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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

2022年7月13日 文文 化化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6版

从《水浒传》的羊肉看宋人饮食文化
□邱俊霖

《水浒传》里有一种“羊酒”，这

种酒主要以羊肉入料，窖藏发酵。

古人认为羊寓意着吉祥，所以

羊酒在古代很流行，常被用于婚聘、

贺岁、赐赏等活动。比如宋公明攻

打祝家庄，到李应庄上打探虚实，就

带了羊酒等礼物亲自上门求见。包

括《三国演义》里，曹操官渡之战大

破袁绍，刘备想偷袭许昌，结果被曹

操回过神来击败，狼狈逃到汉江，百

姓就以羊酒奉上。古代投降时也要

牵羊担酒，比如宋江征讨方腊，军马

到秀州后，段恺便牵羊担酒迎接宋

江入城。

古代老百姓家里也养羊。比如

《水浒传》里，吴用想让阮氏兄弟参

加“智取生辰纲”行动，去石碣村打

探他们的生活状况。阮氏兄弟说梁

山泊原是自己的衣饭碗，后被强人

所占也不敢告官，因为“但一声下乡

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

鹅尽都吃了”。

至于《水浒传》里的莽汉李逵，

虽然动不动就切牛肉来吃，但他最

爱吃的可能还是羊肉。李逵元夜闹

了东京，跟燕青取小路回梁山，来到

四柳村的狄家庄，李逵冒充罗真人

徒弟捉鬼，让狄太公准备了一猪一

羊祭祀神将。猪羊煮得熟了，李逵

喝了一轮酒，然后拔出腰间大斧切

肉吃了个饱。更早些时候，李逵在

江州琵琶亭酒馆跟着宋江和戴宗喝

酒吃肉，宋江见李逵能吃，便想叫酒

保切二斤大块牛肉来。酒保回复：

“小人这只卖羊肉，却没牛肉，要肥

羊尽有。”李逵听了顿时发飙，认为

酒保瞧不起自己。

很明显，在《水浒传》里，牛肉便

宜，而羊肉相对来说高档一些。在

封建时代，牛是重要劳动力，官府鼓

励百姓多养牛，而且禁止私自宰

牛。背地里宰牛吃肉的现象虽然不

少，但往往被视为道德败坏的行为，

牛肉价格自然走低。羊肉则多从辽

和西夏进口——比如石秀初次登场

时在蓟州，自我介绍说：“因随叔父

来外乡贩卖羊马，不想叔父半途亡

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流落在此

蓟州卖柴度日。”蓟州靠近辽国，想

来石秀起初做的是从辽国进口羊肉

的买卖。

宋朝的统治阶级喜欢羊肉，羊

肉的价格也就走高了。宋代赵令畤

在《侯鲭录》里记载过一个“换羊书”

