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8日 星期二 A15博物

曾经失而复得
如今深藏不露

青州博物馆所藏明代“状元卷”的故事

□渣啸西风

神兵利器多出春秋战国
多因铜剑质量参差不齐

虽然现代人很少接触刀
剑，但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
多工具刀断裂的情况，比如有
些开山刀砍木头会断裂，以此
来推论，古代刀剑也不是不可
能断裂的。很多人觉
得，古代冶金水平不
行，刀剑岂不是更容易
断裂？确实，古代有不
少神兵利器的记载，但
古代神兵利器的传说
最多的时代是春秋战
国时期。

春秋时期，因冶金
的工艺限制，导致制作
出来的青铜剑质量参差
不齐。青铜属于铜和锡
的合金，所以想要制作
青铜剑，铸造工艺对于
成品剑的质量影响非常
大。比如著名国宝越王
勾践剑，经过检测发现，
这把剑的剑刃和剑身的
铜锡比例是不同的，剑
刃的锡含量更高，所以
剑刃的硬度更高，而剑
身的铜含量更高，所以
剑身的韧性更好，更不
易折断。那个时候，好的
青铜剑是真的可以打断
差的青铜剑，自然属于
神兵利器。

战国时期更是青铜
和钢铁混用的时代，青
铜剑比较脆，碰到铁
剑，被打断很正常。所
以，当时的神兵利器还
真的能打断对方武器。
而且冶铁工艺还不很
成熟，普通铁矿石的杂
质较多，如果用陨铁作
为原料熔炼以后杂质更
少，同时，陨铁大多还含
有锰、铬等元素，比铁
剑性能更好。所以“采
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
英”，可能不仅仅是为
了显示干将莫邪剑的
夸张，而有可能是干将
真的跑了好几座山收
集陨铁，而记载中烧了
三个月的铁英一直无
法熔化，最后莫邪剪了
头发和指甲投入炉中，
又让童男童女三百人鼓风装炭
铁英才熔化，最终做出宝剑。

这个记载虽然有夸张成分，
但很多陨铁因为含有地球上没
有的化合物，确实难以熔化。中
国第一大陨铁——— 新疆青河大
陨铁，重约三十吨，是世界第三
大陨铁。这块巨大的陨铁就曾
数次被人试图熔炼。民国时期
曾被国民党试图熔炼制作武
器，当时的国民党军阀组织人手
用火烧了一个多星期也未能将
其熔化，又因为太重难以搬运，
最终作罢。所以，干将莫邪一直
无法熔化的铁英，有较大可能性
是陨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

干将莫邪这两把剑甚至要比当
时其他的铁剑性能更高，是当时
一等一的神兵利器了。

汉代以后冶铁技术成熟
神兵利器不见正史记载

到了汉代，冶铁技术成熟
以后，在正史中基本见不到神
兵利器的记载，只有传奇小说
中还沿用神兵利器这一设定。

当铁业技术成熟、制作
出质量过关的钢铁后，
好剑性能会更好，但都
是钢铁，也差不了太多，
想要直接斩断对方的刀
剑，难度是很大的。刀剑
作为武器，在战斗中断
裂真的可能会死，对于
古人来说，刀剑不会断
裂的需求是第一位的，
硬度差点，弯了还能掰
直继续用，断了就真要
命了。

很多人觉得古代冶
金水平不行，刀剑肯定
容易断，其实这是个错
误印象。实际上，古代刀
剑正因为冶金水平较
差，反而不容易断裂。因
为古代冶金技术的限
制，冶炼出来的钢材钢
质不匀，需要反复折叠
锻打，把钢质砸匀了才
能使用。这也是为什么
说起制作剑，大家还习
惯称为铸剑，这是沿袭
了青铜时代铸造青铜剑
的说法。而制作刀，大家
习惯于说铁匠打一把
刀，这是因为过去制作
刀是需要进行锻打的。

