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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知道，《红楼梦》作者
曹雪芹祖上曾任江宁织造，是个富
得流油的差事。那么，您见过当时
的织机吗？在滨州，去愉悦家纺居
家世博馆就能看到仿制品。

日前，“黄河入海”行进式主
题采访团来到滨州。在愉悦家纺居
家世博馆，记者们看到了这个“体
格”巨大的珍品——“南京云锦·
江宁曹氏大花楼机”。它是织造南
京云锦的秘密武器，大花楼木织机
长 5.6 米、宽 1.4 米、高 4米，由
1924 个构件组成，俗称花楼机。
在清代，它所生产的布料是皇家专
用品，是花钱也买不到的珍贵东
西。

康熙二年（1663年），江宁织
造改由内务府派员担任，衔名初为

“驻扎江南制造郎中”，后改为“江
宁织造郎中”，曹雪芹的曾祖父曹
玺是首任郎中，清代曹氏家族监管
的江宁织造是全国三大织造之首。
这个江宁织造共有三座织坊，669
台大型花楼机，在册的织匠有
2500名。其中300人专门负责制

作诰命，2200 人负责操作织机。
织匠分工明确，有人专门负责设计
图案，有人负责穿线、涂擦、染色
等。

记者问，能否请人用这台织机
织布，还原制作当时的珍贵布料？
愉悦家纺工作人员介绍，这样的织
机，分楼上楼下两部分，织造时，
楼上拽花工根据花本要求，提起经
线，楼下织手对织料上的花纹，妆
金敷彩，抛梭织纬。一根纬线的完
成，需要小纬管多次交替穿织，自
由换色，工艺十分复杂，上下两人
配合，一天仅能织5—6厘米，这
就有了“寸锦寸金”之说。因而，
实在是费时费力，不敢轻易尝试。

在这台巨大的织机一旁，可以
看到咱们鲁北普通的农家织机。与
前者相比，它小巧简单如同小家碧
玉，出产的是质朴厚实的粗棉布。
一根一根地纺线，一梭一梭地织
布，容易使人想起《木兰辞》“唧
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诗句，
以及孟郊 《游子吟》 中的名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在愉悦家纺观摩“江宁曹氏大花楼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张丽 蒲怡瑄

“这里的小米稀饭，喂养过中国
革命；这里的棉花粗布，包扎过民族
的尊严！”在日前举办的《渤海魂》
《纪念碑》创作座谈会上，鲁迅文学
奖获得者、作家许晨动情地说。

许晨是《山东文学》杂志社原社
长、主编，是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
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他这句
话，并非一时兴起脱口而出，而是源
于他在滨州深入采风的思考体悟。

许晨的父亲许焕新曾
在渤海干校学习，听过王
卓如、李广文等人的报告

《渤海魂》，是他正在撰写的一
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许晨长于报
告文学写作，他著有《居者有其屋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闻见录》《梦
圆悉尼》《孔繁森传》《火泉》《岁月之
光》《血染的金达莱》《血祭关东》等
十几部长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

“写老渤海，也是在写我爹！”
他咋这么说？原来，他自己就

是一位“渤海区”的后代。
“我老家德州陵县。我父亲许

焕新曾在当时的渤海区干部学校学
习，经过严格系统培训后走进了革
命队伍。从上小学起，我时常会听
到父亲当年的故事。”许晨说，尤其
是土改、参军、支前的大量细节，让
他印象很深。

渤海区干部学校简称渤海干
校，成立于1948年6月。它是由渤
海公学、会计专科学校、工商学校、
青年学校、烈军工属子弟学校合并
成立。

在渤海干校，许焕新被分配到
青年队，政治课学毛泽东著作、时事
政策，语文课学鲁迅、郭沫若、丁玲
的进步文章和报刊上的战地通讯，
音乐课学唱《延安颂》《国际歌》《解

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
那时候，学习条件艰苦，上课、

开会的地点经常设在小树林里，膝
盖就是课桌。课下，学员们帮村里
的老乡打水、扫地、干农活。

在那，许焕新聆听过王卓如、李
广文等人的报告，还阅读了《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毁灭》《上饶集中营》
等进步书籍。

毕业时，许焕新留校工作，看到
大家都在报名南下，心头一热，也积
极联系准备跟随前去。校长知道
了，一顿批评：“你要听安排听指
挥。你还年轻，缺乏经验，万一遇到
不测对你对工作都会有损失的。”或
许正因此，许晨面对渤海革命烈士
英名录碑廊，看到长长的烈士英名，
不由地脱帽、深鞠躬。

《渤海魂》创作的“副
产品”已刊发在《山东文
学》《解放军报》

许晨说：“此前，我就去参观
过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渤海革命
老区机关旧址、长山中学、冀鲁边
区革命纪念馆、陵城三洄河村、大
宗家战斗纪念地等红色景点。”

