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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讲究的礼物

现代人去见朋友、 亲戚， 提什么
礼物呢？ 家常的、 贵重的什么都可以，
只要是一片心意就好。 但是， 在三千
多年前的西周时代， 去拜见主人所要
带的礼物可是非常讲究， 不是什么都
能当礼物的。

何志虎介绍， 西周贵族之间， 作
为拥有最低爵位的 “士” 之间， 相见
礼是最基础的 ， 爵位越高 ， 礼节越
复杂。

据儒家 “十三经” 之一的 《仪礼》
记载 ， “士 ” 相见时必须 “捧挚求
见”。 “挚” 是 “诚挚” 之意， 表示客
人求见主人的诚挚之情。 那么这种诚
挚之情用什么礼物来表示呢？ 这就是
“雉 ”，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野鸡 ，
具体就是锦鸡， 有着漂亮艳丽的羽毛。
“古人认为雉不为食物所引诱， 不为威
胁所屈服， 如同士族守节、 死义的品
格， 是气节的象征， 所以会用雉作为
礼物。” 何志虎说道。

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见面， 礼物
也不同。 下大夫相见要用 “雁”； 上大
夫见任何人都要用 “羔羊”； 庶人见天
子要用 “幼鹿”， 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
的 ， 因为等级制度森严的西周时期 ，
庶人很难见到天子。 客人见到主人时，
还需要把雉或雁的头往下压一下， 表
示对主人的尊敬。

在周文化的发源地宝鸡， 还流传

一种习俗就是 “还礼”， 相信这与周礼
当中的 “还挚” 礼相关。

士相见需要 “还挚”， 就是在客人
临走前， 给客人带一只雉， 作为还礼，
当然这只雉肯定不是客人来时带的那
只。 大夫与天子则不需要 “还挚”。

因为要 “捧挚” 又要 “还挚”， 所
以西周贵族们都会豢养很多雉和雁 ，
以备作礼物。 古语说 “礼不下庶人”，
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因为这种花销是
普通的百姓不能承担的。

异常客套的对话

备齐了礼物， 就能顺利地见到主
人了吗？ 其实， 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

《西周历史与文化》 一书中根据
《仪礼》 的记载， 生动描述了客人与主
人见面的对话。

客人不能直接说想见主人， 要说：
“我一直想来拜见， 但无缘相见。 今天
某人以您的命令让我来见您。” 主人也
不能直接说愿意见面 ， 要回答道 ：
“某人也曾命我去见您， 可您今天屈尊
先来， 令我很不好意思， 还是请您先
回家， 我随即到尊府拜访。”

这里主客所提到的 “某人” 必须
是级别高于两人的， 或者是两人都非
常熟悉的。 为何两人相见要摆出 “第
三方” 呢？ 这是对第三方的尊重， 也
是互相的谦让 ， 当然也有 “套近乎 ”
的意思。

主人回辞 “请客人先回家， 自己
随后到客人家” 的话， 客人千万不能
当真 ， 不然可就惹了笑话了 ， 要说 ：
“您的命令我实在不敢当， 还是请您就
地赐见。” 主人要再次表示谦让， 客人
要再次表示想求见的诚意， 直到主人
愿意见为止。

此时 ， 第一轮的客套话才算完 。
第二轮开始， 主客围绕是否收礼物进
行对答。 主人要说： “听说您带了礼
物， 实在不敢当。” 客人要说： “我若
不带礼物， 不敢见尊贵的人。” 主人要
再次谦让， 客人再次表示诚意， 直到
主人答应收礼物为止。

以上的对话情景， 你可不要认为
是主客两人亲自在说， 其实， 这是客
人与主人家仆间的对话。 主客双方就
“相见” 和 “收礼” 取得一致意见后，
主人才出门迎接客人。

内容和眼神的规定

主客见了面， 谈话的内容也是有
严格规定的。 《仪礼》 记载： “与君
言， 言使臣； 与大人言， 言事君； 与
老者言， 言使弟子； 与幼者言， 言孝
悌于父兄； 与众言， 言忠信慈祥； 与
居官者言， 言忠信。”

见不同身份、 地位的人谈话的内
容是不同的， 说什么话、 谈论谁也有
严格限制。

谈话时 ， 眼神还有严格的限制 。
据记载， 如果是和爵位、 官位较高的

大人说话， 要先看他的面部， 谈话到
一半时再看他的胸部， 谈话将结束时，
再看他的面部。 如果和自己的父亲谈
话， 目光要在面部以下、 腰部以上游
走， 不能出这个范围。