此外，古代刀剑钢
材上的花纹就是因为钢
质不匀导致颜色深浅不
一形成的纹路。这种花
纹钢类似于木头的三合
板，不同的木纹叠加起
来导致木材不容易顺着
一个方向的木纹断裂。
钢材层层叠叠的花纹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
刀剑断裂，有细小的裂
纹也不会顺着变成大裂
纹直接断裂。

但要说打断对方刀
剑，也并非不可能。古龙
小说《绝代双骄》中，“天
下第一神剑”燕南天可
以随便拿任何普通的铁

剑斩断对手的好剑，一度被人认
为他所持的是神兵利器，但实际
上，他用的是自己独特的技巧斩
断对手的刀剑的。

实际上，如果不是复合钢材
的刀剑，而且淬火硬度也不很
低，确实是有一定的技巧可以将
其打断的。如果双方在交手后刀
刃有互碰，刀刃已经砍出缺口，
这时大力击打刀背，整把刀就很
容易从豁口处断裂。

看来，有些看似神奇的事
情，反而在古代才会发生。对于
现代人来说，成为一种文学探讨
反而是个有趣的话题。

据《冷兵器研究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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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米考卷，皇帝御
笔“第一甲第一名”

走进青州博物馆，一件件刻
印着历史痕迹的文物瞬间将人们
带回神秘而又炫目的灿烂历史
中。而很多人来这里，都是为了目
睹一份试卷真容，这件被誉为青
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文物就是

“明赵秉忠状元卷”。
在一个巨大的透明展柜中，

这份泛黄的状元卷被精心存放
着。这份试卷长3 . 3米，纵47 . 5厘
米，距今已经420多年的历史，依
然保存完好。试卷由三层宣纸装
裱，封面、封底为全绫装裱。试卷
共二十三折折册页，分前后两大
部分。前一部分是作者及其上三
代的简历，为仿宋体书写，共四
折。首折上方钤有篆书“礼部之
印”四字方印，这一部分是被弥封
的。封条上盖有“弥封关防”的长
印。也就是说考生的名字和简历部
分是密封起来的，以免泄露。后一
部分是正文，为十五折册页，全文
共2460个字，用馆阁体小楷写成。
洋洋洒洒，无一误笔。在卷首顶天
有朱书“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大字，
为明万历皇帝亲笔御批。卷尾则印
有大学士及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
九位阅卷官和一位印卷官的官职
和姓名。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
到清末结束，是古代普通读书人
入仕的唯一途径。从童生到秀才，
从秀才到举人，再从举人进京参
加会试成为贡士，进而获得参加
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其间，
不知有多少人熬白了头发，抱憾
一生。400多年前的明万历二十六
年（1598年），年仅25岁的青州考
生赵秉忠参加殿试，完成了他人
生中的一份重要答卷。

科举千百年，状元
卷独留此一份

赵秉忠生于1573年，明代青
州府益都县郑母村人，出身官宦之
家，父亲赵僖官至礼部右侍郎。赵
秉忠从小便学习儒学经典，而且教
书先生对他也十分严格。

明万历二十六年，赵秉忠一
路闯关来到皇帝的面前，在这位

青年的案前摆放着万历皇帝亲自
拟定的殿试题目：《问帝王之政与
帝王之心》，要求考生站在帝王的
立场上回答如何治理国家。

赵秉忠在答卷中紧扣题目，
开卷即写道：帝王执政，要把国家
治理得和谐兴旺，首先要立法，各
种规章制度必须齐全，其次要从皇
帝开始以身作则，励精图治、勤政
为民，为臣民树立榜样，再辅以法
纪、整顿吏治、安抚百姓，天下才
能太平安乐。他还提出了“天民
说”的观点，将皇帝君主与平民百
姓置于上天面前的平等地位，提
醒皇帝要爱护百姓。

赵秉忠这一番披肝沥胆的策
对深得万历皇帝之心，此卷使他
从参加殿试的292名贡士中脱颖
而出，被九位阅卷官和皇帝选中
成为明代第47位状元。万历皇帝
亲手在赵秉忠的卷首写下“第一
甲第一名”六个大字。