为了《渤海魂》的写作，他又
在2020年12月和今年6月，再次
来到滨州、德州等地采访、体验，
与合作者刘树松协商。目前，该作
已经完成了大纲和部分章节。

去年以来，多次实地采风，那
些老照片、文物、故事，让许晨仿
佛能够近距离触摸那弥漫着硝烟的
日日夜夜。

其实，这部作品的“副产品”
已经问世——今年，《山东文学》
第七期发表了他的新作《潮涌渤海
湾》，《解放军报》发表了新作《渤
海湾的浪花》。

许晨表示，此次创作得到了省
作协、滨州市委宣传部、滨州文
联、滨州市作协的大力支持。对于

新作，他力求“全景式又具体细微
地描写渤海区的战斗历程”。他希
望更真实、公正、客观地反映这段
历史，让渤海老区人民及其贡献

“清晰、闪亮”起来。

“婴儿烈士”最让许
晨震撼

在《渤海魂》创作中，有很多
细节让许晨铭记于心。其中一个，
就是牺牲时才三天的“婴儿烈士”。

许晨介绍，1943年，惠民何
坊村有一位刘大娘，她的儿媳刚生
下儿子，一对八路军夫妇也刚生下
孩子。遇到日军扫荡，部队转移，
这对八路军夫妇将孩子托付给了刘
大娘。不料，鬼子听了汉奸的告
密，逼她交出八路军的孩子。刘大
娘忍痛交出了自己刚出生的孙子！
孩子刚交出去，就被敌人残忍杀
害。可刘大娘却被村民误会，以为
交出的是八路军的孩子，被村里人
唾骂，她忍痛保守秘密，直到解放
了才敢说出来。

许晨认为，这背后是渤海区人
民的善良和仁义，要对得起人家的
托付。

为何如此大义？因为这是互相
托付。

“我们也有董存瑞式的英雄，
清河军区的一个爆破队长，用肩膀
顶住炸药包引爆，壮烈牺牲，比董
存瑞牺牲早了5年；也有刘胡兰式
的英雄，惠民县的吴洪英为掩护革
命干部，被敌人用铡刀杀害……”
许晨说。

许晨介绍，《渤海魂》不仅写
历史，也会写这片土地和当下的发
展。相信献身于战争年代的先烈们
看到了也会感到无比欣慰，他们的
理想变成了现实。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许晨：

老渤海的棉花粗布“包扎”过民族尊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李默

许晨在许晨在《《渤海魂渤海魂》《》《纪念碑纪念碑》》创作座谈会上发言创作座谈会上发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

旭阳 通讯员 于倩倩 报道）正仓
院是海外收藏唐代文物的著名机
构，是日本全国佛教总寺院东大
寺的仓库，建于盛唐时代，用于
收藏寺院珍宝器物。出于对文物
保护的需要，日本实行敕封制
度，仅在每年秋天对外展出几十
件藏品，人们能够亲眼得见的正
仓院文物寥寥无几。

10月10日，孙子书院·文化
讲堂邀请一直专注于中日文化研
究，并曾进入过正仓院进行研究
的复旦大学教授韩昇，在市博物
馆四楼多功能报告厅开坛设讲，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正仓院：在日本的唐朝珍
宝库》。

讲座伊始，韩昇讲述了他进
入正仓院研究的经历。2001年，
韩昇接到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
研究所的邀请，并意外得到了日
本宫内厅批准，进入正仓院内部
进行细致研究，同时写作了国内
第一本专门著作——《正仓院》。

韩昇介绍，正仓院现存的文
物有三个特点，即数量大、品类
多、品相好，而这并非是一种巧

合。在日本历史上，光明皇后在
唐朝文物的后世流传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光明皇后倾心于唐朝文
化，她出自日本名门藤原家族，
为仿效唐人，她把自己的姓加以
省略，自署“藤三娘”。她不仅在
生活中使用唐朝的器物，还擅长
挥舞毛笔，喜爱临摹王羲之的书
法。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去世
后，光明皇后将其生前珍爱器
物、用具捐给正仓院收藏，造册
记录，形成了“国家珍宝帐”。

讲座最后，韩昇通过分析正
仓院中“唐风”画作及房屋藏品
总结道：对唐朝文化的向往和追
求，构成日本奈良文化的基本格
调，以至于日本文化史将这个时
期称为“唐风文化”时期。在唐
风弥漫的奈良时代，模仿唐人的
行为举止，成为贵族社会的时尚。

本场讲座，韩昇教授带领大
家“走进”日本正仓院，回望了
盛唐时期开明大度的社会风气和
领先世界的文明成果，展示了中
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
性。讲座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落
下帷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市博物馆承办。

市博物馆举办讲座

探秘在日本的唐朝珍宝库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李博文 报道） 近
日，邹平市临池镇热心市民刘勇
向市博物馆捐赠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年）“神堂券文”碑一通。

该碑通长 63厘米，通宽 33
厘米，通高21厘米，保存基本完
整。石碑文字除个别字剥蚀不清
外，基本均可释读。其内容是沈
三知、沈三教两位孝丁在其庄西
为其亡父沈昡购置了风水宝地，
并刻石立契，希望“千秋百载永
无殃咎”。

