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古人人用用什什么么牌牌子子的的枕枕头头？？

清清华华学学生生

13
2017年
4月29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除了四川人会在赛场上喊 “雄起”
之外， “加油” 几乎是汉语里不二的
比赛助威词。 关于它的起源， 有多个
故事版本。

版本一为1907年世界汽车拉力赛
中， 恩佐·法拉利先生胜利在望， 车子
却快没油了， 他责备工作人员为什么
不加油， 观众不明所以， 却也跟着大
喊加油。 这个故事漏洞百出， 恩佐·法
拉利的年龄就是漏洞之一： 他1898年
出生， 1907年才9岁。

版本二认为源自撞油号子， 这一
说法来自一小说， 不足为信。

版本三认为该词自东北大学流传
出来。 但东北大学建校于1923年，在此
之前，另一个学校已经在说“加油”了。

在1921年的清华大学校刊上， 刊
载了 《借 （加油政策） 提倡公共作业
底流毒》 一文， 文中称 “‘加油’ 这两
个字， 是清华同学中的Slang （俚语）”。

清华学生要求食堂 “加油”

尽管从这一记载还无法看出清华
学生当时说 “加油” 的用意， 但1924
年清华校刊的一篇报道 《天天加油 ：
清华篮球， 素负盛名》 就很明白地把

它与体育比赛助威关联起来了。
至于 “加油” 口号的起源， 在一

些清华学生的回忆录里也曾 提 及 。
《孤帆远影： 陈岱孙的1900-1952》 里
说， 当时清华学生常觉得食堂油水不
够， 四处高呼 “加油加油” 以唤伙计
来给菜盘里添油。 后来在全校运动会
上， 有人偶然喊出 “加油” 来， 凭着
在清华广泛的群众基础， “加油” 成
了校拉拉队的标准口号。

在 《方桂与我五十年 》 一书中 ，
李方桂还解释了清华食堂为何会往菜
盘里加油： 当时清华三餐清淡， 富家
子弟可以加蛋肉之类， 一般学生只能
加麻油增味。 麻油作为调味料， 各人
需量不同， 故而菜上桌之后再加。

陈于1918年考入清华 ， 李于1921
年考入， 这个时间与 “加油” 的清华
俚语时期正好吻合。 陈的传记中进一
步提及， “加油” 这种助威方式是通
过校际运动会传播出去的。

早期中共内部流行 “加油”

大学之外， “加油” 一词的流行
更为迟滞。 上世纪20年代末， 《大公
报》 只有在报道学校体育比赛时， 才

提到赛场上同学大呼加油的情况， 影
响非常有限。 社会上的体育赛事， 使
用的助威词仍然是 “rah-rah”。

真正让 “加油” 走出校园， 最终
取代 “rah-rah” 成为主流助威用词的，
是一支新兴的政治势力。 它刚好具备
传播 “加油” 的一切条件： 把众多青
年学生用作骨干， 善于发展基层组织，
还特别爱讲新话， 它就是中国共产党。

一开始， 这个新词在中共干部内
部交流时使用， 1930年11月10日， 共
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中有一句： “应该采取另外的办法给
地方上来的负责工作人员充电加油。”
这是目前能查到的中共使用 “加油 ”
一词的最早记录。

仅用了几年时间， “加油” 在干
部间就变得异常流行， 在对下属讲话
时， 他们也用上了这一新词。 有回忆
录提到红军过雪山时， 周恩来为大家
打气， 说的就是 “同志们， 加油啊”。

凭着这样的推广， “加油” 一词
变成社会流行， 最终成为体育比赛助
威的必需词汇， 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
解的事情了。

摘自 《济南日报》

““加加油油””的的起起源源有有多多种种版版本本

人这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
枕头上度过的，枕头的大小、形状、软硬
度都直接影响睡眠的质量。如果枕头不
好，导致睡眠不好，那就很不幸。

唐代开始流行瓷枕

古人的枕头， 材质非常多， 有陶
瓷的、 玉器的、 石头的， 最有特色的
应该是警枕—————就是截一段木头做
枕头， 这应该是最方便的方式。

瓷枕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有材料
显示， 中国人睡瓷枕的历史是从隋代
开始的， 唐代开始流行， 宋代就特别
流行， 当时瓷枕遍及大江南北。 这是
一个典型的狮枕 （上图）， 一般来说，
我们见到的虎枕比较多， 因为老虎是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意象。

今天的大部分人对狮子并不陌生，
但古人不是这样， 汉代的时候， 大月
氏国进贡了狮子， 中国人才第一次见
到这种怪模怪样的东西。 当时中国人
认为所有长毛的动物， 毛都应该长得

均衡， 而狮子的毛却长得不均衡， 长
在脖子周围和尾巴上， 特别是公狮子，
母狮子还好。 于是狮子就给我们古人
带来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所
以由汉及唐， 中国人对狮子就形成了
强烈的文化印象， 因此宋以前的狮子
都非常写实。

