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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真

大秦？产品质量溯源系统？这也
不挨着啊。

确实，再时髦的“老秦”大约也说不
出“产品质量溯源系统”这种十分现代
的词语。可是，不会说，不代表人家不
会做啊。秦人不知道“产品质量溯源系
统”，还不知道“物勒工名”吗？

“物勒工名”什么意思呢？“勒”，在
这里是“刻”的意思，可以参考成语“燕
然勒功”。

好像这个成语不怎么常用啊？那
我简单介绍下典故：话说东汉和帝永元
元年，咱们大汉的车骑将军窦宪在追击
北匈奴时，一股“追穷寇”热血根本控制
不住，一脚油门踩到底，一下子就打到
了塞外三千余里的燕然山。这燕然山
有多远？这么说吧，燕然山现在叫杭爱
山，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离西安的直

线距离都有 1700公里！窦将军一看，
“哇塞，这打得有点远啊，咱们好不容易
来一趟，怎么也得留个纪念吧”。于是，
他就让大文豪班固写了篇《封燕然山
铭》，并将这篇大作刻在燕然山的石头
上，做个永久的纪念。后来，“燕然勒
功”就指人们把记功文字刻在石上，再
引申一下，就指的是建立功勋。看到这
里，有没有想到那个更著名的成语——

“封狼居胥”？那位霍去病将军也是“一
不留神就打得有点远”。啧啧，咱们大
汉的将军们书写“到此一游”的方式着
实特别，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好像扯远了，说回“物勒工名”。
其出自《吕氏春秋》：“物勒工名，以
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
其情”。大意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
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便质量检验和

日后的追查。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今天的主

角——就是我了，战国廿四年上郡
守臧戈。

这个“战国”和“廿四年”虽然都
是我的生产日期，但要分开来读。“战
国”是专家推断出的本文物“出生年
代”，“廿四年”则是本文物铭文记录
的“出厂日期”。

有铭文？还是戈？是的，您没听
错，之前确实有位“战国有铭铜戈”已经
介绍过自己了，不过那位出土于桐城，
我出土于潜山。我与那位一样，都是自
带“户口本”的大秦战戈，不同的是，我
的“户口本”上写的是“廿四年上郡守臧
造高奴工师竃丞申工隶臣渠”。

简单介绍一下这段铭文：“廿四年”，
某位秦王的纪年；“上郡守臧”，当地的军
政一把手“臧”；“高奴”上郡辖区内的地
名；“工师”“丞”“工”都是当时官方制造
业的职务名称，解释起来还挺难懂的，不
如简单些，理解为厂长、车间主任和操作
工算了；“隶臣”则表示这个“工”的身份
是刑徒；“竃”“申”“渠”都是人名。

虽然考虑到这些铭文经历过两千
多年不是那么清楚了，或许其中有些字
抄录下来可能不是那么准，但是不难看
出大秦的“产品质量溯源系统”，也就是

“物勒工名”制度还是挺细的——这短
短一行字，就把从生产到监管的全部责
任人都记录了下来。一旦产品质量出
了问题，那就对不起了，按图索骥一抓
一个准。再加上秦法那是出了名的严
（要不要加上“苛”，见仁见智），割耳朵、
在脸上刻字什么的那都是轻的了，除非
是不想好的，不然不可能有工匠敢“摸
鱼”“划水”。

说到秦法严，“物勒工名”是深受法

家学说影响的秦特有的制度么？并不
是。“哼！暴秦！”后世王朝一边骂着，一
边把这种制度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就比
如骂得最凶的汉王朝，自己就建立了国
家级“质量档案”——骨签。至于最广
为人知的“物勒工名”，当属明代那些带
铭文的城墙砖，深深暴露了朱皇帝对建
立“产品质量溯源系统”的渴求……看
来，谁也逃不过“真香定律”。

如今，当然再也不用要求每一个工
匠都在产品上刻写姓名了，毕竟正规产
品上大多都标明了生产厂家，这大概也
能算是现代化的“物勒工名”了吧。可
以想见，随着科技的发展，咱们“产品质
量溯源系统”会越来越先进，但“质量为
先”这一理念，永远不会过时——在我
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
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中，就明确提
到了“质量为先”，“坚持把质量作为建
设制造强国的生命线”，“建设法规标准
体系、质量监管体系、先进质量文化”，