的故事：苏轼有个叫韩宗儒的朋友，

很喜欢吃羊肉却没钱买。于是，韩

宗儒不断给苏轼写信，每回收到苏

轼的回信便拿去向当时的武官姚麟

换羊肉，每次能换十几斤。可以想

象，当琵琶亭大酒店的酒保听宋江

说要牛肉的时候，心里肯定有些好

笑：我们可是正规的老字号大酒店，

当然以卖羊肉为主，哪里会卖牛肉？

宋朝的羊肉高档，这在《水浒

传》其他情节中也有体现。

史进和少华山的三位头领朱

武、杨春、陈达往来，备礼物回奉，其

中拣了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

了，委两个庄客送去。史进和朱武

等人在中秋夜聚餐饮酒，也宰了一

腔大羊，轮流把盏，割羊劝酒。

鲁智深打死了郑屠，逃到雁门

县，遇上金老汉父女，金老汉条件有

限，买来的是鲜鱼、嫩鸡等食品招待

鲁智深，后来见了赵员外，赵员外赶

紧杀羊置酒相待。大闹五台山之

后，鲁智深去东京大相国寺看菜园

子，与众泼皮打成一片，每日被请吃

请喝，后来他还席时也杀了一腔羊，

大碗斟酒，大块切肉。

林教头刺配沧州，途经柴进庄

上，庄客一开始托出一盘肉、一盘饼

等食物礼品。柴进见了便急眼：“村

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如何恁地

轻意。”随即叫庄客杀羊，要用羊肉

来招待林教头这位贵宾。后来宋江

来到庄上，柴进也是杀羊宰猪管待。

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朱贵在酒

店里也杀羊管待众好汉。上了山

寨，王伦也“宰了两头黄牛、十个羊、

五个猪”来招待。武松景阳冈打虎，

众多猎户牵着羊、挑着酒伺候。后

来醉打孔亮，误打误撞遇见宋江，来

到了孔太公庄上，也是杀羊宰猪，安

排筵宴。

像这样的情节还有不少，通篇看

下来，《水浒传》里的隆重场合基本都

少不了羊肉。宋代人爱吃羊肉，其他

记载中也有体现。比如《东京梦华

录》里记载的曲院街的街北有薛家羊

饭、熟羊肉铺等，州桥夜市有旋煎羊、

批切羊头、乳炊羊、羊脚子等小吃，市

场上还有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

车子上市，动即百数。《东京梦华录》

的诸色杂卖里也有羊肉，六月巷陌杂

卖里还有羊肉小馒头，这种馒头与

《水浒传》里的馒头一样，其实是有馅

的包子。可见，在京城的正规市场

上，大家都是正经地卖羊肉，公然卖

牛肉的现象很少见。

有些学者认为，羊肉的流行从

宋元时期一直延续到明朝初期，也

就是施耐庵所生活的时期，直到明

朝中后期猪肉才反超羊肉成为主流

肉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

“猪，天下畜之”，所以生活在明朝中

后期的吴承恩，他笔下的天蓬元帅

便错投了猪胎。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赣州市南

康区第十中学）

负暄琐话

黑发积霜黑发积霜
1976年唐山大地震，父亲援唐救

灾回来，适逢村里学校筹办活动。父

亲会吹笛子、拉二胡、识曲谱，被选中

当了民办教师。当时，村里文化水平

高于父亲的大有人在，能被选中是极

幸运的事。尽管村里不给补助，也有

人劝父亲选个别的行当，但是父亲执

意要干下去，一直干到“黑发积霜”。

村子偏远贫瘠，只有几十户人家。

开学第一天，爷爷挑着家里节省下来的

玉米面、窝窝头给父亲送行——父亲

说，那天自己似乎找到了生命里最为

光荣的道路。

学校规模很小，石头垒成的院

墙，一个简陋的大门，院中吊起一顶

