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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丞

2018 年新年到来的时候，马云在阿里巴巴内
网发了一个帖子，给自己定了个年度小目标：

“今年必须安排好时间看看书，打算看 100 本
书(或 100 部好电影，好电视剧)。这几年看书不够
啊。想请大家帮忙推荐些书、电影、电视剧的单子，
我准备多买书，看不过来，以后就慢慢看……我不
喜欢看太高科技的看不懂的量子分子啥的深奥的
书……谢谢啦。”

当时阿里的员工特别踊跃，给马云开书单的
帖子盖了好几百层楼，推荐最多的都是《人类简
史》《智能时代》这样的畅销书。据说马云让工作人
员把排名靠前的都买了下来，但是最终读了几本，
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这件事在阿里巴巴内部已经成了一个
梗。年底前经常有人会扎心地问一句，想知道马老
师的读书目标完成了吗？有人发个推荐书的帖子，

也要在标题里提醒，“马老师慎入”。
因为了解马云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一个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年读 100 本书，平均两三天就
要读一本，这对每年飞行近 1000 小时的马云来
说，实在太难了。

更何况，众所周知，马云并不是一个热爱读书
的人，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

马云办公室连书架都没有

在企业界，以读书多出名的是海尔的张瑞敏，
而他正是让马云佩服的少数国内企业家之一。张
瑞敏是知名的管理专家，几乎读遍了国内外经济、
管理、科技、历史类的相关著作。马云曾公开说过，
张瑞敏是中国真正的管理学大师。

2016 年 7 月，马云带湖畔大学的学员专程跑
到青岛，请张瑞敏上了一堂“管理百年”的课程。开
课前马云说，“张首席一年要看一百多本书，我一

辈子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还有一半是金庸的书。
我最大的感受是他知识渊博，是一个专家加学者
的典型。”

这句话自曝了马云“读书少”的事实。作为少
数见过马云书房的人，财经作家吴晓波透露，马
云、马化腾读书都不多，马云办公室连书架都没
有。但他又找补了一句，这可能跟互联网行业属性
有关。

马云多年之前在央视一个节目上也说，在办
公室里放很多书的，十个里面有八个是骗子。是自
己看的吗？那是给别人看的，因为办公室里真没时
间看书，公司付我钱不是让我看书的。

主持人忍不住接了一句，但是你看了书也许
能帮公司挣更多的钱。这下马云笑了，哎哟，要靠
看书帮公司挣钱的话，你麻烦就大了，就等于吃猪
脚补脚，吃猪脑补脑一样。

这代表了马云的读书观，他肯定不同意“书中
自有黄金屋”这一套。但这不说明他主张“读书无
用”，“我不看书不代表我不买书，我买了很多书，
等退休以后慢慢看”。

马云还说过，“我觉得做企业成功与不成功跟
读书多少没关系，但是你成功了以后有没有读书
就很有关系。”

典型的马云式辩证法。

相比读书，他更喜欢读“人”

马云自认读书不多，却是中国最出名的畅销
书“作家”之一。机场、车站的书摊上，他的“著作”
和演讲光碟长年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他的“读者”和粉丝从领导干部、企业家到打
工者，遍布各个阶层和行业。就连出了好几本书的
周鸿祎，也说自己在认真学习“马云的新零售思
想”。

但是马云自己说，这些书基本都不是他的，
都是“瞎编的”。接近阿里巴巴的人士也透露，市
面上那些“马云的书”，除了几本演讲集经过了
他们授权，大部分都是各种人根据公开资料编
写的，无法完全保证真实性。

有一次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邀请马云到
韩国的大学演讲，在介绍嘉宾时，潘基文引用了
一大段马云新书中的话，结果马云上台后第一
句话就说，感谢秘书长，不过我没有写过那本
书。

而且多数马云的书，并不是成功人物的个
人奋斗史，而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内
容涉及商业、管理、技术、教育、公益等各方面，
并且有独特的观点和表达方式，有非常鲜明的
马氏风格。

既然读书很少，那么马云的这些思想从何
而来，靠什么输入呢？

马云自己说，相比读书，他更喜欢读“人”，
他的各种知识和想法，大部分是和不同的人聊
天、交流中得到的。“我每年飞 1000 个小时，不
是为了跟人握个手，而是为了跟各种不同的人
交流。”

这句话所言不虚。马云应该是和外国领导
人见面最多的中国企业家，往来交结的都是特
朗普、马克龙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比尔·盖茨、巴
菲特这样的企业家，还有文学、艺术、教育各领
域的顶级专家。

马云说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对所有不懂的事
物都保持好奇，所以才喜欢见不同的人，学习不
同的东西。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去唱歌、拍电
影、学太极，也可以解释他那么多想法和观点是
怎么来的。

这大概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马云样
本。

很多孩子有出息，都是因为读书

马云是老师出身，但是他对只会读书的学
院派，似乎带有某种成见。在很多公开场合，他
都表达过对所谓学者的不以为然。他认为学者
和专家是两回事，学者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专
家是对一个问题真正精通的人。