唐代以后，外国就不再向中国进贡
狮子了， 中国本土慢慢就见不到狮子
了，但还要维持狮子的形象，于是狮子
的形象就逐渐地改观， 发生了变化，就
变得越来越像狗。唐代以后的工匠见不
到狮子，却还要做出狮子的形象，怎么
办呢？上面的人就说了，没见过狮子，还
没见过狮子狗吗？ 照着那样做。 所以故
宫里的狮子， 无论是门口的还是里面
的，狮子的形象都是狗，已经脱离了它
的原生态， 已经没有那种野性的感觉，
慢慢变得很温顺了。

古代的枕头也讲究品牌

我们现代人买东西总喜欢认个牌

子， 就是品牌。 大家觉得哪个窑口烧
出来的瓷枕最好呢？ 磁州窑、 定州窑，
这都属于大的范围 ； 还有小范围的 ，
唐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品牌意识， 比
如裴家花枕， 显然是一个裴姓的人制
造的花枕， 是绞胎的， 而宋代磁州窑
里比较著名的有张家造， 就是说制造
枕头的人姓张。

磁州窑是北方最广泛的一个窑口，
它的品种特别多， 除了在瓷枕上刻上
诗文之外， 还有很多反映当时人们生
活的一些纹饰， 比如踢球、 钓鱼， 充
满生活气息。 以至于有人归纳磁州窑
的装饰手法有58种之多， 它分得非常
细 。 我觉得装饰手法总体上就三种 ，
第一种方法叫 “硬碰硬”， 它用刀、 竹
片等硬物在上面刻画而成； 第二种方
法叫 “软碰硬 ”， 就是用笔在上面画
的 ， 没用动刀 、 竹片这种硬的东西 ；
第三种方法是 “软硬兼施” 的， 既有
刻又有画， 这是一种简单的磁州窑的
分类方法。 摘自金羊网

明朝人管书房叫书斋。 明朝人书
房有九大标准：

1.不可太宽敞。 书斋宜明朗、 清
净 ， 不可太宽敞 。 明 净 则 可 以 使
心舒畅， 神气清爽 ， 太宽敞便会损
伤目力。

2.有植物花草。 窗外四壁， 藤萝
满墙。 中间摆上松柏盆景， 或剑兰一
两盆。 石阶周围种上青翠的芸香草，
旺盛之后自然青葱郁然。

3.养鱼。 旁边放洗砚池一个， 更
应设一盆池。 靠近窗子的地方， 养锦
鲤五七条 ， 以观 其 自 然 的 生 机 与
活泼。

4.书桌与文房四宝。 书斋中设长
桌一张、 古砚一方、 旧铜水注一只、
旧窑笔格一架、 斑竹笔筒一个、 旧窑
笔洗一个、 糊斗一个、 水中丞一个、
铜 (或石) 镇纸一条。

5.小木床一张。 左边放小木床一
张， 床下放脚凳一条。

6.床头边放小几一张， 上放古铜
花尊或者哥窑定瓶一只。 有花的时候
将瓶里插满鲜花以收集香气， 平时则
将蒲石放在上面 以 收 集 清 晨 的 露
水 ， 使眼目清爽。 或者放鼎炉一个，
用来焚烧印篆或燃香， 冬天放暖砚炉
一个。

7.文玩装饰 。 墙壁上挂古琴一
把， 中间放长条木几一张。 墙上挂画
一幅。 书室中只有两类画可以挂： 山
水为上， 花木次之。 或者挂用来供奉
的名画、 云霞之中的山水、 神像、 佛
像也可以。 木几旁放一炉、 一花瓶、
一匙箸瓶 (即筷筒 )、 一香盒 ， 这四
样东西的种类 、 档次有着很大的差
别， 仅凭博学高雅的人自己选择。 但
四者之中的炉具 ， 则只有汝炉 、 鼎
炉、 戟耳彝炉等三种最好， 炉的大小
一般要求炉腹的直径不超过三寸。 花
瓶应用胆瓶， 花觚是胆瓶中最好的，
其次是宋瓷鹅颈瓶 ， 其余的不适合
用 。 墙壁上合适的地方 ， 可挂一壁
瓶， 四季插花用。

8.一把禅椅。 坐椅则可摆六张吴
兴笋凳， 一把禅椅， 旁边摆一拂尘、
一搔背 (搔痒用 )、 一棕帚 、 一竹铁
如意。

9.书架。 书斋右边设一书架， 书
架上陈列 《周易古占》、 《诗经旁注》
等书 。 书法字帖 《钟繇荐季直表 》、
《黄庭经》 等。 其他闲散方面则可排
列 《草堂诗余》、 《正续花间集》 等。
以上这些书籍都是山居隐士长期需要
阅读的 ， 所以也是书斋中的必备之
书。 画卷方面， 则可收集旧时作者的
山水画、 人物画、 花鸟画， 或者名人
贤士的墨迹各若干幅 ， 用来充实书
架。 如果没有什么事扰乱心神， 人应
该经常独坐于书斋之中 ， 或对日吟
诵， 或秉烛夜读， 于书斋里享受一份
清福， 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摘自 《人民政协报》

■史海钩沉

明朝书房的九大标准：

不宽敞，但要养鱼

专专家家：：唐唐代代已已讲讲究究品品牌牌

最最早早喊喊““加加油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