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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日前印发的指南，在低风险地区，经
当地党委政府同意，可以举办营业性
演出活动。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印发《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
防控措施指南》《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娱乐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
南》，有序推进这些场所恢复开放。

指南要求，坚持常态防控、有序
开放、预约限流。在充分做好防疫措
施的情况下，在低风险地区可以举办
营业性演出活动，但暂缓举办中大型
营业性演出活动，暂缓新批涉外、涉
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活动（演职人员已
在境内的除外）。在中、高风险地区，
暂缓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各地应
当严格按照属地党委、政府统一部
署，以县域为单位，分区分级，确定上
网服务场所、娱乐场所恢复开放时间
和具体要求。

指南要求，恢复开放的演出场
所、上网服务场所、娱乐场所应当严
格执行人员预约限流限量措施。含
有多个剧场的综合性演出场所，同时
只能开一个剧场。恢复开放的上网
服务场所要采取预约消费、错峰入
场、间隔就坐等措施，接纳消费者人
数不得超过核定人数的50%，每个包
间也不得超过核定人数的 50%。歌
舞娱乐场所接纳消费者人数不得超
过核定人数的50%；游艺娱乐场所内
接纳消费者人数不得超过核定人数
的50%。（据新华社）

文化和旅游部：低
风险地区可举办营
业性演出活动

文化短讯

自从甲骨文出土，殷墟发掘成
功，古代文献记载的许多商代史事
得以印证。商人好田猎尚武功，重
农业尚饮酒，重鬼神尚占卜，开创
了独具特色而又丰富绚烂的青铜文
明。在文献记载中这一时代有时称
为“商”，有时称为“殷”，又或称
为“殷商”，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今
天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名号，如
何称谓这一王朝？商丘与商国号之
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什么商丘
被称为“殷商之源”呢？

一、 “殷”“商”名号的由来

在 我 国 古 代 文 献 中 ，“ 殷 ”
“商”常常混用。《尚书·微子》
篇里，既说“今殷其沦丧，若涉
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又说

“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
沦丧。”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
集——《诗经》，《大雅·文王》
中 既 说 ：“ 商 之 孙 子 ， 其 丽 不
亿”，又说“宜鉴于殷，骏命不
易”，《商颂·玄鸟》说：“天命玄
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商之先，受命不殆……殷受命咸
宜，百禄是何。”《商颂·殷武》又
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昔
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
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目前所
见西周最早的青铜器《利簋》开头
便是“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周康
王时期《大盂鼎》铭文有“我闻殷
坠”，称商为“殷”。

商王朝为何会有“殷”“商”两
个称号呢？这一问题东汉学者已经
注意到，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诗
谱·商颂谱》说：“商者，契所封之
地”，唐代孔颖达《疏》：“商者，成
汤一代之大号，而此云商者契所封
之地，则郑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
代号也。”又《尚书·盘庚》孔颖达
《疏》：“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
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司
马贞《史记索隐》称：“契始封商，
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
天下号。”

这 种 观 点 认 为 ， 商 王 朝 称
“商”或称“殷”，都来自地名。商
汤建国之初以先王所封之地“商”
作为国号。盘庚迁殷后，改称殷，

或称殷商。这一说法出自汉唐著名
经学家，影响十分深远，也是流传
最为广泛的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简
单地归结为“迁都改号”说。

与“迁都改号”说不同的是近
现代学者提出的“自称、他称说”，
这种观点以罗振玉、郭沫若等知名
史学家为代表。罗振玉根据新发现
的殷墟甲骨卜辞指出：“史称盘庚以
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
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
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
商乙，虽居河北，国尚号商”；郭沫
若后来也指出：“根据卜辞的记载看
来，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
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
中才称之为殷……殷代无所谓盘庚
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
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亳无根
据的。”在殷墟甲骨文中，未有商人
自称“殷”的例证，但是称“商”