因为过去的一些传说，比如数学考 1 分、三
次高考才考上大学，马云被当成读书无用甚至反
智的例子。但马云对此显然并不认同，相反，随着
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开始有意对此进行“辟谣”。

2018年云栖大会前，马云专门参加了阿里巴
巴举办的数学大赛，把几位顶级数学家请到办公
室座谈，并把数学上升到“无用之用”的最高境界。

今年 1 月 13 日的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
礼上，教育学者朱永新给马云提建议，提高乡村
教育，最重要的还不是校长、不是教师、不是寄
宿制学校，而是乡村孩子的阅读。

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实验证明，在带领孩子
进行阅读后，不仅乡村学生精神状态改变了，考
试成绩也得到大幅提高。通过阅读，可以用最小
的成本缩短城乡孩子的差距。

马云当即回应，“关于读书这一点，我深深
认同，我书看得不多，但是我看书很认真，很多
孩子有出息，都是因为读书。”他还临时起意，宣
布要发起一个中国少年儿童图书馆。

千年盐史富甲蜀中，国难之际稳定民心，两度“济楚”居功至伟

川南：一粒井盐的滋味传奇

马云：我买了很多书，退休后慢慢看

照照片片来来自自马马云云微微博博

聂作平

我长久地凝视着一条船。一条被黑白照片定
格的船。资料上说，它长 14 米、宽 2 米多。看上去，
和工业革命前航行在内河的木船并没有太大区
别。不过，如果足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这条船就
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拧过一样，船头向左偏，船尾
向右歪，形成了船头船尾相反方向的小倾斜。

一条普普通通的小船，为什么要设计得如此
标新立异呢？1938 年，当孙明经站在高处俯瞰时，
他吃惊地看到，脚下的河面上，成百条造型奇特的
木船拥挤在一起。赤祼上身的搬运工，喊着低沉的
号子把一包包用竹篾捆扎的货物搬上船。孙明经
连续不断地按下了快门。

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艰难岁月。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
不得不从南京迁都重庆，四川成为肩负民族复兴
重任的大后方。

那一年，27 岁的金陵大学教师、摄影家孙明
经领受了一项任务：到距离重庆 100 多公里的一
个县，拍摄一种特殊物资的生产。他要用影像告诉
全国人民，只要这个地方存在，那种因日军占领沿
海而供应出现困难的物资，就会从这里源源不断
地生产出来并通过木船运往各地。

这种特殊物资就是食盐，人类一日不可或缺
的食盐。

这个出产食盐，并在战争年代稳定了军心和
民心的地方，就是四川富顺。

自远古开始，食盐，就在川南富顺书写了一页
页有滋有味的历史传奇。

从梅泽凿井到“川盐济楚”

美国留学归来的竺可桢见多识

广，他在考察富顺井盐时，也非常感

慨地在调查报告里说，“游子初抵此

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

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

内地不啻凤毛麟角”

富顺和盐的结缘，得从一头小鹿和一个叫梅
泽的猎人说起。

据《富顺县志》记载：公元 3世纪末叶的西晋
太康年间，一天，富顺土著梅泽出门打猎，他看到
一头小鹿在饮用石缝中流淌出来的泉水。听到
人声，原本机警的小鹿居然不为所动。梅泽很奇
怪，掬起一捧泉水尝了尝。泉水又咸又苦。他凿井
300 尺，地下涌出大量高浓度的卤水，于是烧制成
盐。

因发现盐泉有功，梅泽死后，后人立庙纪念，朝
廷也追封他为通利侯、金川王。在富顺县城的三岔
路口，耸立着一棵巨大的黄桷树。据说，那就是梅泽
发现盐泉的地方。昔年野兽出没的森林，早已演变
成人烟稠密的城市。只有远古的石碑和盐井街这样
的地名，表明它曾经和卤水、食盐勾连在一起。

不过，近年的考古证明，早在梅泽之前 200多年
的东汉章帝年间，富顺就拉开了井盐开采的序幕。

富顺位于一片远古内海的边缘地带，上万年
的气候变迁和地质作用，这里发生了沧海桑田的
变化：远古内海因四川盆地的抬升而逐渐缩小并
消失，内海里丰富的卤水和盐岩等含盐物质以及
天然气随之沉埋地下。

将近两千年的井盐开采史上，富顺的井盐中
心，最早位于今天的县城一带，也就是梅泽发现盐
泉的地方。其中，最知名的首推富世井。史称：“剑
南盐井，唯此最大”。这口井每月生产食盐 3660
石，折合 200 多吨，足够 12 万人食用一年。

更为得天独厚的是，高丘和低山之下，不仅蕴
藏着丰富的卤水，还伴生大量天然气。因此，富顺
的许多盐井既产卤，也产气。利用同一盐井开采出
的天然气作为煮卤的燃料，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富世井从东汉时期凿成生产，一直到明朝正
德年间才停废，历时达 1400 年之久，堪称世界上
生产时间最长的盐井，大约有六、七十代人食用过
它出产的盐巴。《旧唐书》中说，“县界有井，出盐最
多，故曰富世。”北周年间，当朝廷决定在这里建县
时，富世井不仅是县境的核心区域，甚至也成为富
顺县名的由来。唐朝时，因避李世民之讳，富世县
改名富义县；宋朝时，又因避赵光义之讳，富义县
改名富顺县，并沿袭至今。