钟，用力甩动绳子，“当当”响起的便

是上下课的铃声。教室是用泥土夯

筑而成的土坯房，屋内光线昏暗，墙

上凹凸不平，门也早已不知踪影，只

剩下一方黑板、一捧粉笔。简陋的陈

设深深触动着父亲，也更加坚定了他

扎根农村的信念。

村民生活艰苦，学生来的时候都

光着脚不穿鞋子，许多孩子甚至不愿

上学。白天完成教学任务后，父亲还

要一家一家去家访，劝说孩子来读

书。有一次，父亲从两公里外家访回

来，倾盆大雨落在泥泞的乡间小路，走

到学校操场已经积有十公分的水了。

颠簸的乡间小路上，一次又一次出现

父亲往返奔波的身影，没有迟疑，没有

犹豫，更没有放弃。

作家叶文玲曾写道：“不怕土窝

小，就怕不是材。只要功夫深，岩石

也扎根。”父亲因擅长文艺被纳入民

办教师队伍，深知只靠自己的初中文

凭远远不够。晚上，父亲拖着疲惫的

身躯回到家，划一根火柴点燃煤油

灯，跳动的火苗瞬间驱散了黑暗，父

亲便在寂静的深夜开始了充电式学

习。乡村的夜晚是浓烈的，沉沉的暮

色笼罩着，空阔的大山里万籁俱寂，

仿佛没有一丝生气。吹灭了煤油灯

就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偶有一些

不知名的小虫嘶鸣几声，却只有更添

寂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优质

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村里的

办学条件太差，教学设施太简陋，根

本无法适应教学需要。本村的学生

纷纷到县城求学，生源危机越来越严

重，学校也步履维艰。后来，父亲经

人引荐到了县里的二中——但在父

亲内心深处，那些过去在村里学校的

执教经历，那些在岁月涤荡和时间磨

蚀下的执教经历，早已成为人生中一

笔可贵的财富。

在县里二中的父亲依旧是民办

教师，他也一如既往把时间奉献给学

生：母亲还在熟睡，父亲已悄悄“潜”

入校园，燃起蜡烛等待第一个学生。

20多年，父亲一直默默耕耘于普通班

级，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生机盎然”。

时间是一个奇异的过滤器，总

能 顺 利 地 过 滤 掉 苦 难 、沉 淀 下 美

丽。父亲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先后

由县师范考到市教育学院，获得大

专文凭，成为当时县城里为数不多

的高学历人才，也终于因此由民办

教师转成正式在编教师，端上了所

谓的“铁饭碗”。如今，过往所经历

的激情、渴望、喜悦、成熟，都伴随着

父亲的退休，仿若多彩的经纬线交

织成一段段美好而又永恒的回忆。

父亲眷恋曾经的岁月，珍惜过往的

经历，牢记那些患难之交的情谊。

然而故事再美也成往事，一张张泛

黄的老照片定格了曾经的岁月如

歌，也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

2014年秋天，大学毕业的我接过

父亲手中沉甸甸的“接力棒”，也成为

一名乡村教师。我觉得自己就是庄

子 笔 下 的“ 北 冥 鱼 ”，有 幸 化 身 为

“鸟”，能够自由翱翔于教育的天空，

实在是借助了太多的“风之爱”。望

着育人的“南海”，我自当抟扶摇而

上，在不避风雨的泥泞中，迎着理想

前行。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张家口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姚家房中学）

