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 ■■■■■ ■■■■■

文化周刊 2022年1月22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杨道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原中倩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及
时
应
令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45分 印完：6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琼
崖
小
史

笔
砚
清
玩

史
鉴
典
录

就吃这一方面而言，自人猿揖
别，人类发现并学会了用火开始，吃
就不再是凭借本能的茹毛饮血，而是
开始注重讲究和享受。所以，厨师是
很早就分化出来的古老的职业，殷商
的开国功臣伊尹则是这个职业的师
祖，以做厨师的经验“以鼎调羹”“调和
五味”来治理国家——后来就总结为
《道德经》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
足以证明我们的饮食文化多么源远流
长。而另一个与饮食相关的人物，更
加大名鼎鼎——他就是圣人孔子。

孔子有名言“饭疏食，饮水，曲肱
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孔子喻于义的
一面，广为流传。同时还有孔子遭厄
于陈，绝粮而弦歌不辍的故事可为佐
证。可是，作为周礼的集大成者，孔
子也有很享受的一面，当条件允许的
时候，他对于吃之一事，相当讲究。
《论语·乡党》之六，就是一连串的“不
食”，其中“不得其酱不食”就很能说
明孔子对于饮食的高要求。还有非

常著名的八字真言“食不厌精，脍不
厌细”就很能表现他对食材和烹饪水
准的要求，于饮食一道，很在行。简
言之，就是吃得了苦，也享得了福。

孔子的时代，饮食一道究竟还不
够发达。想一想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中秦汉之际的樊哙还生啖猪蹄膀
就可想而知。到了南北朝时期，饮食
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记录当时贵族生
活、士人风范的《世说新语》都免不了
有相关故事。《世说新语·言语》第26
则：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
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
陆曰：“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言谈之间，既彰显了地方特产，又语涉
机锋。这一番较量中，显然是陆机占
据了上风。陆机的同乡、名士张翰（字
季鹰）用自己洒脱的行为，为这莼菜羹
增添了浓重的色彩：张季鹰辟齐王东
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
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
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
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李叔同生于1880年，1942年去世，享年62
岁。他在艺术上成就卓著，在诗词歌赋、美术乐
曲等领域都颇负盛名。“中华老大帝国，非变法
无以图存。”这是18岁的李叔同发出的感慨。
年轻时他就是心系祖国命运的青年。1901年，
李叔同考入了南洋公学，由蔡元培担任总指
导。提倡民主，宣传新学的进步思想时刻影响
着李叔同，他也被认为是蔡元培的得意门生之
一（其他人还有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
1905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上野美术学
校学习油画，同时也在其他艺术学校学习钢琴，
成为早期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

目前文献记载我国学校设立的钢琴科最早
能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南京的学校首次
设立钢琴科。随后，上海中西女塾建立，将现代
音乐教育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19世纪末期，维新运动失败，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认为，只有学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科学
与建立强大的军队才可挽救落后的中国。在这
种背景下，新式学堂相继创建、现代化报社开始
成立、各式各样的文化社团呈现出新气象。

在这当中最受关注的则是新式学堂所设立
的乐歌课。由西方引进的钢琴更是成为课堂音
乐教学不可或缺的工具，学生利用钢琴进行演
奏。一时间西洋钢琴文化成为社会的潮流。
20世纪初，浙江师范学校设立的音乐专修科令
钢琴在我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加深。据记载，这
所学校“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钢琴教学条件，
专门为学生配备百台风琴，每一个课程都使用
五线谱，培养出大批享誉中外的艺术人才。其
中最知名的就是丰子恺”。

1912年李叔同留学归国后，先后担任北京
高等工业学堂、上海城东女学等学校的音乐教
授，积极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913
年，李叔同出任浙江师范学院的音乐教师，之后
又在其他学校兼职教员。他上钢琴课时对学生
的要求十分严格，并且每次上课时都要向学生
教授西洋乐器知识，日积月累，他发表了《西洋
乐器种类概说》这篇论文。学生每星期“还课”
的时候，他会在本上标记“佳”“尚佳”或“尚可”
等字。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之中，他都认为任何
一种教育行为的开展都应该以人为本，这样对
学生的尊重才可以被体现出来。

在钢琴教学中，李叔同非常认真执着，他总
是会把新课先弹一遍给学生听，然后让学生课
后自己练习，务必一周后弹熟给他听。

对于每一位学生的弹琴进程，李叔同十分
熟悉，他可以在学生一进琴房的时候就立刻把
谱子翻到学生学习的那一课。丰子恺回忆：

我坐在大风琴旁，悄悄地抽了一口大气，然
后就开始弹奏了。先生不逼近我，也不监督我
的手指，而是斜立在离开我数步的桌旁。……
但我却知他的眼睛是不绝的斜注我的手指的，
因为不但遇到按错一个键的时候他知道，用错
了一根手指时，他的头便急速回转，向我一看，
这一看便表示不通过……先生用平和而严肃的
语调低声向我说“下次再还”，于是我只得起身
离琴，仍旧带着心中这块沉重的大石头而走出
教室，再去加上刻苦练琴的功夫。

