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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杨广即
皇帝位，是为炀帝。他根据当时的国内形
势，果断决定迁都洛阳。这不仅因为“洛邑
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
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而且便于防御徙居在河南的并州民户的反
抗，加强对东方和江南地区的统治。

迁都洛阳是因袭汉魏洛阳故城还是重
建新的都城，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隋炀
帝带领一帮臣仆，亲自到洛阳实地考察。

“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
也，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

‘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然：‘其地
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发，川原形胜，
自古都邑，莫有此也。’”隋炀帝遂决定在东
离汉魏洛阳故城十八里的地方，以伊阙龙门
为坐标，建造一座“南直伊阙之口，北倚邙山
之塞，东出瀍河之东，西逾涧水之西，洛水贯
都，有河汉之象焉”的新都城。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丁未，诏尚
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
东都洛阳城。每月役丁200万人，发大江以
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运到洛阳。这座由宫
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圆壁城、曜仪城和
外郭城组成，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
内纵横各十街”，“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
的隋东都洛阳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全部建
成。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皆举世所罕见。

“洛水贯都”，是隋唐东都洛阳城区别于
夏都斟鄩、尸乡沟商都、周王城、汉魏洛阳故
城最显著的特点。“洛水贯都”，必须解决城
内南北交通问题。随着东都洛阳城的全部
建成，城内洛水上一座座浮桥也建起来。其
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浮桥非天津桥莫属。

天津桥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它南望东都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北距
皇城南门端门三百二十步（合今 470.4 米），
是东都洛阳城内南北交通的咽喉。

天津桥初建时为大缆维舟、以铁锁钩连
之的浮桥，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各高百余丈，
为日月表胜象，远远望去，巍巍壮观。桥跨
水长一百三十步（合今 191.1 米）。“洛水贯
都”，洛水是天上银河的象征，这座架设在银
河上的桥梁，自然是天汉津梁了，故名天津
桥。中国桥梁泰斗茅以升先生在《桥梁史
话》中说，隋大业元年，在河南洛阳洛水上建
造的天津桥，第一次出现了以铁链连接船
只、架设浮桥的记载。这是天津桥在中国桥
梁史上创造的一个第一。

公子行（节选）

唐·刘希夷

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
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里。
绿波荡漾玉为砂，青云离披锦作霞。
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

架在银河上的桥

在我国古代历史中，桥名天津者，独此
一家，别无分号，独一无二，独树一帜。

在中国古代桥梁建造史上，天津桥曾经
创造了三个全国第一：最早使用铁链连接船
只架成的浮桥、最早使用龟背形桥基、留有我
国有文字记载可考的最早的桥梁设计方案。
天津桥从最初的浮桥，改建为石柱梁桥，发展
到大型石拱桥，是我国古代桥梁建造技术发
展的缩影。

隋唐时东都洛阳是横贯亚欧大陆交通大
动脉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天津桥是万里丝
路第一桥。这里不仅是东都洛阳城内南北交
通的咽喉，而且附近设有水旱码头，商业服务
业生意兴隆,是东都洛阳城内最繁华的地
区。每当拂晓时分，一轮明月垂挂天幕，天津
桥上已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天
津晓月作为洛阳八景之一，名传千载。

天津桥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桥。唐代
诗坛的双子星座“诗圣”杜甫与“诗仙”李白在
此相会，唐代著名诗人十之八九来过洛阳，他
们为天津桥写过无数赞美的诗篇，多少重大
的历史事件曾在这里发生，多少优美动人的
传说从这里传开。桥以诗名，诗以桥传，互为
映辉，流传久远。

今起，本报开设《天津桥的故事》专栏，带
您穿越历史，一起“回味”天津桥的多姿多
彩。敬请关注。

□周得京

杜康造酒
及其历史贡献

□蔡运章

杜康是曲酒的发明者，故被后世尊为
“酒祖”。魏武帝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的千古绝唱，使杜康美酒享誉古今中
外。但是，杜康其人的时代、身世及其造酒
的诸多相关问题，至今仍存在着不同的说
法。将这些问题澄清，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酿酒业起源