相见礼中， 还有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点是男女交往的礼节。 “周礼” 规
定， 男女不能混杂而坐， 不能亲自送
给对方东西， 没有媒妁之约不能互相
问姓名等等 。 何志虎说 ， 这些规定 ，
最初是有保护妇女不受骚扰、 侵害之
意， 但是后来演变成对妇女的禁锢。

此外， 初次见面、 再次见面等礼
仪也不尽相同。

如此多的礼节， 周人到底是如何
记住的呢？ 何志虎说： “西周时期的
贵族从七 、 八岁时就开始接受礼仪
训练了 ， 这是他们一生中很重要的
事情。”

看来做古人还真是不容易。 如今
的不少影视剧动辄就出现 “穿越” 的
桥段 ， 如果这些编剧对古代的礼节 、
生活并不了解 ， 还是谨慎为之较好 。
“周礼 ” 到了春秋的战乱时期逐渐瓦
解， 即为 “礼崩乐坏”。 但是， 一些实
用的礼节还是传承延续至今。

何志虎认为， 我们不能期望完全
恢复这些礼节， 因为它们并不适用于
现代社会， 但是从这些礼节中传达出
的互相尊重、 诚挚礼让、 友好和谐的
情感态度， 还是需要我们传承的。

摘自 《宝鸡日报》

现代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
快递到学生的手中， 而古代有专门的
政府官员通知。 古人科举应试及第之
后， 县州府都会派遣特定人员前去通
知报喜， 这样的报喜在古人眼里称为
捷报。 所以可以这样说， 捷报就是古
人现代版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古人参加科考可不是一个人的事
情 ， 他牵扯到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村
庄 。 据说古代参加科举应试， 中秀才
举人或者进士及第希望比较大的人家
都会在煎熬中苦苦等待着喜报的到来。
也有比较聪明的人专门等候在门口 ，
一旦报喜的人到了， 就前去向这家人

报喜， 碰到富裕的人家能得到点碎银
花花， 稍微穷点的人家也能沾上点酒
喝 。 这样的等待在古代称之为候榜 。
这些场面在 《儒林外史》 里有过详细
的描述。

从乡试到会试， 再到殿试， 每个
级 别 的 考 试 都 有 捷 报 ， 只 要 你 合
格 了被录取了， 就有人来专门为你报
喜。 捷报的格式大都比较简单 ， 除
了写有应试考取功名者的名字以及
考试的名次， 此外就是某某县府的名
称了。

浙江仙居县皤滩镇有一个始建于
南宋时期的何氏里大学士府在国内颇

为著名， 何氏家族在历代历史上出过
许多达官贵人以及文人学士。 康熙时
期的帖学四大家之一何焯就隶属这个
大家族。 何焯25岁时以拔贡生的身份
进京， 后因直言耿直的性格而受到排
挤， 以致六次应考不第， 直到四十一
岁时， 康熙南巡， 后因朋友推荐为官，
而后参加考试才成为举人， 不然又要
遭到他人的陷害。 何焯次年参加考试，
顺利考取为进士。 何氏里大学士府有
关于何焯的捷报。

官报厅在学士府的正南面， 两边
的木板墙上就贴满了当时的捷报， 有
中举人的捷报 ， 有中得头等状元的 ，

也有中进士第四名的捷报。 这些捷报
上端印有一条欲飞的腾龙， 下面是云
山雾海， 捷报正中央写有某某年高中
乡试或者殿试第几名。 捷报的样式因
朝代的不同而略有异同， 但总体而言
是差不多的。

古人收到捷报之后， 一般要把它
张贴在厅堂里最显眼的位置， 一来可
以光宗耀祖， 二来可以让来访的客人
一眼就能目睹到， 如同现在的奖状一
般。 从这个细小的细节同样可以看出
古人如何重视科举考试， 科举几乎成
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

摘自 《人民政协报》

■说古论今

同是金榜题名时 古今捷报不一般

西西周周人人见见面面有有多多客客套套？？

现代人见面打招呼无非是问好、 握手， 简单而又礼貌。
我们在看古装影视剧时， 常发现有这样的情节， 两人见面为
表示关系密切， 往往说 “你我不必拘于这些繁文缛节”。

那么， 到底什么是 “繁文缛节”？ 曾任宝鸡文理学院历
史系主任的何志虎教授等人在 《西周历史与文化》 一书中，
详细地阐述了这些礼节。 其繁缛程度令人惊奇， 这是古人客
套、 谦恭的表现， 当然， 也是如今鲜为人知的 “周礼” 的一
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