“走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

专家说文物：

“这件战国廿四年上郡守臧戈于
1997年潜山彰法山战国墓中出土。”潜
山市博物馆文物专家李騊介绍说，这件
戈援上扬，中起脊，双面有刃，阑侧三长
方穿，内中部一圆圈，末端向上呈弧状，
上下及末端有刃，近锋处随葬时已断。

据李騊介绍，此戈内两面铸刻铭文
22字，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一面近穿
处铸阳文隶书“上”字，右上侧阴刻小篆

“徒”字；一面阴刻小篆“廿四年上郡守
臧造高奴工师竃丞申工隶臣渠”。“此戈
的出土，对于研究秦统一、楚灭亡及秦
国军事、铸造史，有着重大意义。”

全媒体记者 何飞

大秦的“产品质量溯源系统”
——战国廿四年上郡守臧戈

本报讯 近年来，太湖县北
中镇浮坵村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文
化，采取集中汇演等多种方式，
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
求，树立乡风文明新风尚。

浮坵村曾是市级非遗打鼓书
民间艺术的活跃之地，文化氛围
浓厚。村里有一支成立于2014年
的民间文化艺术团，成员由退休
村干、老教师及各类文艺爱好者
组成，他们各有所长，因相同的
文艺爱好组成一体，通过艺术表
达形式，向群众宣传各项方针政
策，成员已从最初的七八人发展
到现在的20多人。

“我们这里有会打鼓书的、拉
二胡的、唱黄梅戏的、唱山歌
的、讲三句半的……都有擅长的
才艺，分工明确。这几年我们自
编自导开展了很多文化活动，主
要围绕好人好事、乡风文明、环
境卫生、森林防火、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主题编排节目，每年
大型表演活动要开展一两次。”退
休村干、艺术团负责人方昌平说。

浮坵村以民间文化艺术团为
主体，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为依
托，加强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学习和传播，开展“一村一品”地方
特色展示展演、“民星进城艺术下

乡”品牌建设、送戏曲进村（校园）、
乡村广场舞、体育比赛、村级春晚
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艺术团成员陈显虎也是一名
退休村干，在团里主要负责导
演、作词、演奏指挥等工作，几
年来围绕打鼓书自编自导了十几
部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
演出来。

“鼓板一打响四方，全村老少
喜洋洋，昂首走进新时代，放歌
浮 坵 咱家乡……”浮 坵 打鼓书
《唱响新时代》唱出了浮坵人民美
好幸福的全新生活，唱出了当地
群众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的喜悦
心情。

浮坵村不断传承和发扬打鼓
书的表演方式，创作和传唱讴歌新
时代生活，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把致富兴业、生态环境、乡风文
明等内容穿插在打鼓书内，让广大
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每
逢重大节日活动，村里在举办的文
化汇演活动中，都要将打鼓书搬上
舞台。该村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明实践活动，让打鼓书“飞入寻
常百姓家”，使广大村民在打鼓书
中得到熏陶。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吴承钺）

太湖：

山村艺术团播撒文化种子

潜山作为“皖国古都”，地处吴头楚
尾，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
这里既有吴魏征战的金戈铁马，也有

“小乔初嫁”的浪漫缠绵。因此，潜山的
许多地名，与三国文化有关。

胭脂井，位于潜山市“二乔公园”
内。东汉末年，美冠江南的姐妹花大
乔、小乔随父亲乔玄来到庐江郡皖县
（今安徽潜山）广教寺即今梅城王湾一
带躲避战乱。这里溪水环曲，松竹郁
茂。相传二乔居此时，每天以井水为
镜，日复梳洗，残脂粉落于井中，井水渐
呈泛浅红色，故名胭脂井。

