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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杂记

漫步中华文明长河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食糜录

□张天野

□张勇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解读】：语出《礼记·大学》，
意思是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
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比喻
从勤于省身和动态的角度来强调
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
【点评】：这是商汤刻在澡盆
上的箴言。谁说儒家因循守旧？
瞧瞧，儒家的圣王以洗澡作喻，提
出了“新”这个生机勃勃的意象。
新是崭新，崭新的事物才有生命
力；新是更新，新陈代谢不断完
善；
新也是革新、
创新，
不断生发想
象力和创造力，这是人类进步的
源泉。人们的思想也要像洗澡那
样时时洗涤。

树深时见鹿，
溪午不闻钟。
【解读】：诗句出自李白《访戴
天山道士不遇》。意思是讲，幽深
的树丛里时而有野鹿跑过，静静
的溪边午间没有钟声传来。
【点评】：这两句诗本来是纯
粹写景的，上句写所见，下句写所
闻。网络上此诗爆红，网友为“树
深时见鹿”
续写
“海蓝时见鲸，
梦醒
时见你”。李白诗写来看似平淡，
却空间、
时间交替，
写山中之幽静，
暗示道士外出，有一种淡淡的怅
然。网友所写，从自然界到现实，
加深了这种怅然。

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
香闲小洞幽。
【解读】：诗句出自韩翃《同题

诗话亭

动，防粘锅底。两锅内容不太一样，
大的粗糙些，小的细致些，以粥果多
少为别。此外尚有额外精致粥果另
装一盘，如瓜子仁、杏仁、葡萄干、红
丝青丝、松子、蜜饯之类，准备临时
放在粥面上的。等到腊八早晨，每
人一大碗，尽量加红糖，稀里呼噜地
喝个尽兴。”在这篇文章中，煮腊八
粥的材料以及人们熬腊八粥、喝腊
八粥的热闹情景跃然纸上。
除了腊八粥，很多人还有在这
一天腌制腊八蒜的习惯，也有一些
地方，保留了在这一天杀年猪的传
统。伴着猪的呐喊、呜咽和特有的
血腥味的弥漫,乡村的年味儿渐渐
地浓郁了。
“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磨豆腐；二
十六，割年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贴倒酉；三十晚
上熬一宿，大年初一走一走。您新
禧，您发财，福禄寿喜全都来，一年
到头乐开怀！”

共惜余芳泪满衣
元间重要诗人。曾任湖南转运留后、
监察御史、东阳令，又曾任抚州刺史、
容 州 刺 史 、容 管 经 略 史 。 贞 元 五 年
（789）四月以疾上表请为道士，旋卒。
戴叔伦关心民间疾苦，几次在地方上
为 官 ，都 有 突 出 的 政 绩 。 建 中 元 年
（780）五月，诗人为东阳令，在东阳一
年，阮元《两浙金石志》
（卷二）记其“抑
权豪，劝农桑，政通讼简，民以富庶，奏
课为一州最，拜殿中侍御史”。贞元元
年（785）春夏间，诗人为抚州刺史。
《新
唐书》本传称：
“ 试守抚州刺史。民岁
争溉灌，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
岁广，狱无系囚。”戴叔伦在抚州还因
政绩卓著，受到德宗诏书褒美，封谯县
男 ，加 金 紫 服 的 奖 赏 。 贞 元 四 年
（788），诗人为容州刺史，
《新唐书》载
其在容州政绩称：
“ 其治清明仁恕，多
方略，故所至称最。德宗尝赋中和节
诗，遣使者宠赐。”德宗于贞元五年，初
置中和节，自己写了一诗，朝臣奉和，
德宗为奖戴叔伦，特地派人将自己的
诗送去容州，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
诗人能有如此政绩，
实在和他体恤民情
有直接的关系。当他看见姐妹耕田的场
景时，情不自禁地以七言歌行记录下
来。姐妹洒下花尽余芳的泪水，
诗人则
留下了伤时悯农的诗章。高仲武《中兴
间气集》中说：
“叔伦之为人，温雅善举
止，
无贤与不肖，
见皆尽心。
”
可见诗人是
一个笃诚的人，
一位博雅的长者。
戴叔伦为萧颖士门生。兰陵萧颖
士，字茂挺，开元、天宝间以文学著称，
每以推奖后进为任，与李华、颜真卿等
交厚。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曾授引
过戴叔伦的诗话：
“ 戴容州云：诗家之
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
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可惜他写的诗话
今已不传。近人傅璇琮对戴叔伦诗有
“诚挚平实”的评语，正是诗如其人、人
如其诗。戴叔伦生前有《述稿》十卷、
外诗一卷、书状一卷，至元末时已亡
佚。现仅存文二篇、诗三百余首收在
《全唐诗》二七三、二七四两卷中，但其
中假托之作多达二十余首。