与“仪狄造酒”传说

酒是碳水化合物经发酵而酿成的一
种美味饮料。世界各地的美酒，大体分
啤酒、葡萄酒、黄酒和白酒（蒸馏酒）四大
类别。啤酒原产于古埃及。啤酒的生产
工艺，在古埃及的“图画文字”里已有记
载。葡萄酒属于果酒，盛行于欧洲。黄
酒和白酒则是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

◆中国酿酒业的起源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饮料，在我

国起源甚早。江统《酒诰》载：“酒
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
曰杜康。”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
十五说：“酒自黄帝始，非仪狄
也。”所谓“上皇”当指伏羲、神农、
黄帝的三皇时代。

“上皇”时代的“酒”，都是指果酒
讲的。所谓“酒”都含有学名叫作乙醇的
酒精。在碳水化合物中能直接发酵产生
酒精的，有果糖和麦芽糖等。水果中的
糖类物质，只要经过酵母菌的分解就能
生成“单发酵式”酒精。野果都附有天然
的野生酵母，被储存久了在酒化酶的作
用下，便会破裂而流出带有香味的酒
精。原始人受此启发，便逐渐有意识地
利用野果发酵来酿造果酒。因此，我国
果酒的起源应该在原始农业开始以前的
远古时代。

考古工作者在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
化遗址，发现在距今 8000 多年的 16 件
陶器内“盛放一种由稻米、蜂蜜和某种果
实做成”类似于今中国南方地区“米酒”
的“饮料”。这说明贾湖先民已经掌握了
原始果酒的酿造方法。

◆中国“秫酒”的起源
“秫酒”乃是以谷物为原料来酿造的

酒。因自然发酵的果酒受季节限制不能
常年生产，原始先民便开始摸索利用谷
物来酿酒。然而，谷物中的淀粉必须先
经过糖化过程才能发酵成酒。这种使淀
粉糖化和酒化的过程非常复杂。因此，
原始先民从采摘野果酿酒，到利用谷物
酿造曲酒，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粮食受潮或食物存放后，天然霉菌
的发酵，会产生一种口味淡薄的甜酒。
江统《酒诰》所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
郁积成味，久蓄气芳”，讲的就是这个道
理。《淮南子·说林训》载，“清醯之美，始
于耒耜”。可见，人类开始以谷物为原料
采用原始方式酿造酒醋，当始于农耕社
会的初始阶段。

考古工作者对渑池县丁村仰韶文化
遗址出土的9个小口尖底瓶中的残留物
进行分析，发现了“仰韶人用尖底瓶制
作”以“黍、大米、薏苡、野生小麦和栝楼
根”为原料并以“酒曲”（主要菌种可能是
红曲霉及少量曲霉和毛霉）作为“发酵
剂”，来“制曲酿酒”的遗迹。这说明中华
先民利用谷物来酿酒，当在五六千年以
前的仰部文化中晚期。

◆“仪狄造酒”的传说
“仪狄始作酒醪”的故事，大约发生

在距今4100年前。《战国策·魏策二》载：
“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
疏仪狄，绝酒旨。”《世本·作篇》载：“仪狄
始作酒醪，变五味。”因此，后世多把仪狄
奉为酒的发明人。

“酒醪”即醴酒，本是用糵酿造的甜
酒。《说文·酉部》载：“醪，汁滓酒也。”“醪
酒”是一种汁渣连用的甜酒。《说文·酉
部》载：“醴，酒一宿孰也。”《吕氏春秋·
重已》载：“其为饮食酏醴也。”高诱注：

“醴者，以糵与黍相体，不以曲也。”
“糵”，《说文·米部》谓“米芽也”。《山海
经·中山经》载：“黑粟太牢之具糵酿。”
郭璞注：“糵，芽米也。”“糵”即谷芽，或
称“曲糵”。《楚辞·大招》载：“吴醴白
糵。”王逸注：“糵，米曲也。”《广韵·薛
韵》说：“糵，曲糵载。”谷芽能促使谷物
进行糖化作用，是制作甜酒的必备原料，
故亦称之为“曲糵”。