“大邑商”却多次出现。所以，在盘
庚迁都之后，这个朝代的人仍以

“商”称呼自己。在西周早期的金文
中才出现以“殷”代“商”的现象。

商人始终以“商”自称，“殷”
是周人对商的称谓，是他称。这种
观点出自近现代知名史学家，有出
土文献为证，在学界有着较深的影
响。

二、“商”名号与商丘

“商”名号本于地名，“商”是
商人祖先始封之地。《史记》记载

“契封于商”，然而契所封之“商”
在何处，则由于记载不详而存有分
歧。《史记》三家注中便引述了郑
玄、皇甫谧、宋忠、李泰等各家的
观点，郑玄以为在太华之阳（今陕
西商洛），宋忠以为相土就契封于
商，即 《左传》 中阏伯所居之商
丘，在宋地（今河南商丘），《水经
注》 中又提阏伯之商丘在故卫地
（今河南濮阳），诸说歧义迭出，相
互龃龉。

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明
确提出“商”在商丘。主要依据的
是《左传》中的三则材料：

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昭公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
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
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
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
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
也，大火谓之大辰。”

《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商
丘在宋地”，《疏》引《释例》曰：
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
县也， 综合这几则材料，王国维提
出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
地，“商人”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
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
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
天下而不改。

此外，据《左传》昭公十七记
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其星为大水”可知，春秋时人对帝
丘、商丘之别十分清晰，帝丘在
卫，其星为大水；商丘在宋，其星
为大火。因此阏伯所居之商丘亦不
可能在卫地（河南濮阳）。

这些记载还表明，商人与观测
天象有密切关系，这与“商”字字
形“在高台上观测大火星”的形象
相合。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商”“商
丘”为一地，“商”作为地名，很早
就已出现，本为高辛氏之子阏伯所
居，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

殷商的先公和盘庚以前的先
王，虽然经过多次的迁移，而殷商
的先公居住在商地较多，并且商为
始封之地，因此“商”这一称号在
商人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影响最
大 ， 直 至 迁 殷 之 后 仍 然 保 留 了

“商”的称号。“商”字本无下面的
“口”形，原为地名，后来逐渐成为
族名，再上升为国号。随着商王朝
的发展强大，“商”字之内涵亦越来
越丰富。既有先商圣地的意义，同
时也彰显着商族政权的神圣地位。

三、“殷”名号辨析

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始终以
“商”自称，未为称为“殷”者，且
目前发现两例被释为“殷”的文
字，皆与商名号或地名无关。因
此，现代学界普遍认为商代始终自
称 “ 商 ”， 并 未 因 迁 都 而 改 称

“殷”，“殷”是周人对商的称呼，是
他称。但周人为什么称“商”为

“殷”，“殷”与“商”有何不同，学
界还存有争议。

（一）“殷”起自地名“衣”。如
郭沫若认为，“殷”来自卜辞中的地
名“衣”。周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
定为“殷”。衣是卜辞中的一个小地
名，是殷王畋猎的地方。周人称商
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

（二）“殷”起自夷，是周人对
东方商部族的称谓。姜亮夫认为

“殷”起自夷，“殷即夷之繁体，即
所谓东方引弓之民”，“殷为后起
字，夷为其初文”，尸、人、夷、殷
为一列系的字形结构之发展；而

“自其音论之，则殷复变如衣”。徐
中舒指出：“周人称殷为夷……衣、
殷、夷读音相近，都是古方音的不
同。”

这两种观点均认为“殷”是他
称，或来自地名衣，或由于夷族之
称谓，且周人称商为殷带有一定贬
斥意味。但西周以来的文献如《诗
经》《尚书》中有大量“殷”“商”
对举混用的例子，说明“殷”并非
贬称。且商人后裔宋人集结的祭祖
颂词 《商颂》 中也自称“殷”或

“商”，更说明“殷”可能没有贬
义。周人早期称商为“衣”可能含
有一定的贬义，但在周灭商后，周
人以“殷”号代称“商”，已经没有
早期敌对或蔑称意味。

（三）许慎《说文解字》：作乐
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
这一说法曾被现代学者予以否定。
如于省吾在 《甲骨文字释林·释
殷》中说：古文殷字像人内腑有疾
病，用按摩器以治之。它和作乐舞
干戚之形毫不相涉。后来胡厚宣、
胡振宇父子将于氏新说推广为：殷
之本义是以灸、刺、按摩的方法治
疗疾病。这一新说虽有一定道理，
但因此而否定许慎之说，则有些不
妥，许慎释殷为作乐之盛亦有其来
源。