据《三国志·吴书》载：“从攻皖，拔
之。时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孙）策
自纳大乔，（周）瑜纳小乔。”裴松之注此
传时引用了《江表传》，也说，策从容戏
瑜曰：“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
婿，亦足为欢。”孙策、周瑜迎娶二乔是
在建安四年攻克皖城之后，当时两人都
是二十四岁，而二乔也正值青春年少，
花样年华。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
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孔明明
知小乔“乃瑜之妻”，为激东吴抗曹，说

“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
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
闭月羞花之貌。”、“今虽引百万之众，虎
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
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
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
并诵曹植所作《铜雀台赋》：“……揽‘二
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周瑜听
罢，勃然大怒，果然下定同破曹操的决
心。诸葛亮虽是借《铜雀台赋》中的“二
乔”说事，但不可否认，江东二乔之美是
常人所不及的，因而也就很自然成了文
学艺术的描写对象。

落马桥，位于潜山市余井镇岭头西
边的田畈上，虽经千年风雨，依然坚挺
绰约。这是一座单孔型石拱桥，跨度约
5米，主桥为双层条石结构，由100块青
石条砌成，桥面上的中轴石两端，各立
石凳，既可压护桥面，也供行人歇息休
闲。据当地老人说，桥的条石缝隙，用
桐油、糯米稀和石膏粉黏合，十分牢固。

落马桥名字缘于民间古老传说。
东汉末年，曹操亲率83万人马下江南
征讨孙权，马不停蹄，从怀宁经“撵曹
沟”奔驰而来。不料，随军而行的卞夫

人在“育儿村”所生的婴儿曹植，由于一
路颠簸，惊风受寒，吐奶不止，面如土
色。曹操得知，心急如焚，因征讨心切，
仍策马奋进。行至洪水滔滔的河边，曹
操坐骑狂奔乱跳，竟将他从马背上抛出
几丈远，跌落在河边沙滩上。曹操连忙
爬起，发现毛发未损。暗自思忖：“此乃
天意。”赶忙传令，大军就地宿营。傍
晚，曹操不顾鞍马劳顿，串门走户，寻医
问药。在大军驻扎的河对岸，遇一老
者。曹操说明原委，老者说，这里缺医
少药，哪有郎中。不过，乡间倒有用锅
心土煎水喝医治婴儿吐奶的单方，不妨
一试。曹操大喜，立即命人到老者家中
灶内取来锅心土煎水，小曹植服下果然
吐奶即止，脸上泛起笑容。曹操为感谢
老者的恩德，当即命将士买来木料，在
这河上架起一座便民桥。再过些日子，
人们将木桥改建成单孔石拱桥，名曰

“落马桥”，桥下的河为落马河。
马道头，今潜山市痘姆乡政府所在

地。相传这里是曹操83万人马下江南
浩浩荡荡经过的地方。那时间，战马嘶
鸣，马蹄声声，千军万马，疾驰而过。马
道头的名字流传至今，不远处兵马安营

扎寨的山岭，则被称为营盘岭。
吴塘堰，坐落在现今野寨对面。吴

塘堰自汉献帝建安五年扬州刺史刘馥
始建至今，有1800多年的历史，历经沧
桑，几易闸址，经历代修治，还在造福于
民，为五丰河万亩灌区发挥效益。

《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
汉中地，张辽威震逍遥津”为此提供了
佐证。那时的皖城，“其山深秀而颖厚，
其川迤逦而荡谲”。书中说，吕蒙献策
曰：“见今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屯兵于
皖城，大开稻田，纳谷于合肥，以充军
实。今可先取皖城，然后攻合肥。”权
曰：“此计甚合吾意。”攻皖城时，孙权手
下大将甘宁手执铁链，冒矢石而上。朱
光令弓箭手齐射，甘宁拨开箭林，一链
打倒朱光。吕蒙亲自擂鼓，士卒一拥而
上，乱刀砍死朱光，余众多降，得了皖
城。吴军进驻皖城后，整修潜水堰，遂
将其改名吴塘堰，“民德之”。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叶余根

潜山地名中的三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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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这 样 的 活 动 真
好，我们老百姓特别喜欢，现如
今搬个小板凳到家门口，就能看
到这么精彩的戏曲节目，让我们
重新感受到小时候在公社看露天
电影的情景，让人感动又怀念。”
望江县雷池乡沟口村村民朱小红
开心地说道。