腊八施粥

虎年将至，笔者忽然想到咱们
名高地，解放战争时它是土匪座山
石虎头口中喷薄而出，令人震撼。
中国有没有以虎命名的地名呢？说
雕的老巢。1947 年春，中国人民解 《老残游记》曾对黑虎泉有精彩的记
起来，中国人尊崇老虎，虎地名可以
放军侦察兵小分队进山剿匪，以少
述。
说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
胜多。小说《林海雪原》记载了这段
古代最著名的虎地名当属河南
虎啸深山，以虎命名的山那可
历史，根据小说改编的戏曲和影视
荥阳的虎牢关。虎牢关又称氾水
真是数不胜数。排首位的当然是江
让威虎山名声远扬。
关、成皋关，
《三国演义》和《封神演
西的龙虎山。龙虎山乃道教张天师
跟虎有关的水地名也不少，像
义》里都曾出现此关隘。历史上这
世居之地。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
长江上游的虎跳峡，是世界上著名
里确有两次大战：一次是楚汉的成
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传说“丹成而
的大峡谷，以奇险雄壮著称于世。 皋之战，一次是唐初李世民和窦建
龙虎现”，山因此得名。龙虎山是四
庐山上有处虎溪。相传晋僧慧远居
德的武牢之战。近代史上最著名的
大道教胜地之一，声名比鹤鸣山、齐
东林寺时，送客不过溪，一日陶潜、 当属广东东莞的虎门镇，虎门销烟
云山高不少，
和武当山不相伯仲。
道士陆修静来访，相送时不觉过溪， 彪炳史册。
排次席的苏州虎丘，既然叫丘， 听到虎啸，三人大笑而别。这就是
有意思的是，还有三个改名的
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不过虎丘在文
虎溪三笑的故事。老虎滩海洋公园
虎地名。华北长城边有俩著名的
化史上很有名，它原名海涌山，据
是大自然与人工智慧的完美结合， 口，古北口和杀虎口。古北口也叫
《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
是滨城大连的一道亮丽风景。中国
虎北口，何时改名现已无考。杀虎
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
有两处虎名泉，一南一北，相映成
口原来叫杀胡口，清朝忌讳胡字改
丘。又一说为“丘如蹲虎”，以形为
趣。南边的虎跑泉位于杭州，居西
虎。杭州因武林山（现灵隐山）得
名。虎丘有“吴中第一名胜”
“ 吴中
湖诸泉之首，和龙井泉一起并誉为
名，此山原先叫虎林山，因避讳唐高
第一山”的美誉，主要景点有剑池、 “天下第三泉”。虎跑泉水质甘冽醇
祖李渊的祖父李虎的名才改武林。
厚，与龙井茶叶合称西湖双绝，有
杭州这座城市不仅有虎跑泉，还有
虎丘塔等。许多文人墨客留下了无
“龙井茶叶虎跑水”之美誉。北边的
虎林山，
果然是座虎城啊。
数诗文，
让虎丘声名更加高涨。
威虎山原是黑龙江海林一座无
黑虎泉位于泉城济南，泉水从三座

□吴远龙

宋风遗韵
“万年上山”
“ 千年南宋”
“ 百年红
船”勾勒出浙江文明演进、文化发展的
历史轴线，宋代尤其南宋，是浙江思想
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那是一个盛产
思想和名人的时代，是注定载入中国
文明史册的思想辉煌的时代。
人称“东莱先生”的吕祖谦，便是
那座高峰上的标杆，他与张栻、朱熹并
称“东南三贤”，由其开创的“金华学
派”与陆王心学、朱熹理学呈三足鼎立
之势，
是南宋时中国的学术主流。
吕祖谦、陈亮、唐仲友及“北山四
先生”等“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倡导并
力行的经世致用、崇文重教、农商兼
本、事功务实、重信守信、创变求异、兼
容并包等思想价值观，形成了千年来
浙江的精神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浙江