以上的这些回忆形象再现了李叔同上课时
的样子，展现了李叔同高超的钢琴造诣和认真
的教学态度。李叔同意识到钢琴数量少导致学
生缺少练琴的机会，阻碍学生钢琴技艺提升，故
此他千方百计说服校长采购更多的钢琴，终于
让学校又添购了几台钢琴。

古人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严师出
高徒”，李叔同的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后来都为
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叔同不仅自己在诸多艺术领域有着高超
的造诣，而且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呕心沥
血。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教学理念，为
钢琴艺术的本土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至
今仍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李叔同
给学生上钢琴课
■ 李依桐

王府井，是北京著名的商业地区。
而当年崖县酸梅铺（今称梅东）的繁华，
就像是清末民初时期崖县的“王府井”。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老
人孙惠公》所载：梅东最早的一家商铺叫

“焕兴号”，是地主孙毓雨和另外两个商
人三股合资开办的。这两个商人中一为
乐会县（今琼海市）人、另一个是琼山县
（今海口市）人。他们在梅东强买了一户
农民的一片槟榔园，名为“焕兴园”，并由
此起家。此外，还有好多商号，如：“回春
堂”“大乐堂”“德兴号”“永兴号”“和兴
号”“联兴号”等老字号铺店，都一同在酸
梅铺落户经商，所以当年在这里的“号”

“店”，比北京的“小胡同”还要多。
革命老人孙惠公在书里说：“这些

商号，又分别经营着中药材、酿酒、杂
货、刨烟、布疋、收购土特产品等，生意
四季兴隆，财源日日广进。”

酸梅铺店号的商家老板都是“事前

诸葛亮”。他们个个都有着十分精明的
经济头脑，善于审度行情，收购奇货。当
年酸梅铺的商家就和三亚的“琼芪安”商
号双方投资合作，他们分别在酸梅铺、三
亚两地设立总站，全县各地设立分站，大
批收购土特产和名贵南药产品。《崖县乡
土志》有载：“……槟榔三千余担，瓜子千
余担、益智子百余担、薏茨仁三千余担、
檬果干千余担、海菜母一千余担、鹿筋百
余副、鱼翅三十担、虾米六百担……此
外，每年生猪行销在新加坡千余头，鸭蛋
五六十万个。糖水每年在澳门行销四千
余担和酸梅豆千余担。”

搞好商务联通，促进市场繁荣。当
年酸梅铺商号从外埠进口了大量的商
品及时投放市场。据《崖县乡土志》官
方统计的数字记录，粉丝、金针、腐竹、
豆酱，每年进口万余担，面粉一千余担、
线面一千余担，水油五千余箱，火柴五
千余箱，笔墨五千余支，线绒丝三百余

斤，碗、盘、碟千余万个，海参、火腿三百
余斤，药材二千余担，土烟五百余担，香
炮、金艮二十万担，钉、锁、镜、刀，三百
万担，茶叶百余石……

酸梅铺商号，善于用文化促经济，
他们在每年的夏末秋初时节，由商号铺
店合资，举办一次文宣活动，聘请崖县
民间歌手，男女分组“加盟”，唱崖州民
歌，吸引附近区乡的人群，来酸梅铺听
歌。同时也参加购销活动。当地的梅
西村、梅联村，近水楼台，占地搭起酒
棚、饭店做生意。毗邻的九所、黄流地
区和周边的老陈田、沙埋村、三公里村
等，山区的黎族同胞和周边的村民，成
群结队而至。

那个时候，在梅西饭店里，高朋满
座，客似云来。店主唱着崖州民歌，称
赞自己的饭菜特色（当地方言）：

梅西饭店好菜肴，
五月海虾煮西瓜。

放些辣椒作味唛，
吃落鼻筒又舔盘。
九所区的货郎，挑着他的小日杂，

摇响小鼓儿。他走进市场就唱着货郎
顺口溜（当地方言）：

博笔博墨，
博一品红放眼。
……
黄流区卖竹器的阿姨唱着（当地方

言）：
卖筛筛白米，
卖笠送妹子。

商铺前的对歌场地四周，有来自各
地的人，其中有点痣拔牙的，有掏耳朵
按摩的，有弄戏法耍猴的，有打功夫卖
膏药的，有搞典当业的，还有商家的小
公子们“提笼架鸟”，到处游玩的。

铺前店后和市场内外，到处都是生
意，一片繁荣，市声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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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花梨药箱

《孟子·告子上》
有言“食色，性也。”
可是恰恰是这与生
俱来的本性，推动着
人类文明的发展，以
至于与“食色”相关
的一切，都沾染上浓
重的文化色彩，彰显
着文明自身的特质。

临近春节，吃是
我们心头的大事。
回望古代那些著名
美食家们，也许我们
能把更多先祖的美
食文化传承下来。

文人多思。正如画到了文人手
里就有了画外韵致的追求，吃到了文
人嘴里也是一样。吃看似满足口腹
之欲，其实更满足心理需求。所以文
人历来吃得花样翻新。袁枚就专门
写了《随园食单》，沈复的《浮生六记》
也颇有心思精巧的吃食。李渔的《闲
情偶寄》专门列有《颐养部·蔬食》，探
讨怎样的食物才是好的——不仅好
吃，而且不奢侈放纵，同时满足天理
与人欲，其序云：声音之道，丝不如
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
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
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
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
……吾辑《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
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
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
忘者矣。