据统计，从隋朝到清末，中国
的科举制度时间长达近1300年，
有据可考的文武状元有多达770
余人，但历代的状元卷大都已毁
于战火之中，所以能让后人目睹
状元答卷其风采的，唯有明赵秉
忠这一份。那么，这份状元卷是如
何发现的呢？

藏在枕头里，登门24
次义捐国家

1983年的一天，原青州博物
馆馆长魏振圣在郑母村进行文物
考察时，偶然听村里人说，村民赵
焕彬家祖上是明代状元赵秉忠，
其家中保存着当年的状元卷。得
知此消息，魏振圣欣喜不已，他深
知状元的资料十分难得，如果不
尽早地将状元卷保护起来，一旦
毁坏或丢失，那将造成不可估量
的损失。

魏振圣找到了赵氏13代孙赵
焕彬的家，上门说服他们把状元
卷放入博物馆保存起来。但此物
毕竟是赵家人的传家之宝，魏振
圣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就被
赵家后人一口回绝。

魏振圣毫不气馁，他前后24
次登门拜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赵焕彬终于被感动了，他从屋里
拿出一个枕头，用剪刀将枕头剪
开了，从中取出一本卷子。卷首露
出朱笔题写的“第一甲第一名”，
状元卷重见天日。

原来，这份试卷早已被这个

状元家族视为传家之宝，一辈辈
赵家后人把状元卷看得比自己的
生命还重要，深藏家中秘不示人，
历经了几个朝代的战乱都没有被
毁。十年浩劫期间，赵焕彬将这份
状元卷藏在枕头里，后来闯关东
时，他把状元卷缝在衣服里，虽然
背井离乡，经历许多危险，但状元
卷丝毫未损。

1983年6月，青州市博物馆组
织国内外文物专家鉴定。故宫博
物院的专家通过对比万历皇帝的
手书、明朝礼部的大印、明朝档案
中关防的印鉴以及试卷中出现的
几位明朝官员的奏折等文物、史
料，最终断定这份状元卷是原件
真品。

险被盗卖，失而复
得真品深藏不露

明赵秉忠状元卷的发现，填
补了明朝宫廷档案和中国封建科
举制度状元卷的空白，后被定为
国家一级文物。而赵焕彬老人献
宝有功，国家给予了他荣誉表彰。
赵秉忠的状元卷由北京故宫博物
院复制，原件归青州博物馆收藏
和展出。复制件分送故宫、山东省
博物馆和赵焕彬本人。

状元卷于1983年收藏在青州
博物馆后，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使青州博物馆名声大振，国内外
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但谁也
没有想到，1991年8月5日，这件国
家一级文物竟被人盗走。所幸，短
短九日的时间，公安机关便把文
物追回，而盗窃文物的罪犯被依
法判处死刑。就这样，这份状元卷
历经几多磨难重回博物馆。只是，
状元卷失而复得以后，就深藏不
露了，目前人们在博物馆中看到
的只是状元卷的复制品。

尽管已捐献给了国家，但赵
家后人对先祖留下来的状元卷
仍念念不忘。2021年9月2日，赵
焕彬老人的儿子、赵秉忠的第14
代孙赵继光老先生被青州博物
馆聘为“特邀讲解员”，向大家
讲述一代代先人历经艰辛保护
状元卷和父亲赵焕彬捐献状元
卷的故事。

海岱惟青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使这里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文化圣地。这里有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中唯一一家县级综合性地质博物馆——— 青州博物馆。馆中陈列着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这就是明朝
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这是中国近1300年科举考试历史上目前国内外仅见的明代之
前状元卷真迹。它不仅是国家的一级文物，也是青州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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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在很多文艺作品中，斩断对方刀剑是经常看到的场面。这种场
景通常是为了突出神兵利器的锋利，比如《卧虎藏龙》中的青冥
剑，连酒杯粗的铜鞭都能砍断。当然这是艺术夸张的手法，毕竟那
么粗的铜鞭就是上切割机也得切一会儿，不可能这样几个转身斩
就砍断了。现实中，真的有可能斩断对手的刀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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