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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瑰

趣谈

博闻

﹃奉天承运﹄莫乱宣

刘锴

在时下热播的很
多历史题材影视作品
中，经常会出现太监宣
读圣旨的镜头：
“ 奉天
承运皇帝诏曰……”
其
□
实，在明代以前，圣旨
的“开场白”根本没有
这八个字。
在中国古代，帝令
也 不 全 都 称 为“ 圣
旨”。据《中国圣旨大
观》一书记载，春秋战
国时期，帝王之令分别称作“命”
“令”
“ 政”，直到宋代才开始通称
帝令为“圣旨”。
圣旨的开头语也不全是“奉
天承运皇帝诏曰”，而是历朝历代
各有其别：唐朝时，圣旨开头语多
是“门下”两字，因为圣旨一般由
当时的门下省审核颁发，如《肃宗
命皇太子监国制》的圣旨，开头语
便是：
“ 门下，天下之本……”也有
用“朕绍膺骏命”
“ 朕膺昊天之春
命”等词作开头语的。魏晋南北
朝时期，圣旨开头语多用“应天顺
时，受兹明命”八个字，以显示天
子的“正统”。蒙古族的最高天神
是长生天，所以元朝时期的圣旨
开头语一律是“长生天气力里，大
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最早
使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
作为圣旨开头语的，是明太祖朱
元璋。也就是说，
“ 奉天承运皇帝
诏曰”八个字出现于圣旨中，始于
明朝。
值得一提的是，
“ 奉天承运皇
帝诏曰”的正确断句法应是：
“奉
天承运皇帝，诏曰”，而不是时下
影视作品中的“奉天承运，皇帝诏
曰”的读法。

汉字里的大写数字另有意义
□ 王吴军

在汉字里，
数字有大小写之分，
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是小写，壹贰叁肆伍陆
柒捌玖拾等是大写。
小写的数字虽然易识易写，但也很容
易被更改。为了防止数字被更改，有个读
书人从众多的汉字中找出了 10 个和小写

数字读音相同的汉字来代替，这些汉字不
易被更改，可以作为账目或债务的专用数
字，
于是，
就有了大写的数字。
其实，这 10 个大写的数字本义指的并
不是数目的多少，比如，
“ 壹”的本义是专
一，
“贰”的本义是变节和背叛，
“叁”是“参”
字的另一种写法，其本义是加入和谒见的
意思，
“肆”的本义是任意妄为，
“伍”源于古
代“五人为伍”的说法，
“陆”的本义是高出
水面而地势平坦的土地，
“柒”的本义是漆
树或漆料，
“ 捌”源于“有齿为耙，无齿为
捌”，
“玖”的本义是黑色的美石，
“拾”的本
义是把东西捡起来。

千百年来，先辈们对
午睡不仅欣赏、肯定，且
作为一种颇具雅趣的享 □
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
的诗词。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对午睡作这样的反诘，诗
曰：
“不作午时眠，日长安
可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
在《夏昼偶作》诗中曰：
“南州溽暑醉
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
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茶臼。”诗人笔
下的午睡，
多么惬意，
令人神往。
南宋诗人陆游有午睡癖，作诗
记叙曰：
“ 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
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
西窗无夕阳。”主客对榻，与客相忘，
客去我即午睡，一觉就半窗无夕阳，
各尽其乐，颇有逸致。唐代诗人裴
度午睡诗曰：
“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
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
风送水声到耳边。”将睡未睡，饮茗
待息，耳边水声，权作催眠之曲，多
么闲情自在。
王安石晚年退隐金陵，写一首
发人深思的午睡诗曰：
“细书妨老
读，长簟惬昏眼。依簟且一息，抛书
还少年。”这与其说是写午睡，不如
说是由午睡而悟道。诗人陆游另一
首午睡诗曰：
“ 苦爱幽窗午梦长，此
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士如容见，
不觅仙方觅睡方。”这首表现午睡禅
意的诗，同样说出了午睡对于养生
的重要意义，
“睡方”
胜似
“仙方”。
宋代诗人蔡持的午睡与众不
同，咏诗曰：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
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
声渔笛在沧浪。”睡前以书催眠，醒
来不仅神爽，且感环境宜人。此法，
凡读书人多有体会，堪称最雅致的
午睡术。
清代词人陈其年，有一首《南柯
子》词曰：
“ 磁枕摇新竹，藤床荫瘦
桐。人间亦有广寒宫。半亩荷亭，
几阵藕丝风。簟滑凉于水，帱虚翠
若空。花阴得失闹鸡虫。觉后掀
髯，一笑夕阳红。”生动地描绘了一
幅清雅安逸的午睡图。
姜存楷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无私奉献。
边还有冻死的骸骨。
误解：生活贫贱的夫妻，事事不称
正解：这句诗出自晚唐诗人李商隐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误解：将“船”理解为“船只”，以为李
心。
的《无题》。这首诗实际上是一首爱情
正解：这句诗出自元稹悼念亡妻韦 诗。
“ 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与“思 白抗拒天子的旨意，
不肯上船。
正解：这句诗出自杜甫的《饮中八仙
丛的《遣悲怀》
（其二）。这里的“此恨”指 念”的“思”谐音，形容恋人间的思念如春
的是夫妻间的生离死别。诗人说，他明 蚕吐丝，到死方休。
“蜡炬成灰泪始干”则 歌》。在这首诗中，杜甫写了当时的八位
明知道这是人生在所难免的，但是对于 书写恋人间矢志不渝的誓言，如同蜡炬 酒中豪客，其中“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
同贫贱共患难的夫妻来说，一旦永诀，却 般，
必要燃成灰烬，
蜡油才能滴干。
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酒中仙”
是更为悲哀的。
，
专门写诗仙李白。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误解：
“坐”指的是诗人停下马车，坐
据说，当时唐玄宗想要召见李白，李
误解：这句诗是描写男女相思之情 下来休息看漫山枫叶。
白却十分高傲的样子。这里的“船”并非
正解：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杜牧的 指船，而是指“衣襟”。据《康熙字典》里
的。
正解：这句诗来自唐代诗人王维的 《山行》。这里的“坐”其实并不是“坐下 记载：
“ 衣领曰船或言衣襟为船。”
“ 不上
《相 思》。 这 首 诗 又 叫 作《江 上 赠 李 龟 来”的意思，而是“因为”的意思。诗人其 船”，指的是李白因醉酒而衣冠不整就跑
年》，是王维怀念友人李龟年而写。据说 实是说：因为夕照枫林的晚景实在太迷 来见驾，
并不是抗旨不肯上船。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后来李龟年流落江南，唱起这首诗，不禁 人了，
所以诗人特地停车观赏。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误解：将“床”理解为床榻，以为李白
潸然泪下。
误解：将“臭”读作“chòu”，理解为 站在窗前抬头仰望明月。
红豆产于南方，鲜红浑圆。传说古
正 解 ：这 句 诗 出 自 李 白 的《静 夜
代有一位女子，因丈夫死在边疆，悲伤哭 难闻的味道。
正解：这句诗出自杜甫的《自京赴奉 思》。这里的床，实际上应作“井栏”解。
于树下而死，化为红豆，于是它又被称为
“相思豆”。
“相思”其实并不限于爱情，朋 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的臭，其实读作 《辞海》里明确注释，床是“井上围栏”。
友、亲人间亦可使用。
“xiù”，指味道，具体到这首诗应指酒肉 李白此诗作于唐开元十五年，古人把“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的香气。这句诗真正的意思应当是：达 井水处”称为故乡。诗人置身在秋夜明
误解：这句诗常被用来歌颂老师的 官贵族的家中散发出酒肉的香味，而路 月下的井边，
举头遥望，
顿生思乡之情。

