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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方六

古古人人冬冬天天如如何何取取暖暖？？

汉代 “温调殿” 靠什么保温？

在古代， 冬天并没有现代 “集中
供暖” 的说法， 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暖
气。 在秦汉时， 冬天可以调节室内温
度的房间已出现， 时称 “温调房”， 这
一名词与现代的 “空调房 ”。 倒颇相
似 。 东汉科学家张衡 《西京赋 》 里
“朝堂承东， 温调延北” 一语中的 “温
调”， 说的就是这种温调房。

温调房又称 “温室”， 当时一般贵
族家庭都有这样的房间， 皇家当然更
不例外。 皇家的温调房空间更大更高
级， 被称为 “温调殿”， 《三辅黄图》
中则称为 “温室殿”。

西汉皇宫是在秦朝残宫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 先后建有长乐宫、 未央宫、
建章宫等大型宫殿 。 其中的长乐宫 、
未央宫均设有温调殿。 因为长乐宫为
太后所居， 汉惠帝便把朝廷 “办公大
楼” 和自己与皇后、 嫔妃所居的 “总
统套房”， 均改在未央宫。 未央宫起初
并没暖气 ， 在刘彻 (汉武帝 ) 当皇帝
后， 才在未央宫内建设温调殿。

温调殿又称 “暖殿”， 也是皇帝与
核心臣僚议事和接待重要来宾的场所。
从 “朝堂承东， 温调延北” 一语中可
知， 当时未央宫的正大厅 (朝堂) 是用
来接见东来朝见诸侯、 使臣的； 温调
殿则是用于接待北来宾客。

据考， 温调房还是汉代皇室藏书
之所。 也许那时人们就知道， 恒温不
仅能给读者带来舒适的阅读环境， 提
高阅读效率， 还能延长图书寿命， 利
于长期保存。

温调殿内部设施如何， 使用何种
防寒保温材料， 现已无从知晓。 但从
野史杂记上可以发现一些奥秘。 《汉
宫仪》 上称， “皇后称椒房， 以椒涂
室， 主温暖除恶气也”。 由此可知当时
已将花椒视为一种特殊防寒保暖材料，
捣碎和泥， 制成墙壁保温层。

椒房殿的墙壁还挂有锦绣壁毯 ，
地上铺着厚厚的西域进贡毛毯， “翡
翠火齐， 络以美玉”， 设火齐屏风， 还
用大雁羽毛做成幔帐。 在这样的房间
里生活， 冬天自然不会感觉寒冷。

秦代宫妃浴室靠什么提升室温？

古代这些可升温的 “温调殿” 是

利用什么原理提高房间温度的？ 从考
古发现来看， 主要是通过火源传递热
量 ， 加热空气 。 早期是 “地上升温 ”
模式， 后来是 “火地取暖” 模式。

“地上升温”模式是置火源于房间，
直接加热空气， 比较高级的是设置壁
炉。1974年在秦都城“咸阳一号建筑”遗
址上就曾发现了这种取暖设施。

“咸阳一号建筑” 为秦王宫室， 此
遗址上共发现三处壁炉： 底层南侧的
第8号室、 上层西侧第5号室和南侧第3
号室各有一座。 其中第8室及第5室被
推测为浴室。

以第8室为例， 其壁炉设计相当科
学， 宽1.2米， 高1.02米， 进深1.10米，
炉膛剖面呈覆盎形， 方便炉烟的迅速
排出去。 炉上部烟道已毁， 炉左有一
贮木炭之槽坑， 炉身用土坯砌造。 南
面的炉门前有一处灰坑， 内部表面镶
砌立砖。

第 8室附近的 9-12室朝向良好 ，
空间适度， 内有壁画， 且邻近盥洗室，
推测卧室。 从8室出土的陶纺轮来看，
似乎是宫中妇女闲居消遣之物， 进而
推测这个卧室是女性用房， 这些女性
应该是秦王的宫妃。

由此说来， 第8室便是这些宫妃的
专用浴室。 浴室都带着壁炉， 这些女
性的拥有者秦王也住在附近。 在遗址
上发现的第3室， 推测是秦王或后妃的
居室。 这个房间更高级， 单设一只壁
炉， 用于冬季取暖。

在 “地上升温” 模式基础上， 明
清时期开始流行 “火地取暖 ” 模式 ：
在室内地面下面事先用砖石砌好循环
烟道， 炭火的热烟流沿着主烟道、 支
烟道分流到各个烟室、 地面， 提高整
个建筑各个房间的温度。

火地取暖能使地面受热均匀、 温
和， 温度升高也快。 由于火坑、 排烟
道均在室外， 既避免烧烟火污染室内
空气 ， 又能防止煤气中毒 ， 既安全 、
卫生， 又经济、 实用。

“火地取暖 ” 并不是明清人的发
明， 早在魏晋时代已出现。 在当时的
东北地区已有 “火炕取暖 ” 的记录 ，
火地取暖原理便取自火炕取暖。 从北
京故宫到沈阳故宫， 明清皇家都在使
用 。 这两处故宫 ， 当年建的烧火坑 、
烟囱等现在都还能看到。

古代也有 “取暖费” 吗？

古人没有现代的电热取暖器， 主
要的取暖工具是火盆、 炉子一类， 其
中熏炉、 手炉、 足炉等， 应该是中国
古人冬天最常用的取暖器具。

熏炉其实是一种外带罩子的炭火
盆， 分为上下两部分， 下部为盆， 上
部为罩， 镂空， 做成花卉图案。 宫里
使用的一般为铜质， 做工精致。 民间
多用陶土、 铁制作。 手炉是方便手握
的取暖器， 大小与今天的电手炉差不
多， 内置炭火或其他热源。 足炉置炭
火， 上面有罩子， 脚置其上。