石碑前端刻有“山东济南府
淄川县忠信乡古城庄居住”等字
样。据了解，现临池镇明代隶属
淄川县，称忠信乡；清代隶属淄
川县，称正西乡；民国时期仍隶
属淄川县；1955年划归长山县，
1956 年长山县撤销后并入邹平
县。

碑刻中的“古城庄”应为旧

志记载中的“张家古城、杨家古
城、沈家古城、曹家古城”，现称

“张古城、杨古城、沈古城、曹古
城”，加之附近的“栾古城”（旧
志称为栾家厓），合称为“五古
城”，现隶属于周村区王村镇。该
石碑的发现，对于研究当地历史
沿革以及明代葬俗文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

近年，市民向博物馆捐赠文
物的热情越来越高。今年4月，
我市南下干部索进云的儿女委托
他人向滨州市博物馆捐赠了系列
红色藏品，其中有缴获的日军军
毯、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胜利
纪念章和解放军肩章。8月，王
斌先生捐赠了他的曾祖父王信池
（词） 烈士遗物。2020 年 6 月，
惠民县清河镇杜桥村村民苗成良
向该馆无偿捐赠一件汉陶罐。
2019年 10月，市民陈先生向该
馆捐赠了一件汉代的环首刀。

邹平市民
向市博捐赠明代碑刻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 （通
讯员 张海鹰 报道）近日，无棣县在
无棣古城举办希贤书院揭牌仪式。
清代希贤书院在“打烊”百年后重新

“开张”，以此传承、弘扬、展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文脉。当日，题
为《孔子与北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座在希贤书院儒学讲堂举行。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至五代时
始具有学校的性质。明代后期，书院
遍及州县。无棣县有记载的书院只
有一所，即希贤书院。希贤书院始建
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停办
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官办的希贤书院院址位于无棣
古城西街北侧，原名“海邑社学”。清
林芳春任海丰（无棣）知县时，曾购
置学田67亩，又在海邑社学增建房
舍5间，房舍达到25间，并将海邑社
学更名为“希贤书院”。

林芳春，字崇兰，福建福州人，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中举人，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授海丰
（无棣）知县。“林芳春，乾隆丙子举
人，授海丰知县。有武生四人颇刁
悍，举人韩某为之谋主，时号四虎一
豹。芳春莅任，皆敛戢。县役杜姓，以
娼妓诱故家子弟。芳春尽法惩治，尝
创希贤书院，集生徒肄业，以时考

课，砺以醇行之学，士习以振。后引
疾归，卒年八十四。”（清·《侯官县乡
土志》）“林芳春，温厚慈和，与民坦
白相视，如家人父子，历十余年，专
务以德化，不事敲扑。加意学校，创
建希贤书院，延名师主讲，请业者络
绎相属，颂声载道。”（清·《海丰县
志》）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科举取士的
一种特殊教育体制，无棣希贤书院
亦是如此，其教学目的主要以应科
举考试之需。希贤书院设董事会，由
县内乡绅硕儒组成。董事会推举主

持书院工作的山长（后称“院长”）负
责书院行政管理。山长延请学行素
著的举人任教，课程以读经为主，兼
攻理学，尤须熟读《二程遗书》等。书
院肆业生童分两类：一类为准备应
乡试的生员，编为“文生月课”，每月
定期来书院听讲，并送诗文请教师
批改；另一类是经过考试合格或以
相当程度入院专攻经史的文童，编
入“童生常课”，常年住书院攻读，以
备府试应考。希贤书院有藏书计
300余册，供生童诵习。

鸦片战争后，延续千年的科举

制度渐渐衰落。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希贤书院停办。同年，在
希贤书院旧址开办了海丰初等小学
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进
士授海丰（无棣）知县的杨增辉（云
南蒙自人）创办了海丰高等小学堂，
学堂堂址亦选在希贤书院旧址，设
一个班，有学生30余名。“严明有
威，审於听断，吏民敬而爱之”的杨
增辉致力于创立学堂，讽喻洋教席，
鞭挞奴化教育，反对文化侵略，捍卫
了民族尊严。

民国四年（1915年），无棣县在
希贤书院旧址创办师范讲习所 1
处，初建时招生一个班，计26名，学
制3年，民国七年（1918年）停办。民
国十三年（1924年），无棣县在希贤
书院旧址重办师范讲习所，仍设一
个班，教职员5名，招生50名，开设
国文、算术、物理、化学、地理、历史、
心理学、教育学、音乐、美术、体育、
手工等课程。开学3个月后，迁至县
城东关，更名“东关师范”，“七七事
变”后停办。

岁月荏苒，百年后，荷花湾畔，
无棣古城，希贤书院儒学讲堂又传
出朗朗读书声。正如无棣县文史专
家于长銮所云：“崇德尚贤，薪火相
传；儒风浩浩，继往开来。”

无棣清代希贤书院百年后重新“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