何谓“石榴裙”
石榴裙，即红艳似火的长裙。这种裙子
色如石榴之红，不染其他颜色，往往使穿着
它的女子俏丽动人。石榴裙由来已久。梁
元帝《乌栖曲》有：
“ 芙蓉为带石榴裙。”发展
至唐代，石榴裙更是成为一种流行服饰，尤
其是中青年妇女，特别喜欢穿着。如唐传奇
中的李娃、霍小玉等，都穿着这样的裙子。
唐诗中亦有许多描写，如武则天《如意娘》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白居
易《官宅》
“移舟木兰棹，
行酒石榴裙”等。
至明清时期，石榴裙仍然受到妇女们的
欢迎。明代唐寅在《梅妃嗅香》一诗中写道：
“梅花香满石榴裙。”虽写的是唐朝之事，但
可看出当时现实生活中，此种款式的裙子仍
为年轻女子所珍爱。
《红楼梦》里亦有大段描
写，
亦可相印证。
由于石榴裙受到历代女子的喜爱，于是
俗语中说男人被美色所征服，称之为“拜倒
在石榴裙下”。据说，此种说法与唐玄宗宠
爱杨玉环，要求百官见到玉环着石榴裙翩然
而至即要下跪行礼有关。

文澜听泉

趣话古今虎地名

□陈大新

在白居易提倡新乐府体之前，采
用七言歌行“即事名篇”较多的诗人是
戴叔伦。而在唐诗中，正面叙述妇女
田间劳作之作，是少之又少的。戴叔
伦《女耕田行》显然十分珍贵，其诗云：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
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
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
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
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
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
疏通畦垄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
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
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余芳泪满衣。”
农家姐妹，待字闺中，家贫母老，
长兄从军，没有耕牛，又无农具，而乳
燕入巢，农时不容错过。两姐妹只有
持刀斫地，以代耕牛。此为“姊妹相携
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的真实情
景。全诗语言通俗，明白晓畅，无需在
字面上多加注释。
“ 可怜朝雉扰惊飞”
是借古乐府《雉朝飞操》中“雉朝飞。
鸣相和。雌雄群游于山阿”之句，表现
姐妹自伤未嫁。这首诗最值得注意的
是“长兄从军未娶嫂”与“去年灾疫牛
囤空”。在“乳燕入巢笋成竹”的时节，
何以只有两姐妹劳作于田，原来是因
为干戈四起，国家陷于战乱之中，家里
唯一的男子不得已从军远行。如果说
战 争 是 人 祸 ，那 么 雪 上 加 霜 的 是 天
灾。两姐妹持刀斫地，是因“去年灾疫
牛囤空”。在“无人无牛不及犁”的窘
况下，这才无奈“以刀代牛”。就连手
里的刀也还是两姐妹“头巾掩面”
“截
绢”后去都市中换来的。看见沟塍间
惊起朝雉，东邻西舍的落花，两姐妹又
想到女儿花季将在这困苦的时艰中耗
去，不觉“共惜余芳泪满衣”了。在《女
耕田行》中，诗人对农家姐妹的遭遇给
予了深深的同情。这首诗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唐代“安史之乱”后，政局动
荡，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
社会现实。
戴 叔 伦（732～789），字 次 公 ，润
州金坛（今属江苏）人。为唐大历、贞

八粥，
好一个温馨的腊八节。
关于腊八粥的配料、制作、食法
的文章很多，而最详尽的是清人富
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的描述：
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
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
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
瓜子、花生、棒穰、松子及白糖、红糖
等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
薏米、桂圆，用则伤味。每至腊月初
七，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
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
亲友，
不得过午。
梁实秋在散文《粥》里说“腊八
粥是粥类中的综艺节目”。他在文
中这样描写熬腊八粥的场景：
“我小
时候喝腊八粥是一件大事。午夜才
过，我的二勇爹爹就开始作业，搬出
擦得锃光大亮的大小钢锅两个，大
的高一尺开外，口径约一尺。然后
把预先分别泡过的五谷杂粮如小
米、红豆、老鸡头、薏仁米，以及粥果
如白果、栗子、胡桃、红枣、桂圆肉之
类，开始熬煮，不住地用长柄大勺搅