李渔的饮食论正确与否姑且不
论，但这个饮食原则和他整个人生精
致清雅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

有精致的俭朴，就有极致的奢

华。这方面，南宋张鎡可为代表。周
密《齐东野语》记载，（张鎡的牡丹会）
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
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
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
……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
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
奏歌侑觞，歌罢乐止，乃退。复垂帘，
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
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
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
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
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
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
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张鎡故事重点不是吃食，这是古
人的富贵风流。后来作家陆文夫的
小说《美食家》的高潮情节，显然就是
模仿了这段故事，当然只能是简化
版。总而言之，美食，不仅是财力，更
是审美、精力与热情、创造力的投
注。所以，做一个美食家，不仅是享
受，更是能力。

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东坡深谙烹饪之道

古人饮食中见富贵风流

千古美味闲冬品
■ 仲冬梅

从此之后，这食物中的鲈鱼莼菜，
就获得了犹如松柏梅竹一样的士大夫
气节，而有了文化意义。几百年后，苏
东坡在他著名的《后赤壁赋》中写道：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
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
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
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
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
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
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
乎？”足见这松江之鲈——也就是张季
鹰所思念的鲈鱼，是足以与其时的美
景良辰匹配的。东坡先生当时被贬谪
在今天湖北黄冈，而特别说这捕捞上
来的鱼“状似松江之鲈”，我很怀疑他
在暗用张季鹰之典。

食物最能慰藉人心。一生宦海
沉浮的苏轼，生性机敏，富有想象力
和创造力，在饮食方面也颇有创造
性。看一幅春天的画，他想到的也是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再看他文集中的这些题目：《老
饕赋》《菜羹赋》《桂酒颂》《食豆粥颂》
《东坡羹颂》《油水颂》……以及《猪肉
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
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
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
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
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这就是著名的东坡肉以及东坡
肘子的做法。小火慢炖，“火候足时

他自美”，颇得伊尹的烹饪之道：既是
生活经验，也是人生体会。

说饮食说到苏轼，就必须谈及他
与海南岛的故事。苏轼初到海南岛，
感叹这里无米无肉无医无药，总之生
活所需万般皆无。可是即便如此，也
难不倒苏轼。随父渡海而来的苏过，
为了让老父亲吃得可口一些，发明了
玉糁羹，苏轼兴致勃勃地赋诗一首。
这首诗有个很长的题目，叫《过子忽出
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
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
味也》，对这道玉糁羹极尽赞美之词。

东坡还是目前已知最早烤生蚝
的人，有他自己的《食蠔》为证：己卯
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蠔。剖之，得数
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
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热，正
尔啖嚼，又……每戒过子慎勿说，恐
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
谪海南，分我所美也。

玉糁羹味道如何莫论，烤生蚝是
今日众生皆爱的美食无疑。苏轼谈
论食物的诗文，皆可见苏轼深谙食物
之性，猪肉、芋头、生蚝，都不是稀罕
的东西——其实苏轼烹鱼也有独到
之法，他懂得怎样的烹饪方式才能充
分发挥食材之美，不但满足了自己的
饮食需求，还创造了情绪转化价值，
留下了丰富的诗文，并造福时人与后
人。既有创造力，又能突破时人成
见，段位之高，举世公认。

A

B

C

黄花梨是海南最独特的物产之一。
这件清代黄花梨药箱长47.7厘米，宽24.6厘

米，高37.6厘米。现藏海南省博物馆。
该件药箱为海南黄花梨木精制而成，上有拐

子纹提梁，对开两门，门上有铜包角和面叶合页，
打开门后，可以看到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十个小抽
屉，用于储放各类草药，设计精巧。

在古代家具中，人们常将箱、柜分在一个大
类中，有时一些小器在名称上叫法并不统一。
箱、柜的使用约始于夏、商、周三代，但古代的柜
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见的箱子，而古代的“箱”，指
的却是车内存放东西的地方。另外，古代还有

“匣”，形式与柜无大区别，只是比柜小一些。西

晋以后，又有了“橱”，用途是存贮书籍、衣被、食
品等物。因此，唐以前柜、箱、匣、橱的称谓和我
们现在的认识上是有差别的。

药箱是古代郎中行医用具，专门盛放中草药
器具，便于携带，器物小巧玲珑。药箱的名称，通
常是形容内部带有多个抽屉设计的小箱。这种
箱子有时备提环便于携带，有带两扇对开门，或
为一片前开式门。这类药箱大多由紫檀木、黄花
梨、黄花梨嵌瘿木等材料制成。

清黄花梨提式药箱，虽然是仿明式，力求简
捷、明快，包括铜饰方面，但还是流露出许多清代
家具的特点，在外表朴实的内层，隐约透露出一
丝华丽气息。 （杨道 辑）

袁枚《随园食单》

沈复《浮生六记》

佚名《孔子燕居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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