许慎所引“殷荐之上帝”出自
《豫》卦《大象》：“雷出地奋，豫；
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上
配祖考。”豫卦上雷下坤，以地上轰
鸣的雷声，象征祭祀先王时演奏的
盛大乐舞。与“殷”字本义作乐之

盛相合。从“殷”字形来看，象人
手执“殳”敲击腹部鼓面之形，类
似古代礼乐中隆重的鼓乐。《诗经》
祭祀先祖的乐舞中多有鼓乐，《商
颂·那》有“奏鼓简简”“鞉鼓渊
渊”，《周颂·有瞽》 有“应田县
鼓”，《周礼·鼓人》掌教六鼓。无
论是祭祀、军旅还是田役等大型活
动，都离不开隆重盛大的鼓乐。
王进锋曾在 《西周文·与殷见乐
舞》 一文从形、音、义三方面综
合考察，认为殷的本初含义就是
身带乐鼓，以槌击之，提出不可
轻易否定许慎之说。并据西周士
百父 《文盨》 铭文说明西周时期
仍然行“殷见”之礼，并伴有舞
乐。这种盛大的乐舞活动被冠以

“殷”字，所以殷又引申为盛意、大
意、众意。

考察周初史事，周人灭商后并
未完全否定商人传统，反而吸收
了很多商人的制度文化。武王灭
商后曾向箕子请教商人的治国法
则，周公诏告康叔要广泛地访求
殷商圣明先王的治国之道，在处
理民众诉讼时也要依据殷商的法
律。周用武力征服商人之后，对
已经顺服于周的殷人，采取了怀
柔政策。因此在周初文献中“殷
商”合用或者是表达对商人的安
抚，称其文化之昌盛。

结 语
综合来看，“商”这一称号与商

人始封之地以及商人图腾有着密切
关系，有神化商王朝政权的意义。
在商代，商人始终都自称“商”，

“殷”是他称。在西周以后的文献
中，殷 （衣）、商混用，均可表示
商。周人称“殷”可能来自“衣”
或“夷”，是周人对商的特殊称谓。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贬义逐
渐消除，古人常常殷、商对举，以
增加行文的韵律性。“殷”本义有

“作乐之盛”，“殷商”两字合用时，
“殷”或可释为盛大之意。商丘既是
商人祖先居住之地，与商国号之来
源密切相关，在历史上便有商、商
丘之称，同时又是殷商后裔所居之
地。在今天的语境中，“殷商之源”
表明了商丘是灿烂的商文化发源地
这一重要地位。

商丘为什么称为“殷商之源”
□ 薛立芳

2020 年 3 月 20 日，在睢阳区
应天路与九州路交叉口一项目工
地，发现明代曹代萧墓志铭和与夫
人苏氏合葬墓志铭。睢阳区文物局
及时采取了保全措施。两块墓碑分
别由杨稿、周士朴撰文，陈国是、李
思诚书丹。此前曹代萧公开的资料
不多，通过认真学习研究两块碑文，
勤政爱民的一代能吏跃然纸上。

曹代萧 （1554——1610），字
画一，别号莒岸，河南商丘市睢阳
区人。祖籍山东莒州，为纪念家
乡，并先祖渡河迁居，故别号“莒
岸”。其先祖南泉公苦于当地苛
政，始渡河迁居商丘。历任户部四
川司郎中、山西按察司副使等职。
曹代萧生于明嘉靖甲寅年 （1554
年）十一月十四日，少时即聪慧异
常，才名斐然，闻于乡里。万历丙
戌年 （1586 年） 进士。戊子年
（1588年）任京城分校官，所举荐
的李思诚、陈廷谟等十一人，后皆
成知名人士，无论学术、政绩上都
很有成就，其中李思诚官至礼部尚
书，加太子太保。己丑年 （1589
年）授刑部主事，精通律法，为人
刚正。

