有了改变。 政府
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不重视书院。
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间的情况就是
这样。 成化（1465 年～1487 年）以后，书
院才又得以复兴， 至嘉靖年间（1522
年～1566 年）达到极盛。 明代书院由衰
到兴，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起了

重要的作用。 为了宣扬自己的理学，他
们就在所到之处创建书院。 明代末年
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 在这个书院
里，师生除教学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
时的政治活动， 这当然要受到统治者
的迫害。天启五年（1625 年），太监魏忠
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从东林，造成
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
大案。

清初时期， 统治者采取了对书院
进行抑制的政策。 一直到雍正十一年
（1733 年），才令各省会设立书院，属官
办性质。 以后发展到二千余所，数量大
大超过前代。 由于书院多数由官方操
纵，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而也
就没有活动。 当然也出现过少数带有
私人性质的书院， 晚清的许多著名学
者就在其中讲学。

统观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可
以看到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
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
学特色。 书院这种形式还影响了日本、
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办学。

上述概括当然不是最后的结论，
随着人们对书院的认识，也将随着史
料的逐步丰富而更加全面、 更加深
刻。

百态

筷子是世界上所有进食器具中较
难掌握的， 也是少见的需要经过较长
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才能使用的工具。
为什么中国人要使用如此复杂的工具
吃饭？

筷子古代称为“箸”。 除了箸外，古
代的食具中还有一种叫“梜”。“羹之有
菜者用梜， 其无菜者不用梜”，《礼记·
曲礼》 中如此记载。 但这个梜并非筷
子，而是有一端相连、用以夹取物品的

“竹夹”。 这种竹夹曾在战国曾侯乙墓
中出土过，放置在同出的食具箱中。

在 3 世纪的日本， 已有技术将竹
子弯曲后加工成像镊子一样的器物，
日语中称为“折箸”。 而中国的竹夹与
日本的折箸其实是同类物品， 都是筷
子的早期形态。 在很长的时间里，筷子

和竹夹同时被人们使用着。
竹夹又为何会被淘汰呢？ 首先，使用竹夹虽

然不用学习，但它确实不如筷子那般方便、灵活。
其次，竹夹只能使用弹性良好的竹子来制作，而
筷子除了可以使用竹、木制作外，还可以使用象
牙、金、银、玉石等多种材质制作。最后，在所有的
进食器具中，筷子的制造成本最为低廉。

也曾有人问：印度、东南亚等地都有茂密的
竹林，为何这些地区的人们没有使用筷子呢？ 其
因在于，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很长时间里
人们都是用手直接吃东西。 与热带国家不同，欧
洲、中国都有着较为寒冷的冬季，在寒冷的气候
里，人们对热食的需求很大，而较热的食物无法
用手直接触碰，就逐渐形成了使用筷子、刀、叉
等餐具的习俗， 并发展出了与之相关的饮食文
化。

中国特殊的气候环境使中国形成了吃热食
的习俗，由于热食需要餐具帮助进餐，中国古代
的先民就利用竹子良好的弹性，首先制造出了竹
夹，并在使用中积累了经验，最终演化出了筷子。

这便是筷子发展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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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传奇状元（下）

最受人推崇的状元———康海
明孝宗时，28 岁的康海进京参加

会试，他发誓要夺得第一名，可惜的
是，第一名被鲁铎夺去了，他仅仅得
了第四名。 康海不服气， 对众人说：
“会试时让了鲁铎， 殿试时决不再让
他人。 ”殿试时，康海果然发挥出色，
一 举 夺
魁， 其文
章令主考
官拍案叫
绝。 送皇
上 审 阅
时， 孝宗
也赞不绝
口，声称：
“我 大 明
一百五十年来，无此佳作，此卷变今
绝古!”遂朱批康海为状元。

当初会试时康海不服鲁铎的气，
这次自然有人不服他的气，第二名孙
清便是一个，他对众人说自己的文章
比康海的强多了。 待到他看到康海及
第时的文章，叹服。 跑到康海家里，对
着他拜了半天，称自己甘愿为徒。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状元———史大成

史大成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
位状元，在他中状元之前，浙江民间
便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浙江的状元在
大清朝是“始于史，终于钟。 ”殿试时，
他的试卷被主考官拟为第三，皇上御
览时，十分推崇他的书法，说：“此人

楷书工整， 必定是个正人君子”。 于
是，钦定
史 大 成
为状元。
巧 合 的
是，浙江
所 出 的
最 后 一
个 状 元
叫 钟 骏
声，惊人地验证了“始于史，终于钟”
的说法。

最能吃的状元—李蟠
李蟠是康熙年间丁丑科的状元。

他身材高大，特别能吃，加之思路、写
字都很慢，
所以在殿
试时揣了
36 个 馒
头 。 天黑
了，考生们
都交了卷，
李蟠才刚
刚开了个
头，监考官过来催他交卷。 他急得满
头大汗，声泪俱下地央求主考官；“学
生毕生之业，在此一举。 请千万不要
催逼，容我慢慢写完。 ”监考官见他可
怜，就发给他几支蜡烛。 这时他带的
36 个馒头早已吃完，又厚着脸皮要了
几个馒头，挑灯夜战，一直写到深夜
才交卷。 康熙帝知道这件事后，不但

不怪罪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位难得的
苦学之士，竟破例让他当上了头名状
元。

最侥幸的状元———毕沅
毕沅中状元前是军机处的一个

小官，在那年的 4 月 25 日夜，他与储
重光、童凤三人在军机处值班。 此三
人都顺利通过了会试， 准备参加于 4
月 26 日举行的殿试。 储、童二人想回
寓所准备第二天的殿试，便对老实的
毕沅说：“我俩书法好，有望夺魁。 你
书法不行，就别做非分之想了，替我
俩代劳吧。 ”
清朝殿试的
确有偏重书
法的现象 ，
而毕沅的书
法又的确不
行， 就答应
了。当夜，陕
甘总督关于
新疆屯田事
宜的奏折转
到军机处，
毕沅详加研
读。 没想到
第二天殿试考时务策，题目正是关于
新疆屯田事宜的。 毕沅胸有成竹，挥
笔立就。开榜结果，毕沅高中状元。储
重光中了榜眼， 童凤则列二甲第六。
当储、童二人得知那晚的事后，无不
嗟叹。 摘自《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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