由此可见，仪狄所造的“酒醪”，类似
今天用江米制作的低度甜酒。它反映了
人类酿酒初级阶段的水平。

杜康造酒的历史贡献

长期以来，关于杜康其人的身份和年代，有着不同说
法。洛阳作为中国酒文化的发祥地域，有责任来澄清这些
问题。

◆杜康其人身份和年代的争议
杜康其人的身份和年代，主要有“黄帝宰人”说、夏君

“少康”说、“东周人”说、“汉酒泉太守”说等不同的说法。
其中，“黄帝宰人”说，因其文献晚出，段玉裁《说文解字

注·巾部》已驳之“为戏之言，未可为典要”。东周、两汉时期
我国的酿酒业已进入专业化发展阶段，若这时的杜康才“始
造酒”，未免与我国酿酒业的史实不符。唯有许慎《说文·巾
部》“少康，杜康也”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史料。

◆“杜康”即夏代的“少康”
“杜康”即夏代的中兴帝王“少康”，主要有两点理由：
一是“杜康”“少康”都有发明秫酒的业绩。《世本·作篇》

载：“杜康造酒。”《说文·酉部》载：“杜康作秫酒。”《说文·巾
部》“帚”字条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
也。”这说明“杜康”“少康”都是秫酒的发明者。

二是“杜康”即少康的文献学依据。夏代初年，因夏王
太康淫娱田猎，东夷族的后羿乘机入侵，“因夏民以代夏
政”，后“过浇”追杀夏后相，相妻方娠，逃归有仍，生子少
康。少康成人后曾为有虞氏庖正，能布其德，收抚有众，终
于灭掉“过、戈，复禹之绩”，成为夏代的中兴帝王。

“少康”可称为夏康。夏代的帝王中有“太康”“仲康”
和“少康”，史称“三康”。太康、仲康本是兄弟，乃夏禹的
三世孙。少康是帝相之子、仲康之孙。他们的名字都叫

“康”，所谓“太康”“仲康”“少康”，名前所冠之“太”“仲”
“少”，都是后人为对他们进行区别而追加的称谓。因
为他们同为有夏国君，均可称为“夏康”。如《楚辞·离
骚》载：“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王逸
注“夏康，启子太
康也”是其佐证。

夏商时期，
人 们 常 以 出 生
那 天 的 天 干 来
命名。《白虎通·
姓名篇》说：“殷
以 生 日 名 子
何 ？ 殷 家 质，
故直以生日名
子 也 …… 故
以 甲 乙 为 名
也。”夏王中
的 太 康 、仲
康 、少 康 之

“康”，都是庚日
所生。“康”本是
天干“庚”的假借
字，因此后世便直接
将他们称之为太康、仲康
和少康了。

“夏康”，可称为杜康。因为
古文献中“杜”“土”“夏”古韵同在
鱼部，可以通假。由此可见，古人把
夏王“少康”称为杜康，是完全合乎情理
的事情。

“杜康造酒”佐证和工艺传承

“杜康造酒”的古老工艺，不但可以得到考古发现的有力证
明，而且在周代的典籍里也有记载和传承。

◆杜康造酒的考古学佐证
1981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编为81yLⅢT22⑤：2号的陶尊上

刻有“臣曲曲（麯）”3字，当是臣屈身奉上曲酒，来供天神享用的
意思。这说明夏代确已掌握了酿造曲酒的工艺技术。在河北藁
城台西商代遗址第14号房屋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瓮内存有4.8公
斤的人工培植的“酵母”，这说明商王武丁对贤臣傅说所说“若作
酒醴，尔惟曲糵”的记录，应当视为信史资料。

◆杜康造酒的世代传承
周代典籍记载的“五齐”“六法”，是酿造曲酒的关键环节。“五

齐”见于《周礼·天官·酒正》篇：“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
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齐之名。”郑玄注：“作酒既有米曲之数。”

“酒材”，酿酒的原料。“公酒”，指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饮用的酒
品。“齐”，读如剂。所谓“五剂”指酿酒时的五个发酵阶段。

“六法”见于《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
必齐，麹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

必得。”郑玄注：“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长
也。”“酋”，读如酒。“麹糵”是酿酒用的发酵剂。
这说明酿酒的6项要领：谷物要合适，投麹要及
时，浸煮要清洁，水质要清香，器皿要优良，火
候要得当。这就是著名的酿酒“六法”。

“五齐”“六法”正是对杜康用人工曲糵
酿酒古法的继承和总结。夏商周时期的历
史文化，有“夏造殷因”“殷因于夏礼”“周因
于殷礼”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杜康用曲酿
造美酒的技术被世代传承下来的缘由。