当时守卫京师九门的将校军官
杀民邀功，习以为常，一时民怨沸
腾。曹代萧明察暗访，搜集实证，
抱牍力白，为民平怨。辛卯年
（1591年）曹代萧奉旨巡查关外监
狱。其详查实情，以法论断，不以
爰书（中国古代的一种司法文书）
论决，使之当年被判决的死囚比以
往少之又少。壬辰年 （1592 年）
朝廷考察三年绩效，因成绩突出，
父、母、妻皆得皇封。

是年冬升户部四川司郎中兼掌
南畿财赋。时中官（太监）与商户
相互勾结，耗蠧内供金钱，时日已
久，无人敢问。曹代萧到任后一一
查明，又不动声色严肃公正地处理
了贪腐事件，声望大起。

值浙江嘉兴府出缺，曹代萧出
任嘉兴知府。嘉兴乃浙、闽、广三
省要冲之地，交通发达，商业繁
华，官吏贪腐，奢靡之风严重。曹
代萧查处贪官污吏，整治民风，并
颁布命令：“户婚田舍等事，宜质

之令吏。而奸贪不法重大者，吾与
若理之僅，六七纸仍听德自息。惟
舞文忤挟诈鼓衅者，必惩。”一时
间贪腐奢靡皆无，则上下安悟，有
清净宁一之风。

曹代萧闲暇时和学子们论德谈
文，终日不知疲倦。他所品评奖拔
的学子，大多以科第显岁。

丙申年（1596年），父逝，曹
代萧痛不欲生，辞官奔丧。嘉兴士
民迤逦送之江滨，拜且泣曰：“安
得后有刑清政简如曹使君者，卵翼
我呼。”代萧三年宅忧，恪守礼
节，形容消瘦。期满，除丧服，补
永平知府，治政一如嘉兴。并考两
郡政绩，以政绩卓著再受封赠：追
赠其父为中宪大夫，益封其母为太
恭人，妻苏氏为恭人。曹代萧升任
山西按察司副使，备兵昌平。

昌平乃京城北门锁钥，战略要
冲之地，曹代萧奉简书则益，整饬
军务，尽心尽力。

三殿起火焚毁之后，朝廷加重
矿税。一些官吏趁机横征暴敛，居
庸之税犹其重。煤窑户不堪其苦罢
产罢工。都城无煤，煤窑户失业，
京郊骚乱不断，形势堪忧。明廷派
曹代萧平定此事。朝廷官员有人上
奏征兵剿之，曹代萧尽力阻止。曹
代萧勇于承命，不惧个人安危，单
骑入山。晓之以朝廷恩威，许之以
解散自新，只惩首恶，万众欢呼，
顷刻乱定。矿税也回归正常，并改
属有司管理。

辽远宁前道缺人，大司马与铨
推荐代萧，曰：“非曹公不可。”迁
代萧宁前道大用。然而，曹代萧在
宁前道遭遇僚属擎肘，政令难以执
行，加之曹母生病，代萧请假归家
养母侍疾，累月衣不解带。母逝，
曹代萧悲痛异常，步履间颇有病
态。闭门读书，为母守孝，教育子
侄，与二三知己赋诗谈文修然林
下，结“香山、洛社”之会，效仿
当年睢阳五老之事。万历三十八年
（1610 年） 四月十六日曹代萧病
逝，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年） 归
葬于城东两公里处祖茔之右。曹代
萧著述颇丰，有诗文行世，被志书
列为乡贤。

勤政爱民曹代萧
□ 李卫华 李尧天

在夏邑县骆集乡曹楼村曹张氏
家有一座四角楼，该楼有一百多年
历史，据说曾是抗日名将彭雪枫将
军和蒋嘉宾司令指挥抗战的瞭望台。

这座四角楼南北宽3.69米，东西
长 4.16 米，现在的实际高度是 5.79
米，楼顶有被拆除的迹象。据 86岁
的曹张氏介绍，这座楼过去曾被红
卫兵拆了两次，当时建成的高是6.99
米。该楼平顶，墙体分三段，上段
和下段为砖砌而成，高度各有 1.5
米，中间是泥土筑成。

