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旗下网站滨州网子站“滨州历
史”已正式上线。上线以来，网站以内容的原
创性、聚焦本地历史的贴近性、栏目设置的多
样性，受到广大网友读者的关注与喜爱。

为进一步丰富网站内容，活跃网友精神
文化生活，实现报纸、网站、网友等多方互动，
打造滨州市民高品质网上精神家园，特向广
大网友读者征稿。

“滨州历史”网站与滨州日报“人文滨州”
版已经实现融合，稿件一经选用优先在滨州
历史网站刊发，并择优在滨州日报人文滨州
版刊发。

一、征稿内容：
与许多历史类网站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相

比，我们更强调“我的”，“我的家族”“我的自
传”“我的感悟”……根植滨州大地，将目光聚
焦于本地历史。

目前，“滨州历史”开设有“名人乡贤”“史
海钩沉”“亲历·见证”“家族往事”“百姓自传”

“学史心得”“历史影音”“文史动态”，以及特色
栏目“老屋存照”“长河流痕”“古树碑刻”等栏
目，欢迎广大网友读者惠赐大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尤其欢迎具有一定
历史文化价值、反映不同时期滨州人喜怒哀乐、
家国情怀的百姓自传、家族往事、家书等类文稿
（图片、音视频）。

二、投稿方式：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bzrbwgl@163.com，

务请注明投稿“滨州历史”。
联系方式：0543—3186761 15954315191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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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杜家能够成为世家大族的原因众多，总结十
条八条，甚至三十条四十条都不为过，这里单说如何
教育女儿，这是杜家成功的秘诀之一。

关于女儿教育，先看看杜文端公是如何说的。
其一：“世俗谓女为他家人，故多不教，此大惑

也。惟其为他家人，尤不可不教，且视教子尤急焉。
何也？彼家之翁姑及夫能教与否，盖未可知。设其无
教，而或偏私纵任，又或妯娌不和、伯叔不睦，能必吾
女之通大体合众心乎？倘其恣纵之久，渐成悍戾，父
母闻之能无恚乎？此时虽悔且怒而无及矣！子而失
教当可补救于后，女而失教，岂能追挽于前？此则父
母不思自贻之戚也。”杜家的家教非常明确地告诉世
人，女儿更要好好教育，要比男孩更上心。

其二：“自来家之不合，多起于妇人，以其性多猜
忌，好记小嫌，又或偏私易感，藏获投间，又或意为爱
憎，气欲凌人，种种不通，难以理喻。故择婚不可不
慎，必取诗礼之家。毋贪货财，毋贪祖望。然即诗礼
之家亦或有禀性粗厉，居心妒嫉之女，尚不可恃也。”
这里的藏获是指下人，别人，是说那些散布流言蜚语，
打小报告的人。杜文端公明确地告诉世人，家庭的不
和睦，主要是女人的原因，因为女人的秉性就是心眼
小、事事多，常常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

其三：“凡妇人性健爽者，其子女多和平；性柔缓
者，其子女多刚急。非必在禀赋也，其生而无知，惟母
是视，母健爽故可畏，柔缓故可玩。朝夕笑言色貌之
间，有因之而化，不知其然而然者也。然妇人不读书，
不知韦絃之当佩。是又在男子，因其所偏而矫之。和
平是也，亦恐流于优柔；刚急非也，亦或长于果断。然
而取和平不取刚急者，以易至暴戾故也。总之，教家
仍在为学，道在身，理在心，无为而不成，无施而不
可。父母健爽者子多成，柔缓者子多败。爽近英明，
故有防微杜渐之思；柔缓近庸猥，故有获过饰非之
事。此其故也。然亦有健爽而败，柔缓而成者，则又
用心与不用心之殊，自见与不自见之异。”杜文端公的
主要意思是说，母亲健硕则后代健康，反之亦然，当
然，也不排除他种可能。