民间还有叫 “汤婆子” 的金属圆
壶 ， 冬天装上热水 ， 可置于被窝内 。
其使用方法与现代热水袋是一样。 而
最另类、 具有高科技含量的， 当是一
种叫 “卧褥香垆 (炉)” 的取暖器， 它
是一种圆形装置， 炭火置于里面就行，
“转运四周， 而炉体常平”， 安全方便。
还可放进被窝里 ， 故又称 “被中香
垆”。 如果放入香料， 则是一种很好的
薰被工具。

这些取暖器 ， 都需要使用燃料 。
燃料， 在冬天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朝
廷会给公职人员发放取暖补贴， 即俗
称的 “烤火费”。 工资的别称 “薪水”，
细究起来， 便与取暖补贴有关。

中国封建时代公务员的工资收入
中，主要由俸银、禄米、柴直(值)银三大
部分组成。 柴直银，就是包括冬天的薪
炭费用在内的生活补贴。早期烤火费多
是实物发放，如宋代，每年从阴历10月
到次年正月发炭，宰相、枢密使每人发
200秤， 其余官员从100秤、30秤、20秤、
10秤不等。主要用来做饭、烧水的薪柴，
则是常年按月发放。

到了明代 ， 则将这种月俸补贴 ，
改为 “柴薪银”， 折成现金发放， 烤火
费的含义更明确了。

古代皇室则设有专门的 “冬季供
暖领导小组”， 明代叫 “惜薪司”， 专
管宫中所用柴、 炭及二十四衙门、 山
陵等处内官用柴炭的供应； 清代后来
改成 “营造处”， 内设 “薪库”， 专门
负责储运宫中所用的木柴、 煤炭的采
购 、 发放 ， 人员有 “炭军 ” “煤军 ”
之分。

摘自 《燕赵晚报》

随着气温的降低， 近日， 北方不少地方已开始试供暖……在没
有暖气、 没有空调、 没有暖宝宝的时代， 古代人咋 “供暖” 呢？ 一
起来了解一下。

■史海钩沉

酒旗， 是古代酒店悬挂在路
边， 用于招揽生意的锦旗。 其实，
古代酒旗不仅是营业标志， 还展
示着社会历史风情。 让我们走进
历史， 看一看酒旗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民俗。

酒旗， 多系缝布制成， 以其
形制 ， 又称酒旆 、 野旆 、 酒帘 、
青帘、 杏帘、 酒幔、 幌子。 以其
颜色 ， 还称青旗 、 素帘 、 翠帘 、
彩帜。 以其用途， 亦称酒标、 酒
榜、 酒招、 帘招、 招子、 望子。

旗最初是官方的政令、 标识、
信义之义， 是 “王” 者所用。 后
来， 渐渐变成经营的标识， 酒市
悬旗的目的， 就是招揽顾客， 是
最古老的广告形式。 《韩非子·外
储说右上》 记载： “宋人有酤酒
者， 升概甚平， 遇客甚谨， 为酒
甚美 ， 悬帜甚高 。” 这里的 “悬
帜”， 即悬挂的酒旗。 可见， 酒旗
的历史悠久 ， 早在2000多年前 ，
古人以酒旗作广告， 来传播商业
信息了。 自唐代， 酒旗逐渐发展，
成为十分普通的市招， 其形式多
样， 异彩纷呈。 唐代李中 《江边
吟》： “闪闪酒帘招醉客， 深深绿
树隐啼莺。” 宋代罗愿 《和汪伯虞
求酒 》： “君不见菊潭之水饮可
仙， 酒旗五星空在天。” 唐宋诗词
中， 写 “酒旗” 的诗句颇多， 均
可看出酒旗之广， 大凡酒铺， 应
该皆有悬挂的酒旗在门前飘扬吧。

古代酒旗 ， 大致可分三类 。
一是象形酒旗， 此类酒旗， 以酒
壶等实物 、 模型和图画为特征 。
二是标志酒旗 ， 即旗幌及灯幌 。
三是文字酒旗， 即以单字、 双字
或对子 、 诗歌为表现形式 ， 如
“酒” “太白遗风” 等。

酒旗在古时的作用， 大致相
当于现在的招牌， 是古代一种商
业民俗。 古时， 酒旗上署上店家
字号， 或悬于店铺之上， 或挂在
屋顶房前， 或另立一根望杆， 让
酒旗随风飘展， 以达到广告宣传、
招揽顾客的目的。 有的店家还在
酒旗上注有经营方式或售卖数量
等内容， 让客人一目了然。 如有
的古代酒帘儿 ， 上写 “现沽不
赊”。 《水浒传》 中， 武松打虎前
所进店家， 招旗上写有 “三碗不
过冈”。 另外， 酒旗还有传递信息
之作用， 酒旗的升降， 是店家有
酒或无酒、 营业或不营业的标志。
有酒卖， 便高悬酒旗。 若无酒可
售， 就收下酒旗。

古代酒旗， 似乎还飘散着淡
淡酒香， 从历史中穿越而来。 它
是历史的标注， 更是我国抹不掉
的历史民俗和文化。

摘自 《中国质量报》

古代酒旗的历史民俗
□卜庆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