这座楼建于 1908 年，出资建楼
的人是曹连仲。曹连仲是曹张氏的
公公，上个世纪初曾在砀山县城开
染房，因为颇有积蓄，所以盖了这
座楼。

此楼历经历史的风云变迁，据
说它和抗日名将彭雪枫和蒋嘉宾颇
有渊源。据 90多岁的抗美援朝老兵
曹灯山介绍，彭雪枫将军当年率军
在中原地区抗战，国民党苏鲁豫皖
边区第十八纵队少将司令蒋嘉宾率
部在邻近夏邑的安徽砀山、河南虞
城抗战。因为同是抗日，两军经常
联盟作战。当时曹楼村南部的千佛
阁、小楼子、八里庄都驻有日伪
军，三个村子距曹楼村均有六七里
路，分别位于曹楼村的西南，正南
和东南。1944 年夏，彭雪枫将军联
手蒋嘉宾司令率部开始向盘踞在这
三个村的日伪军攻击。国共盟军首
先攻击的是千佛阁的日伪军，其次
是小楼子的日伪军，再次是八里庄
的日伪军。当时战斗断断续续，每
次作战前，彭雪枫将军总是和蒋嘉
宾司令共同察看敌情。察看敌情的
时候，二人总是来到曹楼村登上这
座四角楼，拿着望远镜向南部敌方

眺望，然后制订作战计划。1944年
夏秋，二人曾多次登此四角楼察看
敌情。直到千佛阁、小楼子、八里
庄三个村的日伪军被歼灭完毕。

据曹灯山介绍，战果最辉煌的
是 1944 年麦收后的千佛阁歼敌战。
千佛阁踞有日伪军一二百人，当时
趁着黑夜盟军攻进千佛阁，歼灭大
量敌军，残余力量四散而逃。天明
时分七八个潜逃在曹楼村的日伪军
被群众抓获后用锄头等农具当场打
死。

后彭雪枫将军去世，蒋嘉宾司
令也离开了国军部队。但是为了纪
念彭雪枫将军和蒋嘉宾司令的那段
历史，虽然这座四角楼残破，曹连
仲的后人一直保留着这座土楼。“文
革”中，红卫兵曾两次动手拆除此
楼，都被曹连仲后人竭力劝说，此
楼方得存留至今。

也许上天被曹连仲的子孙护楼
的精神所感动，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这座土楼曾给曹家带来了一桩美
满姻缘。蒋嘉宾是砀山县赵屯镇蒋
庄村人，其长子叫蒋德光，自幼生活
在蒋庄村。蒋德光有三女一子，其长
孙女叫祝新兰（因为过继亲戚家，所
以改姓）。1983 年，有人
给祝新兰介绍对象，相亲
之后，了解得知男孩是曹
连仲的孙子曹学礼。由此
姻缘两家不禁想到了彭雪
枫和蒋嘉宾当年曾经战斗
过的四角楼，认为此姻缘
是天造地和，蒋德光立即
催促成就婚事。婚事订下
之后，1985曹学鲤和祝新
兰喜结连理百年好合。

（本文图片由曹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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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风雨的四角楼

本报讯（季哲）日前，我市青年作
家班琳丽的报告文学《背粪筐的作
家》获“ 第三届河南省报告文学奖三
等奖”。

《背粪筐的作家》发表在《中国作
家》杂志2019年第9期纪实版。作品
报道了我市农民作家王根柱70年笔
耕不息的文学历程以及60年坚持为
一个文化梦奔走呼号的文化情怀与
自信。

“河南省报告文学奖”是在省作
协指导下，由省报告文学学会、时代
报告杂志社共同主办，每两年评选一
次。旨在鞭策和鼓励我省广大报告
文学作家，用真心、真情弘扬讴歌新
时代，以昂扬的斗志创作出更多思想
性、艺术性俱佳的报告文学精品力
作。本次评选的作品均为 2018 至
2019年度刊发于拥有国家正规刊号
的期刊、出版社及省级以上报纸上的
报告文学作品。最终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 8部（篇），优秀奖 12部（篇），
特别奖一部（篇）。

《背粪筐的作家》获
河南省报告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