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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随笔

古人也愁

少白头

最近，80 后“白发书记” 意外成

了“网红” 。

说到头发， 古人也非常珍惜，并

以此作为对父母最基本的报答。 《孝

经·开宗明义》云：“身体发肤，受之

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 这便是

“人以头发为本”的最好注释。 由此，

古人认为非自然白发（即少白头）主

要是紧张、忧愁、郁闷、疲劳等精神原

因造成的。

于是，为敬“孝” 和增添自信，古

人也穷尽脑汁地开发治疗白发的医

方。文献记载我国最早染发的历史名

人，是 2000多年前的王莽。王莽使用

了何种“染发剂” ，史无记载，无从考

证。 东汉时期整理成集的《神农本草

经》有中草药医治白发的方子，不过

好像是“食疗” 。 倒是东晋炼丹士、医

学家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六有两剂

染发配方：“醋浆煮豆，漆之，黑如漆

色。 ” 醋浆就是米醋，即将黑大豆在

米醋中浸泡一至两天， 一同加热煮

烂，过滤掉渣子，再用小火慢慢将其

熬制成稠膏状。 一种天然的染发膏便

大功告成，这是古代非常流行的一种

染发美发剂。 此染发配方不仅被隋炀

帝后宫广泛采用，还作为宫廷秘方而

载入《隋炀帝后宫诸香药方》。

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外开

放的唐朝，人们对美的追求不再藏着

掖着，白了头的中、青年人纷纷通过

染发让“满头银丝” 变成 “一头乌

发”或其他颜色。 为满足染发市场需

求，连药王孙思邈也加入研制开发治

疗白发和染发剂行列。 唐玄宗时期著

名医学家王焘《外台秘要》也罗列了

多种染发配方，其中的“莲子草膏”

便是一款制作精良的染发油。 由此可

见，唐代的天然染发产品开发已呈商

品化模式。

到宋、明时期，官场染发渐成潮

流。 苏东坡曾讥讽喜欢染发扮嫩的王

廷老：“对花把酒未甘老，膏面染须聊

自欺” 。明代官员染发更甚，连掌管官

员任命升迁的吏部大楼墙壁上也贴

满染发的小广告。 明代一些官员通过

染发 “自造年轻态” 与现代有些人

“档案改小年龄” ，可谓是异曲同工。

古人煞费苦心地研制开发“白发

变黑发” 的医方和染发产品，不正是

为解决“少白头” 们的忧愁吗？ 特别

是那些宁愿遭人讥讽也坚持染发的

文化名人和官员，不正是想通过此法

排解烦恼吗？

赵柒斤

2018�孔学堂再获殊荣

在贵州省首届文化产业“十佳评选” 中，孔学堂荣膺贵州省文化产业

“十佳品牌”

近日，在贵州省首届文化产业“十佳评选” 暨

多彩贵州文化创意大赛颁奖仪式上，“孔学堂” 品

牌获 2018年贵州省文化产业“十佳品牌”殊荣。

据了解， 这是贵州省首次举办的文化产业

“十佳评选”活动，旨在挖掘和展示贵州省文化产

业发展中具有代表性、公信力和引领性的品牌、人

物和企业，推动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除了颁发

2018 年贵州省文化产业“十佳品牌” 外，活动还

公布了“十佳人物” 和“十佳企业” 。 此次获评品

牌、产品，于 11 月 23 日至 25 日在贵阳市举行的

2018 年中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产

品博览会上展示。

据介绍， 孔学堂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落成，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对外开放。 五年多来，孔

学堂始终坚持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的

方针，举办 600 多场传统文化公益讲座，打造“四

季论辩大会” 、“溪山踏歌行” 、“溪山翰迹” 等系

列文化体验品牌，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向广大群众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五年多来， 孔学堂始终坚持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宗

旨，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的

方针，多次举办国际高端学术论坛，积极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播，培育民族文化自觉，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如今，孔学堂已建逐步设成为集

教化、研修、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传统文化教化传

习基地。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五年多来，孔学堂五年多来，孔学堂始终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的方针，

举办传统文化公益讲座，打造系列文化体验品牌，扎实推进文化惠民———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同学们，