其四：“女欲其通达，何也？凡人所遭，或丰或啬、或
顺或逆、或菀或枯、或常或变、或先后参差，始终不一，彼
此相形。皆其在室所未闻未见，未亲历而身尝者。若非
预为开示，一旦出于非意，则迂郁于中，或元激于外，溃败
决裂将不可知。故欲其通达者，视拂意之事均属寻常，而
或转以厉其志，以成其贤。此则教之不可不豫也。欲其
和平，何也？和平者，德性也。处一家之人，则上安而下
悦；处一身之事，则分得而境宽。谓之宜家宜室，无美不
集者也；谓之厚德载物，无事不成者也。女在室则养其宽
厚之源，女适人则砚其温舒之用。丰啬顺逆菀枯常变，随
所遭而不改其恒度，不独善其一身，亦且福及后嗣者也。”
杜文端公告诉人们，女儿教育好了不仅宜家宜室，无事不
成，而且有益下一代。

杜文端公的思想很是先进。关于生男生女，他告
诉人们，“生男生女，夫命所招。以夫家为主，与妇女
何干。”他告诫人们：“有溺女者，伤天害理，后嗣必不
昌。”关于生理健康，如妇女生孩子，他说：“益不妨与
妇子常言之，如胎产及小儿诸病皆令了了，自是有
益。”他特别说明：“胎产如《达生编》之类，须令家人晓
畅其理。”关于家庭和睦中的女性，他又很理性地说：

“妇人之浅，率躁急，最宜误事。”能够从人的生理、心
理分析女性，杜文端公乃医学大家，诚不为过。

滨州当地有俗话，“杜家女儿是老虎，媳妇是绵
羊”，就是杜家教育女儿的结果。

“杜家女儿是老虎，
媳妇是绵羊”

侯玉杰

殷商时期，渤海南岸成为商王朝的唯
一制盐中心。在古代，大宗物资一般经水
路运输，商代甲骨文曾提及了舟船这类水
上交通的重要运输工具。根据卜辞记录，
商朝大臣“弜”曾代表商王到产盐之地敛取
盐卤，其时间是在殷历二月即夏末，此时河
水涨满，便于行船运输。渤海南岸地区商
代所产盐制品经过河流运往内地应是可能
的。而滨州古时河道纵横，正适合水运的
方式。

食盐是通过什么途径进行
运输的

从渤海南岸地区的古河道、商代盐业
生产作坊群及对应的盐工定居点、内陆腹
地聚落群空间布局看，它们在空间分布上
与古河流走向大体一致，并有规律地分布
在古河流的两侧。由此可以推测出，当时
的盐运路线是以水路为主的。

从相关文献记载及后世学者的梳理和
研究来看，先秦时期，流经中原地区，从渤
海南岸一带入海的河流主要有黄河、漯水、
济水、漳水、徒骇河等。殷墟卜辞有五百多
片提及了“河”，“河”就是后世所谓的黄
河。黄河在这一段时期内主要流经商王朝
的王畿区，其支流洹水又正好经过殷都。
此时黄河又从今黄河河道以北至天津一段
范围内漫流入海，而黄河支津的九河主要
分布在今惠民、阳信以北，沧州、黄骅以南
地区。滨州一带在殷商时期通过黄河及其
支津与安阳殷都相通，具有非常便利的水
路运输条件。沿古黄河支津、古济水、古漯
河等河流溯流而上直达中原腹地应是当时
盐业运输的主要路线。而沿泰沂山地北缘
的东西古道向西直达中原地区，则是盐业
运输的另一主要路线。

商王朝如何对渤海南岸的
盐业进行管理

渤海南岸地区是殷墟时期商王朝直接

控制的、唯一的产盐之地和唯一能通往海
洋的地方。基于沿海地区盐业资源的开
发，渤海南岸地区最终也形成了以沿海盐
业和盐工定居地为导向的聚落分布格局。

这种聚落分布格局是有一定规律的，
大多分布在便于食盐外运的河道两侧，并
由滨海向内陆腹地形成了三大分布区。第
一分布区位于滨海平原，是盐业生产基
地。第二分布区位于咸淡水分界线两侧，
其聚落是盐工及亲属人员的定居地。这里
的居民为制盐场所专门烧造煮盐用具和生
活用陶器，制作和修理收割燃薪工具，平时
还饲养家畜、渔猎动物为盐工筹备肉食。