□张亚雨

星空中的新光

再一次证明

星空的浩瀚是互为闪耀的星光成就的

当星光汩汩流淌互为交融

星空就绵延成无边无界的汉河

它守望着地球

它佑护着地球上的生灵和文明

当一个国家的语言

羽化为汉河中的明亮星辰

最夺目的光芒

必定是语言迸发的灿烂

中国语言的轴心啊

代表着中国话和中国字

不能不说

中国字的堂正沉着和一撇一捺的从容

正是厚重的中国语言

非凡气度和格局的诠释

华夏儿女，用自信的声色

向世界洪亮地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字的心房啊

是中国蓝的天空给了它清晰的线条

使天空中的每一朵云

都吮吸着中国字的养分生长着

听，在朗朗读书声中

是绽放着中国希冀的

此起彼伏的脚步声

长河上的星辰

无论行到极域，或天涯海角

一朵花的微笑

是春风

是融冰化雪的暖阳

这春风和暖阳啊

飞架起心心相连的友谊之桥

一个字，一份情

犹如一份国家的嘱托

沉甸甸的期待中充满着无限真诚

一个个叠加的中国字

组成了巍峨的群山

逶迤的江河

与鳞次栉比的城市群

美丽乡村的阡陌

一并以永远屹立的形式

竖起世界版图上的中国坐标

每个汉字都天生一双直冲云天的翅膀

每个汉字都有太阳般炽热的大爱

中国字正歌咏着文明古国的经史子集

翱翔在地球村的灿烂之间

人类语言的长河啊

因中国字愈加磅礴

中国字的韵律和丰富的内涵啊

让世界上每个国家和民族

打开了文化与和谐的密码

中华文明永恒的星辰的精髓

是中国字的筋骨和力道

前行在光芒中

明净的云朵贴近海面

倾听海浪的语言

那海浪声是美丽迭起的中国话

时光的旋律穿过云间

静谧传递着五洲四海共同的向往

坐落在世界每个角落的灯火

跃动着鲲鹏与龙的光焰

那光焰便是中国字十足的色彩

中国字字字相守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语言的航母中国字啊

在新时代的海洋上

正用高亢的歌喉深情地呼唤着

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共同生长

（作者单位系北京语言大学）

奶奶带我来到朴籽树下，我伸出

贪婪的舌头，想象着舔到叶子的馨

香。奶奶拿出竹竿轻轻一划，叶子像

蝴蝶般翩跹而下。突然，好像有叶子

掉到脖子上，没想到是毛茸茸的东西，

我吓得脸都青了。奶奶过来，把东西

撵走，狠狠扔去，说是毛毛虫。这时，

脖子越发难受，火辣辣的，像被滚烫的

铁器碰到一般。奶奶摘了鼠曲草，挤

出汁水，敷在我的脖子上。过了一会

儿，红肿才渐渐消失。那时，奶奶就像

我的守护神，在我的心灵植入了踏实

和勇气的种子。

从树下采撷一筐叶子，回到家清

洗、剁碎，哒哒作响，空气中氤氲着甜

甜的气息。我看得入迷，接连追问奶

奶在做什么，奶奶却说：“做朴籽粿时，

小孩子不能在旁边说话，不然做的粿

不会笑。”奶奶加入米粉、面粉、幼砂

糖、泡打粉，加入刚才榨汁的朴籽叶搅

拌均匀。待稠度刚刚好，静置发酵了

一个小时，接着开始生火。我用木瓢

子舀着绿浆，轻轻倒入锡纸杯下锅，很

快就蒸好了。揭开锅盖，满屋飘香，让

人一下子有了精气神。近看，每个朴

籽粿都裂了几条缝，果真像婴儿的微

笑；远看，像小山丘，翠色欲滴。

“扑通”一声，奶奶闻声而来，原来

是一只野猫光临，朴籽粿被撞翻，掉了

一地。我气得抓起扫把，朝着野猫的方

向追去。眼前的一幕让我心生怜悯，蓦

地放下扫把——家里的猫咬了一个朴

籽粿给全身湿透的野猫，泥水不停地

顺着毛发滴落。我赶紧抱起野猫，奶

奶给它洗了个温水澡，我就把朴籽粿

撕得碎碎的喂它。后来，野猫与我家

的猫成为伙伴，它们常在一起嬉戏打

闹，给家里增添了不少生机和乐趣。

剩下几片叶子比较粗的，我打算

扔掉，奶奶却说扔不得。两片叶子合

上，奶奶一吹气，悠扬的声音就在耳边

响起。我跃跃欲试，却什么声音都没

有，憋得脸都像薄荷一样青了。奶奶

告诉我，要先吸气，叶子中间要留细

缝。我继续吹，声音就跟雨滴打落在

天窗一样，“咕咕”“咕咕”，难听极了。

细听奶奶的口琴声，时而欢悦，像一群

小孩在打滚儿的喘气声；时而低沉，像

风雨来临时收衣服的脚步声；时而激

昂，像铁桶掉入井底时清脆的响声。

奶奶还能吹出鸟儿啁啾声、谷雨滴答

声，原来大自然的声音如此美妙。

难忘一抹朴籽香。朴籽树浸透着

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叶脉镌刻了

儿时甜甜的回忆，叶香氤氲在心灵的

深处，酝酿着一季的翠绿。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汕头市龙湖

区立才学校）

一抹朴籽香
□张海瑜

物语

中国字，
在光芒里前行
□杨东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