你们唯有勤学，才能获取真知，练就一身真本领，

不枉踏入茅台学院的初心……” 近日，贵阳孔学堂

成人礼 2018年走进茅台学院，茅台学院名誉院长、

世界级酿酒大师季克良为 1160 位茅台学子举行

“封坛”仪式。

活动当日， 学子们在名誉院长季克良带来的

长者聆训， 以及授成人章、 齐诵孔学堂成人立身

歌、行三谢礼、授成人证书等庄严肃穆的仪式，完

成了自己人生的转变。 同时，孔学堂谦德传统文化

传习院院长钟中，还带来了《立志与孝道》的专题

讲座。

在“长者聆讯”环节，季克良告诫学子们，现在

唯有勤学，才能获取真知，了解事物变化发展的规

律，练就一身“真本领” ，应对人生的“九九八十一

难” ，不枉踏入茅台学院的初心。 “孕育于赤水河

旁，孕育于茅台的百年发展之中，以‘笃行、匠心、

天贵人和、厚德致远’ 为核心的茅台精神是不断促

进茅台发展的内在动力， 同学们唯有秉承茅台精

神，才能在生活学习中不断前行。 ” 季克良说。

作为一所传承、 弘扬白酒工艺与文化的特色

院校，活动在成人礼相关仪式外，还由茅台学院名

誉院长、世界级酿酒大师季克良郑重地为 1160 位

茅台学子“封坛” 。通过“封坛立志” 这一源自酿酒

工艺的重要仪式，寓意酒坛中的不仅是一份“成人

誓言” ，更是一份成人的责任，期待学子们经过四

年的努力，开启自己如美酒一样精彩的人生。 据介

绍，四年后学子们毕业时，将一起开启这份回忆。

学院 2018 级学生袁会林表示，名誉院长季克

良是茅台发展历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不仅

是著名的白酒专家， 还是世界级酿酒大师和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带来的“长者聆训”

和“封坛立志” ，不仅是人生的激励，其实也是精神

的传承。 经过此次活动，自己对茅台精神、对今后

的人生都有了新的认识。

孔学堂“成人礼” 是青少年年满 18 岁时举行

的象征迈向成人阶段的仪式，通过庄严的仪式，宣

告青年从“孺子” 正式转变为跨入社会的成年人，

完成角色的转变，正视肩上的责任。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孔学堂成人礼走进茅台学院

季克良为 1160位茅台学子“封坛”

一：极罕见的姓。 明代有灵寿县丞一炫宗。 来

源：（1）为北魏代北地区“一那娄” 氏之后；（2）

为乙姓之俗写。

二：现代罕见姓。 为贰姓之简写。 《新编千家

姓》收录。 北魏有平阳太守贰尘。

三：罕见姓。 现在北京、武汉、成都有此姓。 明

代有三成志。

四：较罕见姓。南北皆有，江南稍多。宋代有四

象。 相传为“子”姓后裔。

五：较罕见姓。分布范围较广。汉代有五京；三

国时蜀有五梁；明代有五准。 来源：（1）相传黄帝

有臣子五圣配，为五姓之祖。 （2）一说即伍氏所

改。

六：较罕见姓。南北皆有。来源：（1）相传古代

东夷族首领皋陶之后代分封于六国 （今安徽六

安），子孙以国为氏。 （2）明代方孝孺因不肯为朱

棣（明成祖）起草登基诏书而被杀，子孙为避难改

姓六，江阴六氏即其后代。

七：较罕见姓。 南方稍多。 明代有七希贤。

八：罕见姓。《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西域人

八滑，明代有礼部主事八通。 现代南北均有此姓。

有写作“仈” 、“叭”或“捌” 的。

九：罕见姓。但南北皆有。唐代有九嘉，宋代有

九真，明代有九焯。 来源：（1）传说为神农氏之师

九灵的后代。（2）商纣王时有三公九侯，古有九侯

城；子孙因以为氏。

零：较罕见姓。 南北皆有。 明代有零混。

阎泽川

稀有的“数字姓氏”

直通孔学堂

筷子到底产生于何时，目前说法不一。

大家都倾向于筷子产生于 3000 多年前的殷

商时期。 据《韩非子·喻老》说：“昔者纣为象箸

而箕子怖。 ”《史记·宋微子世家》也印证了这句

话：“纣始有象箸。” 这是我们看到的使用筷子的

最早记录。

试想一下， 商纣王已使用精美的象牙筷子，

说明筷子的产生已有些年头了，不可能是纣王时

代的产物。再者，劳动者使用的筷子非木即竹，想

找到保存下来的最早的筷子，是不可能的事。

1993 年， 在江苏高邮龙虬庄新石

器时代遗址上， 发掘出了 42 件骨箸，

在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

类似发现，说明在 6000 多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筷子并已开始使

用，只是还没有普及罢了。 刘绍义

“筷子”始于何时

国学趣谈

孔学堂背倚大将山，俯瞰花溪河，建筑面积 2 万余平方米，因袭宏伟、大气之汉唐风格，并融入贵

州地域建筑元素。 孔学堂 500米中轴线起于棂星门，过泮桥，拾阶渐上，经大成门、礼仪广场、大成殿，

止于杏坛；左有溪山书院、讲堂群，右有六艺学宫、乡贤祠、阳明祠、奎文阁。大成门前耸立孔子行教像，

高 9.28米，以纪念孔子诞辰。

◎贵阳孔学堂

茅台学院成人礼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