第三分布区则是位于内陆腹地的聚落群，
其职能是为制盐场所和盐工定居地提供后
勤保障和军事保护。这里是农耕区，居民
种植农作物为盐工及其亲属人员提供粮
食。此外，他们还要把山前平原的木材和
石料运往滨海地带，同时负责把食盐向内
陆和中原地区外运。这种不同功能聚落群
分布格局的出现，显然是人为的、有计划、
有组织统一规制的结果。

除盐业生产和聚落遗址的分布有一定
规制外，数量庞大的盔形器也遵循着一定
规制进行制作。渤海南岸所出盔形器在同
一时期内的形态基本一致，口径、腹径大小

统一，口径在16－18厘米、腹径在
17－18 厘米、通高在 22－25 厘米
之间变化，容量也差不多，演变轨
迹也比较一致。各地盔形器都按
照一定样式生产，专业化、制度化
生产程度较高。

而这些，都是由一个个更高等
级的聚落人群具体负责组织和操
作。如博兴寨卞、惠民大郭、滨城
兰家等，都属于高等级的聚落。聚
落里的居民生活在有壕沟环绕的
村落内，贵族享用着代表特殊身份
地位的青铜礼器，控制着更多的占
卜、祭祀行为权，使用着来自其它
村落制作的用具等，消费着更多的
肉食和牺牲（如牛、猪）资源。这些
高等级聚落，其贵族墓葬内出土青
铜器的族徽符号都能从安阳殷墟
找到，显示墓主人与商王朝关系密
切，有些本身就是商王朝东封的方
国，有些族氏直接来自安阳殷都，
个别甚至是地位很高的王族。当
时的盐业生产活动和相关的物资
流动就由这些商王朝派来的贵族
直接负责、管理和控制。商王朝通
过封国或派过去的贵族一层层地
控制了渤海西南岸地区的盐业生
产。

古今制盐方式有什
么不同

从夏商周至明初，滨州一带的
制盐方式都是以煮为主，有时还采
用煎盐的方式，史称“煮海为盐”。
用锅（商周时为盔形器）为煮，或称
之为熬，用浅盘为煎，其实差别不
大。

煎煮盐要经过制卤和煎煮两
个环节，即要煎煮，必先制卤。古
人没有现在的仪器，而卤水想要凝
结成盐则需要一定的浓度。那么，
卤水的浓度古人是如何看出来的
呢？古人一般用莲子检验卤水的
浓度，莲子沉证明卤淡，横浮证明
卤度不足，莲子立浮于卤液面，才
能达到结晶浓度，然后注入盘中煎
煮。

由于成熟莲子难得，到清代各
场多用煮熟的黄豆或黑豆试卤，豆

沉则卤淡，豆浮中半则五六成，豆浮卤面即
八九成。还可用鸡蛋检验，卤淡则鸡蛋下
沉，卤成时，鸡蛋横浮卤面。其它制卤和煎
煮办法几乎与商周时期大同小异。唯一不
同就是卤水暴晒以后，要将饱含足卤的草木
灰堆集起来，放于牢中（筑一方形土台，高三
四尺左右，周围筑堤坝形小墙，灶户称之为

“牢”）。牢底侧通一小孔，与牢外所修储卤
坑相连，淋出卤水流入储卤坑。这种方法叫

“淋卤”。
商周时期一些盐业遗址在发掘中也发

现一些类似遗迹，但学界意见不统一，有的
认为此时已使用淋卤法制卤，但也有专家
认为当时的制卤方法与现在的一样，采用
的是滩晒法。

到了明代初年，滨州一带才开始出现晒盐
法。据《明史·食货志》载：“山东之盐有煎有
晒。”《天工开物》载：“明洪武三年，海丰有引海
水入池晒成者，凝结之时，扫食不加人力，与解
盐同。”这是当地关于晒盐的最早记载。明永
乐年间，海润、海盈二场有煎有晒。但当时技
术还不成熟，只是小范围试用。直到明嘉靖元
年（1522年），官府传福建盐民来海丰场传晒盐
技术，海丰盐场遂率先易煮盐为滩晒制盐。永
利场晒盐则始于清初。