明朝中后期，富顺县城一带的井盐开采已持
续上千年，渐渐呈式微之势。就像文明总是薪火相
传、代代相续一样，当县城的井盐开采走向没落之
际，县城西北方的自流井镇一带，一个更大的井盐
基地正在形成，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自贡盐场。

在富顺，当地人向孙明经介绍井盐时，总会津
津乐道于“川盐济楚”。那么，什么是“川盐济楚”

呢？它和富顺又有何关系？随着时间深入，孙明经
渐渐明白了“川盐济楚”四个字所蕴含的，乃是富
顺这座边远县份最为骄傲的花样年华。

自古以来，中国盐政就实行定点运销。某地出
产的食盐只能就近销售到政府指定地区，不得越
界。这样，即便富顺出产的食盐质优价廉，即便生产
能力巨大，也没法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到了 19 世纪中叶，富顺井盐终于迎来了它的
第一个黄金时期。1851 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
平天国起义。两年后，太平军攻陷武昌，顺水东下，
定都南京。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和江苏均被太
平军占领。太平天国的横空出世，造成江淮出产的
海盐无法像历朝历代那样通过水运上溯到湖南、
湖北两省，而两湖地区基本不产盐。短短时间里，
两湖盐价飞涨，人民饱受淡食之苦。对此窘境，清
政府下令，把富顺井盐调往两湖销售。这就是“川
盐济楚”。

富顺井盐一下子获得了比以往至少大两倍的
产品倾销地，而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技术，也使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把目光瞄准到了井盐开采。

井盐开采的主要动力除了人力就是畜力。据
载，鼎盛时期，富顺盐场常年拥有生产用牛达 10
万头。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富顺曾是中国大地上生
产用牛密度最高的地方。

从咸丰年间朝廷下令“川盐济楚”延至此后的
同治年间，极盛时，富顺井盐除满足本地需求外，
绝大多数都远销省内各地及云南、贵州、湖南和湖
北诸省的 200 余个州县。盐井集中的富顺县自流

井镇，也成为 19 世纪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和
世界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被人称为“富庶甲蜀
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1887 年，美国传教士弗吉尔·哈特访问了
自流井盐场，这里的繁盛景象令这位资本主义
国家的知识分子大为震惊，他在文章中写道：
“许多木制井架隐隐可见，岿然屹立，这不可想
象的中国景象，在帝国其他地方也难以见
到……此时，我们在全世界能够再找到一个规
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

美国留学归来的竺可桢见多识广，他在考
察富顺井盐时，也非常感慨地在调查报告里说，
“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
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
啻凤毛麟角。”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富顺井盐失却了两湖
市场，盐业生产相对萎缩。随着上世纪 30 年代
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当沿海一带相继失陷，海盐
运输受阻时，海盐传统销售地两湖地区以及西
北部分省区如同太平天国时期一样，又一次面
陷淡食之苦。于是乎，富顺井盐在国难中迎来了
新的历史机遇。这就是第二次“川盐济楚”。

第二次“川盐济楚”给富顺井盐带来的发展
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原因在于，这一次需要食用
川盐的民众比第一次更多，行销区域更广。另
外，此时的生产技术也较 19 世纪有了较大改
进。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抗战期间，沿海沦
陷，大后方军民几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盐，……
供应民食，居功至伟，但也因为有这种千载一时
的机会，盐场的繁荣也赖以飞跃进展。”

中国最繁忙的河流

在中外交通史上，歪脑壳船是
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著名科学史专
家李约瑟任英国驻重庆办事处官
员时，专程到釜溪河考察，并把歪
脑壳船写进了广为人知的《中国科
技史》

即便不是“川盐济楚”的非常时期，富顺各盐
场所产井盐 90% 以上也是供应外地。它的传统
销售区为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而进入“川盐济
楚”的非常时期，销售区则扩展到两湖地区和西
北部分省区。当时，井盐要运抵这些地方，其运
输方式不外乎两种，其一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的
肩挑背驮，其二是依靠水运。不论从运输能力还
是运输成本考虑，水运都是最科学、最经济的。

井盐外运的生命线，就是釜溪河。釜溪河别
名荣溪河，属于沱江右岸一级支流，在富顺县李
家湾注入沱江，干流只有 70 多公里。但就是这
不起眼的 70 多公里，却在从清朝康熙年间到上
个世纪 60 年代内昆铁路的内江至宜宾段通车
以前的 200 多年间，充当了井盐外运的最主要
通道。是故，人们又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盐井
河。统计数据表明，清初，通过釜溪河水运的井
盐占生产总量的 70%，清末为 80%，抗战时期
则上升到 90% 以上。(下转 12 版)

▲晚清时期在自贡釜溪河边等待运送
井盐的船队的照片。 新华社资料片

▲《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2005 年入选“20 世纪
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孙明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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