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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池双月照千秋
——访蔡伦故里

　　记得, 还是在孩提时代, 背上书包迈进学校大门不

久, 就知道了祖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知道了世界上最

早造出纸来的是我国的蔡伦。从那时起渴求了解这位神

奇人物的希冀,便象一颗不灭的种子,深深埋进了幼小

的心田。然而,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 我才实现了这一由

来已久的夙愿。

湖南的初夏,雨的脚步勤,酷暑的威风尚未施展, 天

气还是宜人的。下了火车, 时近黄昏, 我没顾得休息, 便

匆匆忙忙赶到了耒阳城里。在东南角一处幽静秀雅的地

方, 我见到一幢普普普通通的平房, 黑泥瓦、红砖墙、方

格小窗、对开木门⋯⋯正中上方矗立着三个火红大字

“蔡侯祠”。在夕阳的辉映下,远远看去, 就象三束盛开的

鲜花, 流光溢彩, 耀眼夺目, 宛如在热情地迎接着一批批

来自天南海北的国内外宾客。门的两侧,有副浮雕对联,

写的是:“芳池月映”,“故宅风存”,字迹清秀、严谨, 是郭

沫若同志生前所题。我一边津津有味地读着、想着, 一边

轻脚缓步地走进祠堂。迎面跳入眼帘的, 是块一人多高

的方形屏风。在那洁白如玉的巨石上, 簇拥着一枝枝舒

展流畅的花饰, 下面镌刻着《修整蔡侯祠记》:

蔡伦字敬仲, 东汉和帝时代人,封龙侯。古书契并以

竹简缣帛书之, 缣贵而简重, 不便使用,伦即改用树皮、

麻头、敝布、鱼网, 制造为纸。为表彰功绩, 早在池畔立庙

设像, 因名蔡侯祠 ,后为洪水飘荡。在元至元四年(公元

一二六七年) ,知州陈宗义加以重修。⋯⋯

从这段碑文可以看出, 蔡侯祠是古代人们为纪念蔡

伦造纸的光辉业绩而立, 但究竟何时始建, 已无从查考。

岁月悠悠, 战乱频频, 能够把它大体保存下来,真是不容

易的了。我兴致勃勃地转了一圈,觉得整个建筑布局, 很

有南方乡间一般祠堂特色, 前后分两厅,上方开天井, 下

面设花坛⋯⋯此刻, 一缕缕绚丽的晚霞, 一丝丝柔和的

余辉, 浓涂淡抹, 织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纱幕,轻盈地罩

在地上, 给那个靠在墙角的、孤零零的陈旧石臼,添了几

分生气。别小看它,据说这就是当年蔡伦造纸时用过的,

曾立下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呀! 我深情地观看着, 认真

地追溯着,忽然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咕冬咕冬”、“咕冬咕

冬”,难道蔡伦不就是在这沉重又而忽促的声浪中, 不断

摸索, 反复实践, 才发明了’纸”, 才创造了世界奇迹的

吗! 难道后人们不就是

在听惯了这种一年到

头永不停歇的噪声后, 才能真正感受到, 那种没有“纸”

的日子,是多么艰辛又多么可笑的吗!

很早很早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的时候, 我国

就出现了照猫画虎的“象形文字”。可是当时由于没有

纸, 只好用锋利的刀子, 一笔一划地把它刻在乌龟腹背

的硬壳和牛、羊、猪、鹿等野兽的肩胛骨上。清朝光绪二

十五年,曾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情: 有个叫王懿的

人, 在他买回的中药里,发现了一块块“龙骨”, 使人更为

惊奇的是,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古代文字。于是, 人们纷

纷议论,认为一定是神灵显圣、天意降凡,是绝好的“兆

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其实, 这就是那时留下来的甲

骨和甲骨文。近几十年来, 不是在我国河南、陕西、山西

等许多地方 ,也发掘出刻有文字的殷商甲骨吗! 可想而

知, 用这种方法、这种材料记事, 该是多么不便! 它一直

延续到春秋战国时代, 才逐渐被淘汰, 而改用了竹片做

的“简”和木片做的“牍”。这期间,也留下许多趣闻, 今天

听来是多么可笑:

战国时, 有个学者名叫惠施,到外地旅行访友,光是

随身携带的“书”,就装了满满的几车。秦朝开国皇帝秦

始皇,每天批阅的公文,常常要在一百二十斤以上。汉武

帝即位不久, 诏征天下贤士,许多人纷纷上书, 东方朔也

写了篇文章, 共用竹简三千余片,由两名壮丁抬进宫去

⋯⋯后来,又出现了新的书写材料, 那就是价格昂贵的

帛⋯⋯。

漫长的历史,犹如永不枯竭的大河, 它总是在崎岖

不平的大地上, 时时迈出新的步伐。直到东汉时代, 曾在

宫廷当过宦官、中常侍、尚方令的蔡伦,总结了民间积累

的经验,在能工巧匠共同努力下, 最早把树皮、麻头、破

布、旧网等原料切碎, 煮烂, 做成纸浆, 经过捶打,加进粘

汁,溶在水中,再用细帘一张张均匀地捞出, 取下、铺平、

晾干⋯⋯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以专门方法制造出来的

植物纤维纸,真正的纸! 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和帝元兴

元年) , 蔡伦把自己亲手制成的纸献给皇帝, 很快被采

用,人们誉之为“蔡侯纸”。

当时, 还流传着一个十分动听的传说: 蔡伦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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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 在宣纸的著名产地宣州府泾县以造纸为业。他早

想造出一种纯白、细密、柔软的好纸, 为师傅画像修谱,

长久流传。可是一次次、一次次都以失败告终。后来, 有

天他在山里干活, 无意中看到有的檀树倒在溪流边, 年

深月久、风吹日晒,被水浸得腐烂发白。朝思暮想着造出

特好白纸的孔丹,立刻受到启示, 欣喜若狂, 即刻着手用

檀树皮做原料造纸, 不知经过多少挫折、失败, 十多年

后, 终于成功了。这也就是唐代宣纸的雏形⋯⋯

怀着兴奋心情, 离开石臼, 继续朝里面走去。不料,

偌大祠堂,再难找到其它文物了。不过,这也难怪, 解放

前屡遭洗劫、破坏,哪里还会留下更多东西供人参观!

走出蔡侯祠, 夕阳已经坠下, 刚刚被晚霞“烧”红了

的鳞片般的白云, 也随之渐渐暗淡下来。天还没有黑, 整

个大地、房舍都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之中。从祠门向左

后方步行几十米, 就可见到一座突起的古冢。半圆形的

门额上,嵌悬着郭老题写的“蔡伦之墓”四个苍劲古朴大

字。我伫立墓前,凝望着, 不由自主地脱下军帽,一股强

烈的肃然起敬的感情, 春潮般涌来, 使我久久难以平静。

蔡伦, 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你是劳动智慧的结晶, 你的

崇高业绩已深深印在世世代代人们的心里。看墓前这株

高大的香樟树,枝叶茂密,躯干挺拔,正是全国亿万人民

深情厚意的象征! 它迎曙光,送晚霞, 披风露,浴霜雪, 日

日夜夜屹立在墓地,时时刻刻守侯着这位长眠于九泉之

下的不朽英魂!

蔡侯祠对面,是口银镜般的长方水塘, 传说是蔡伦

漂洗纸浆的地方, 人称“蔡子池”。周围鸟语花香、绿柳成

荫,令人赏心悦目。我踏着镶嵌在岸边的平整条石, 悠然

跨上池心小桥,俯身下望, 那清澈见底的碧波, 随着阵阵

晚风, 荡起道道涟漪, 在不住地飘涌着、扩散着, 并把我

的视线牵引到对面那座富有民族色彩的六角亭中。只见

里面竖着一具洁白“玉鼎”, 足有两米多高, 是用整块岩

石凿出来的。鼎上刻着: “炉中千年火, 瓶中万人情”。不

难看出后人对蔡伦的崇高敬意与深切怀念!