据《山东通志·盐法志》载：“康熙十八
年（1679年）山东定为十场两县。登宁、石
河、信阳皆从煎，永利、五家岗、永阜皆从
晒。”煎晒并用的有富国、西由、涛雒、官台
四场。是年，全省废煎兴晒，一改沿续数千
年的旧工艺。但实际情况是整个清代还是
有煎有晒，直到民国，晒盐法才完全代替煎
盐。此时的滩晒工艺又根据节气分为春晒
和秋晒。春晒得盐多，秋晒得盐少。

晒盐方法古今虽有不同，但修滩、上
水、制卤、结晶、收盐等诸工序基本一致。
其中制卤是利用自然条件将海水、井水逐
渐浓缩成饱合卤的过程。古代制卤多采用
灰淋、土淋等淋卤法。现代制卤则采用滩
晒法。其中一种滩晒法叫平赶卤。海水或
卤水进入第一段蒸发池后，顺着一个方向
逐步跑下，同一行蒸发池浓度相同，到最后
一步浓度达到饱和。也就是说，蒸发池有
好几级，一级级地往下，卤水浓度一级级地
升高，直至饱和。

除此之外，解放之前，滨州还有一种制
盐方法，就是土盐制作方法。土盐系淋碱土
所制的盐，质劣而成本高，但分布很广，是滨
州历史上除海盐外的另一盐种。据《山东省
盐业志》记载，凡地有盐碱均可产土盐，滨州
的博兴、沾化、无棣、惠民等皆善产土盐。直
到上世纪90年代初，鲁西南地区仍有晒土盐
的。土盐生产也分制卤、结晶两个阶段。将
碱土置于苇席之上，用水冲淋，流入淋缸，即
可卤水，再经杂质沉淀后，可用于结晶。结
晶也分为晒制和熬制两种。

商周时期，邹平、博兴一带内陆地区也
发现不少盔形器。据专家考证，这些盔形
器与煮海盐无关，应该是当地用为熬煮土
盐的，卤水原料则应来自当地咸水井里的
水或盐碱。现在，邹平、济阳一带还有用卤
水井中的卤水点豆腐的。这些卤水应该是
商周时期内陆地区的制盐卤水原料之一。

（作者单位：滨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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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如何对渤海南岸的盐业进行管理
张卡

中国银行作为全球国际化大行，个金产品也在不断创新，本着实用性的原
则，今天给大家分享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

你离你的梦想有多远？
是一个装修清单的距离？
是一辆期待已久的汽车？
还是一个再攒几年的承诺？

请来中国银行……中银E贷 帮你圆梦！
准入范围：
公务员类客户（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乡级以

上））、优质行业的国有企业、事业客户、国有及上市公司中的大中型企业以及处于
领先地位的民营企业客户。

业务优势：
1.便捷使用，自主选择贷款期限、金额、还款方式等，电脑、手机操作随借随还
■一健激活额度 ■一健提款，一健还款 ■无需抵押，无需担保
2.可随时提前还款，不收任何手续费或者罚息
■快速审批，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秒级审批，结果立等可知
■提款后一分钟到账，直接进入绑定的借记卡，可转账，可提现
3.额度高，利率低
■最高额度可达30万元，有效期一年
■按日计息，日息万分之1.75，年化利率仅6.3%

中银E贷

中银E贷 想贷就贷

贷款金额

1万元

日息

1.75元

月息

52.5元

年息

630元

操作流程：
1.登录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或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2.点击消费金融→中银E贷，绑定借记卡；
3.点击激活（激活额度，未开始计息），填写联系信息并在线签署协议后，

提交贷款申请；
4.审批通过后，可自主选择用款时间，用款时点击提款，自主选择贷款用

途、金额和期限，输入手机验证码和动态口令，提款成功后资金即刻到账并开
始计息，资金到达指定账户后，可提现、可转账。

现代盐场现代盐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