□王兆贵

北 宋 钱 塘 名 僧 文 莹 ，在
《玉壶清话》中，详细记载了一
段关于唐代酒价的君臣对话。
大意是说，
宋真宗问近臣，
唐代
的酒价是多少？一时间，没人
说得出。大臣丁谓应声答道：
斗酒三百。皇上问他怎么知道
的？丁谓说，杜甫有诗为证：
“速宜相就饮一斗，
恰有三百青
铜钱。
”
这件事，在刘攽的《中山
诗话》中也有提及。刘攽是北
宋的史学家，他曾协助司马光
编纂《资治通鉴》。由此看来，
他与文莹的记叙恐非无稽之
谈。据《新唐书·食货志》记
载，唐德宗建中三年，为补助
军费，禁止私酿，
“ 置肆酿酒，
斛收直（值）三千”。按一斛等
于十斗算，杜甫诗中所言斗酒
三百是有依据的。南宋诗人廖行之在《西郊即
事三首》中说：
“唐年斗酒价三百，苦贵已起诗翁
言。”元末明初文史学者高启在《京师苦寒》中发
问：
“陌头酒价虽苦贵，一斗三百谁能论。”可见，
那时的酒价也很贵，
可谁又能去理论呢？
即便如此，以诗论史仍不足采信。所以，刘
攽 在 文 后 评 价 说 ，丁 谓 的 回 答“ 亦 一 时 之 善
对”。丁谓临场发挥，对答如流，就像如今的答
记者问一样，不过是机敏应对而已，也有点像脑
筋急转弯，并非标准答案。唐朝历时近三个世
纪，三百青铜钱一斗的酒价，怎么可能保持不涨
不跌呢？
在唐诗中，还经常能够读到“斗酒十千”的
句段，如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李白的“金
樽清酒斗十千”、白居易的“共把十千沽一斗”
等。南宋学者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解释说，这
是借用曹植“美酒斗十千”的典故，意在赞誉美
酒，
而非确指唐代酒价。
唐诗中，提及酒价的句子很多，有高有低。
因此后世文人在征引的同时，质疑声不断。窃
以为，诗人毕竟不是商人，也不是当世的物价调
查记录者，诗歌虽不能脱离现实而胡说，但却自
有浪漫的表达方式。唐诗中提到的酒价，并非
取信与否的问题，而是不能一概而论。唐代酒
价几何，恐很难说得清楚。就算采取“诗史互
证”的方式，也不会给出精确的答案。道理很简
单：首先，时间跨度长，有太平盛世与战乱时期
之分；其次，地域分布广，有通都大邑与穷乡僻
壤之别；再次，酒水种类多，有谷物酿制与果品
发酵之异。仅就这三个因素而言，唐代酒价的
单一推定就站不住脚。
当然，丁谓的回答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在
《杜臆》一书中，明代文学家王嗣奭引用北齐卢
思道的话说：
“ 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此诗酒价
苦贵，乃实语。”照此看来，丁谓这个人还是有些
见识的。仅从他能从前人诗中留心当年酒价，
也可以看出他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

吕祖谦与南宋主流学术

发展进程。
吕 祖 谦（1137～1181）出 生 于 世
代官宦之家，其祖上吕蒙正、吕夷简、
吕公著等都入朝为相，有“屡世为相”
之说。
25 岁便进士及第的吕祖谦，以其
家世背景和学术才华，本可仕途无限，
可一心向学的他却宁愿选择学问甘守
清贫，在其短短的 44 年生涯中，硬是
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左氏春秋传说》
《两汉精华》
《东莱集》等 1700 余万字
的学术著作，尤以《东莱博议》成为旧
时科举考试之范本，多少莘莘学子啃
着这本书成就了进士及第的梦想。
吕祖谦是史学家、哲学家、文学
家，
也是
“明理躬行”的教育拓荒者。
他两度 6 年为父母亲在武义明招