夜幕降临, 一轮圆月冉冉升起, 在小桥左右的池水

中同时涌出两面金盘。月光如泻,碧波似锦, 长天,大地,

都被这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 这大半就是久为人们传

诵的耒阳八景之一“蔡池双月”吧! 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

良宵佳地, 我情不自禁地诵起了那脍炙人口的名句“月

是故乡明”!

我想: 这深沉的蔡子池、古老的蔡侯祠、庄重的蔡伦

墓⋯⋯将永是灿烂文化的“明月”,为祖国增辉添彩, 世

代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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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锅是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开

始进入我国普通百姓的厨房的, 但是,

它的发明却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

1679 年, 正值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

国内迫害新教徒, 当时的法国物理学家

D·帕潘为了躲避这种迫害, 就跑到了

德国 ,在异地他乡艰苦的环境下, 他仍

坚持研究液体的性质。有一次,他登上

一座高山,所带的干粮吃完了, 不得不

煮马铃薯吃。他将马铃薯在滚开的水中

煮了很久,可是, 当他吃的时候马铃薯

却还是夹生的。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

他的思考。

帕潘对于这一偶然发现的现象, 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

密: 大气压和水的沸点之间存在着正比例的关系,在高

山上气压低,水的沸点也就低,水虽然烧开了,但热力不

足, 所以马铃薯就很难煮熟。帕潘由此想到, 增大气压能

使水的沸点升高, 也就能够缩短煮熟食物的时间。那么,

能否采用人工增压的方法, 来促使食物快熟?

于是,帕潘亲自动手用金属制成一密封的容器, 内

装一些水, 外面不断加热,容器内压力不断升高,沸点果

然也升高了, 里面的水超过 100摄氏度才沸腾。然后, 他

对这个密封容器加以改造, 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只压力

锅, 被称之为“帕潘煮锅”。

压力锅传到英国后,英国的贵族们举行了一次名为

“加压大餐”的宴会, 宴会上的食物全部用压力锅制成。

当时一位绅士吃了用这个锅煮出来的牛肉, 兴奋地写下

了赞美词: “无论是鱼还是肉, 一经‘消化锅’烹煮, 最坚

硬的骨头吃到嘴里也软的像奶酪一样。”从此, 压力锅又

有了“消化锅”的别称。

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得知此事后,亲自请帕潘为他

做一只压力锅。这时,帕潘却有些害怕起来, 因为,他做

的压力锅缺乏安全设施, 弄不好就会成为一枚“炸弹”。

为了防爆, 帕潘又对压力锅进行了改进: 加厚锅体,并在

外围加了一个防爆金属网罩; 加重锅盖, 使它紧紧地扣

在锅上。

1927 年, 法国工程师奥蒂埃对帕潘的产品进行了改

进,研究出了可控压力锅,并申请了世界专利。现在人们

使用的压力锅基本上类似于奥蒂埃研制的压力锅。

1953 年, 法国布洛涅冲压制品公司的莱斯居尔三兄

弟对国内外的 40 多种压力锅进行比较研究后, 研制出

了 SEB 型超高压锅,即使当限压阀气孔发生堵塞时也不

会发生爆炸。这种新型压力锅的独到之处是, 在锅盖上

装有一个挠性叉柱, 叉内可以装入一根钢棒,钢棒两端

分别插入压力锅的两个把手内, 与压力锅形成一个整

体。当限压阀气空气发生堵塞时, 锅内压力压迫不锈钢

弹簧, 使锅盖开启一条细缝, 锅内的气体便顺着锅身向

下排出,对使用者不会造成任何危险。

张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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