综上所述，杜康发明用人工曲糵酿
酒的技术，说明夏代熟练掌握人工培植
曲糵酿酒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微生物的
选择、接种、培育和应用的过程。它说
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最早掌握微生物
（即霉菌和酵母素）的生长和繁殖规

律，并“酿造出各种名酒和发酵食
品”，有效地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
活。这项发明“也传播到亚洲各
国”。欧洲“到十九世纪九十年
代，从我国酒曲中制出一种毛
霉，才在酒精工业上建立起

淀粉发酵法”。由此可见，
“杜康作秫酒”对人类物

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有
着重要意义。这就是

后人把杜康尊为
“酒祖”的根本

原因。

“杜康作秫酒”即釆用谷物来酿造美酒。然而，杜康所造的
“秫酒”与仪狄所造的“酒醪”，有着明显的区别。

◆杜康用曲造酒
曲是酿酒的生化原动力。要酿好酒，就得有好曲。《释名·释

饮食》载：“曲，朽也，郁之使生衣朽败也。”《资治通鉴·后梁纪二》
载：“饲以曲麫而烹之。”胡三省注：“曲，酒母也。”“曲”是酿酒时使
用某种霉菌与麦黍类谷物混合制成的块状物体，俗称“酒母”。“曲
霉”属真菌类，菌体由许多丝状细胞组成，有些分枝的顶端为球
形，上面生有许多孢子，可用来酿酒和制酱。

据曹植《七启》记载：“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应化则变，
感气而成。”李善注：“宋衷曰：‘麦，阴也，先渍曲，黍后入。故曰阳
援阴，相得而沸，是其动也’。”所谓“先渍曲”就是先浸入酒母。而

“阳援阴”乃能动就是将黍麦原料蒸煮后，加入酒母经发酵变化和
过滤而形成美酒的过程。“秫”是糯性粟，属粟的上品。因此，所谓

“杜康作秫酒”，就是以谷米为原料，经酒母发酵滤去汁渣后，获得
清澈透明的曲酒。这种曲酒类似我们当今常见的绍兴黄酒。

曲酒是中华先民的重大发明。因为用曲来酿酒，可以使淀粉
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种方法被称为“复式发

酵法”。然而，掌握各种曲霉的载体、功能和生存环境（如温度、湿
度）等人工制曲技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酿酒使用的
酒曲，是一种传统的粗酶制剂。其中包含着多种功能不同的
霉菌，例如黄曲霉、黑曲霉可起糖化作用，根霉和红曲霉兼起
糖化和酒化作用。而酒曲中的酵母菌，则能起到专门的酒化
作用。因此，对这些霉菌不同功效的认识及其选择和培育，

在没有现代科学仪器检测的古代，需要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
原始人类在仿效自然方法酿酒时，逐渐认识到粮食发酵

后产生的天然霉菌在酿造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种霉菌
就叫“曲囊”（俗称“酒曲”或“酵母”）。于是，人们就开始摸索培植
酒曲的方法。人类从使用天然曲糵到掌握人工培植曲糵技术，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齐民要术》卷八《作黄衣法》，就是记载培
植“黄曲霉素”的古老方法。杜康造酒的最大贡献，就是他首先掌
握了培植人工曲糵的关键技术，并探索出一条用人工曲糵酿酒的
基本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酿造出更加浓烈甘甜的美酒，从而开
创了人类酿酒工艺的新纪元。

◆“杜康造酒”遗址
相传杜康造酒的地址，就在今洛阳市汝阳县境内的杜康河

畔。据《水经注·伊水》记载，伊河的支流有“康水”，即指杜康水。
《大元一统志·杜康庙》说：“杜康水伊阙旧县东南三十里，俗传制
酒于此。”“康水”即杜康河，发源于伊川县牛山脚下的杜河，流经
汝阳县的蔡店、杜康汃，进入伊川的辛庄、夏堡而汇入伊河，全长
17.5公里。相传，坐落在杜康河畔、位于汝阳县城北25公里的杜
康村，就是杜康当年造酒的地方。

杜康身份及其造酒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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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辉映

杜康雕像杜康雕像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