唐代酒价几何

吉光片羽

国学小知识

过了腊八就是年

小时候，一到腊月，大人们便经
人“腊”与“猎”之间的联系，书中谓
常说起一句民谣：
“小孩儿小孩儿你 “十二月猎日也。秦文王始效中国，
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的确，腊八
为之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这一
似乎是一个节点，每到这个时候，到
点，从“腊”的读音上与“猎”相近也
处便充满年味了。
可以佐证，至少说明“腊”与“猎”的
腊八节是进入农历腊月的第一
关系比较亲近。而蜡则是“索”，是
个节日，是春节的先导。腊八节的
聚集万物来敬神。
“ 腊祀先祖，蜡报
名称是建立在“腊月”这个称谓的基
百神，
同日而异祭也。”
础上的，那么，农历的十二月为什么
唐代杜甫的《腊日》：
“腊日常年
要叫腊月呢？腊是一种古老的岁末
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
祭祀仪式，也叫蜡，而实际上，腊与
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
蜡还是有所区别的。腊就是“猎”， 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
猎取百兽来祭祀祖先。司马迁在
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秦本纪》中说：
“ 惠文王十二年初
诗人将当年气候温和的腊日，与往
腊。”
《正义》里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后
年天寒地冻的腊日一对比，感觉萱
草柳条春光可见，多想辞朝回家畅
饮欢度良宵，可又感念皇帝的恩惠，
不便离开。
对于腊八节，大多数人知道的
就是要吃腊八粥。民间传说，腊八
粥也叫“防风粥”，喝了这粥可以御
寒。至于腊八粥的起源，一般认为
源自佛教，所以也叫“佛粥”。《唐
（六十）
书·历志》曰：
“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
载初，用周正，以十二月为腊月。”据
仙游观》。诗人说，稀疏的松影撒
说，当时受佛教影响，佛教以农历十
落神坛，更显道观清静，小草芳香
二月八日为佛祖生日，举办“腊会”，
扑鼻，犹衬山洞小径深幽。
也就是喝粥的集会。宋代孟元老在
【点 评】：疫 情 前 每 逢 节 假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
“ 十二月初
日，旅游胜地往往人满为患，人
八，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
们本来想欣赏美丽的风景，却只
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
见万头攒动。其实，好的风景并
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宋代
不一定在旅游胜地，只要我们像
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则记：
“都下自
诗人韩翃那样静下心来，仔细观
十二月以来，八日，则寺院及人家
察，疏松、空坛、细草、小洞这样
用 胡 桃 、松 子 、乳 蕈 、柿 栗 之 类 作
精致细微的风景就在我们身
粥 ，谓 之‘ 腊 八 粥 ’。”宋 吴 自 牧 在
旁。而且，跟自己所爱的亲人 、
《梦粱录》中也说：
“ 此月八日，寺院
朋友在一起，心情畅快，入眼之
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
处皆风景，又何必一定是那些名
粥，名曰‘腊八粥’。”可以得出这样
山大川呢？
的结论：至少从宋代起，每年冬季，
进入腊月，喝一碗由各种果品加上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
好米煮成的粥，便是年节进入倒计
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时的起始之日。上至宫廷寺院，下
【解读】：此为《诗经·卫风·木
至百姓人家，从首善之区到广大农
瓜》的第一章。意思是说：你将
村，都兴致勃勃地从事这项不用号
木瓜投赠我，我拿琼琚作回报。
召也无须组织的自发性群众活动。
不是为了答谢你，珍重情意永相
陆游在《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
好！
诗中写道：
“ 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
【点评】：这首先秦古诗三次
散策过吾邻。草烟漠漠柴门里，牛
咏叹别人送来木瓜、
木桃、
木李
“低
迹重重野水滨……今朝佛粥更相
端”果实，
“我”回赠琼琚、琼瑶、琼
馈，反觉江村节物新。”想想，柴门里
玖这些高档礼品，这样不对称，
的炊烟，
水边的牛脚印，
人们互赠腊
“我”却认为这不算答谢。这里衍
生成语投木报琼，它跟投桃报李
类似，又不雷同。古人考证这是
卫人感谢齐桓公救存卫国，虽然
齐桓公只是给了看来微小的帮
闲话斋
□古傲生
助，但却是雪中送炭，自然令卫人
感激不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被救助者应怀感恩之心，这
是非常珍贵的。

国风·

山结庐守孝时，开办了“明招讲堂”，一
余之众，武义仅南宋一朝就出现了 40
时名声大噪，引得陆九渊、张栻、朱熹
多名进士。
和“永嘉学派”的叶适、陈傅良、薜季宣
吕祖谦的学术所涉甚广、博大精
等一众大家纷纷前来讲学交流，朱熹
深，其为学“不名一师，不事一说”，凡
还把自己的小儿子托付给吕祖谦教
是好的都吸收，这是一代大儒宗师海
授。
纳百川的胸怀，也是他开放包容的为
守孝结束后，吕祖谦在金华创办
人品性，正因为这种人格魅力，才有
了丽泽书院，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
了他主持的被称为学术史上第一次
的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并称南宋 “华山论剑”的“鹅湖之会”的千古美
谈。
的四大书院。金华由此成为书院文化
重镇，
《浙江通志》中有记载的南宋金
斯人已去，丽泽书院也已成为背
华书院就有 32 座，列宁波之后居浙江
影，但作为从祀孔庙供后人膜拜朝圣
第二，书院文化成为“小邹鲁”的重要
的 6 位浙江先贤之一，吕祖谦的思想
标识和支撑。
却永存。作为后人，当对先人多一份
丽泽书院既是学术思想的高地， 崇敬之情，将先贤们的思想文化创新
也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开金华乃至浙
性继承、创造性发展。
江中西部教化之风，鼎盛时学生有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