午睡诗赏鉴

那些年被误解的诗词

意境

闲话

宋代的外卖与快递
外卖食品
早在宋代，
外卖行业就十分发达。
在《清明上河图》中，
就绘有外卖小哥
的形象。画中的一位小哥站立于脚店之
旁，左手托着两个碗，右手拿着筷子和温
酒器，
似乎正焦急地等待送餐。
《东京梦华
录》中记载，汴京城的市民与现代都市人
一样，下了班也懒得做饭，打包饭菜或者
点些外卖已蔚然成风。不少市井人家，
常
年购买熟食铺或客栈出售的饭菜。一些
殷实之家或是商贾仕宦，
就和今天的城市
白领一样，
或忙于工作，
或不善厨工，
或乐
得自在，
终日下馆子或直接叫外卖。
倘若有亲朋好友来访，来不及做饭
怎么办？在宋代，你大可不必忧虑，只需
派人去酒肆饭庄定上一桌饭菜，不一会
儿，店小二就会派送预定的饭菜到家。
不仅普通市民乐于叫外卖，就连宋代的

皇帝也抵挡不住外卖的诱惑。
据记载，南宋孝宗赵昚吃腻了宫中
的玉盘珍馐，垂涎临安城的街头美食。
隆兴年间一次元宵观灯后，赵昚叫了夜
市上的“南瓦张家圆子”和“李婆婆鱼羹”
等宵夜，并由外卖小哥送进宫来，吃过之
后龙心大悦。
官方驿站与民间快递
快递业在北宋太宗年间已初见雏
形。宋代的快递行业，大致可以分为官
方驿站和民间快递两大体系。
宋代的驿递，按物品传送的速度可
分为步递、马递、水运递、急脚递。其中，
急脚递是宋代衍生出的一种驿递方式，
类似于今天的特快专递，主要负责派送
紧急公文或军事信息等。急脚递的马项
上配有铜铃，疾驰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
声以警示路人。按照宋代的律法规定，

如果路人不避让或避之不及，一切后果
均由自己承担。急脚递要求日夜兼程，
白天挂铃，晚上举火，铺铺换马，数铺换
人，
风雨无阻。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还有一种加急
特快专递，名为金字牌急脚递。南宋初
年，抗金名将岳飞一路北伐，收复大片失
地。奸臣秦侩怂恿宋高宗赵构降诏命岳
飞班师回朝，岳飞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
12 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里说的
“金字牌”，就是金字牌急脚递的简称，它
类似于周秦时代的羽檄，
也就是鸡毛信。
除了官方驿站之外，民间快递行业
也颇为兴盛。当时，民间有镖局或镖行，
主要负责押送长距离的物品，按行程远
近、货物价值、风险程度等，收取金额不
等的
“镖利”。
摘自《百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