4月6日，安庆市京话艺术剧
院演职人员走进望江县雷池乡沟
口村进行首场“送戏进万村”演
出活动，为乡村群众送来了一场

“文化盛宴”，为扩大受众面，文
艺演出安排在下午和夜晚，每场
演出近两个小时，节目贴近群
众，村民们看得目不转睛，现场
不时传出叫好声和掌声。文艺演

出以歌舞开场，以黄梅戏为主
体，复排村民耳熟能详的桥段，
《女驸马》、《天仙配》、《罗帕记》
等经典黄梅戏，旋律优美，字正
腔圆，给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美好的回忆。

据悉，“送戏进万村”活动是
望江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安
庆市京话艺术剧院承担演出任
务，为雷池乡 11个村各送上一场
正规演出。“送戏进万村”活动是
文化民生工程，旨在以文化丰富
百姓精神生活，用文艺的形式，
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展现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通讯员 黄辉 全媒体记
者 付玉）

望江：
送戏进万村 文化惠民生

地名故事故事

战国廿四年上郡守臧戈

4月10日，怀宁县茶岭镇泉合村群
众在法治文化广场看书。近年来，怀
宁县建成300多个法治文化广场，提升
了广大群众法治文化素养，切实增强
了全民学法用法意识。

通讯员 檀志扬 曹晓春 摄

法治文化

润泽乡村

本报讯 在桐城市文昌街道
官桥村不难发现，不少村民家门
口挂有一块牌子，上面的内容各
不相同：“最美家庭、光荣之
家、十星文明户”……朴实的字
句，讲述着这些家庭奉行的处世
之道。

近年来，文昌街道为移风易
俗立规矩，引导广大群众养成勤
俭节约、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
葬、破除迷信”渐成风尚，展现
出了一幅文明和谐、美丽幸福的
新画卷。

把“简易安葬”写进遗嘱

“现在是特殊时期，为了社会
大家的安全，在我去世后，花
圈、花匾、花塔、花篮等祭祀品
一律不收，不请歌舞团、戏班
……”六尺巷社区宗伯第1号大院
内的90岁高龄的王爹爹在去世前
几天叮嘱家属，这段朴实的语言
不是说遗产如何分配，也不是家
规家训，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
是要求子女要按照政府的“殡葬
改革八不准”要求，为老人自己
节俭办丧。

为了加快移风易俗的步伐，
树立文明新风，文昌街道发出
《关于移风易俗的倡议书》，整
治规范殡仪行为，倡议去世后
不 准 超 期 办 丧 ； 不 准 大 操 大
办；不准扰民办丧；不准违规
出殡；……倡议书发出后得到了

群众的积极响应。

把“文明餐”搬上大舞台

“节目表演的就是我们自己、
身边人、身边事，特别有意思!”4月
6日，文昌街道在市民广场搭起文
化大舞台，一场“讲文明、树新风、
改陋习”主题实践文艺演出精彩连
连，吸引许多群众、游人驻足围观。

群 众 “ 点 单 ”， 社 区 “ 送
单”。文昌街道凝聚群众，引导

“群众演群众”，12个社区（村）派送
16个汇演节目组成“文明餐”，端上

“群众戏台”，通过质朴的语言和真
诚的表演，讲文明事，话文明风，劝
改陋习，从普通百姓的视角，真
感情、真感受，使广大群众深深
体会到文明的力量和作用。

破旧立新，重塑新风。文昌
街道打出一“破”一“立”两张
牌，通过严控喜事大操大办，利
用核心价值引领导向，集中整治
顽症恶疾，开展移风易俗测评，
开展文明村（居）、小区等举措来
全域推行移风易俗工作。

此外，文昌街道还把开展文
明家庭、身边好人、好媳妇、好
婆婆等评选活动与移风易俗活动
挂钩，倡树孝老爱亲、勤俭持
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和社会
风气。同时依托农村文化广场，
开展大规模、高密度的“送”文
化活动，熏陶新乡风。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
员 陶鑫）

桐城：

移风易俗“新变化”撑起文明“新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