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乡间，蓖麻是一种常见的油料作物，

农人们也称之为“大麻籽”。虽说都能出油，但

蓖麻远没有花生、芝麻、油菜的地位高，属于庄

稼中的小众，可有可无，多少不拘，用一句乡谚

来说就是：年三十逮个兔子——有它没它照样

过年。乡人种蓖麻，很少整块地成规模，多是

捎带着种上几垄，或在田边地头，或在菜园四

周，或在房前屋后，或在沟边路旁。

蓖麻叶色碧翠、枝干粗壮，根系发达，生命

力顽强，茎秆虽然中空，却极其柔韧，耐旱抗

风。春日里下过一场透雨，挖个坑，丢进两三

颗蓖麻籽，过不了几天，就会冒出新芽。有风

有雨，蓖麻幼苗一天天长大，不用施肥，不用锄

草，任其个头猛蹿，长成小树一般的挺拔。蓖

麻开的花不起眼，却很别致，属于圆锥花序，上

部生红色的雌花，下部生黄色的雄花。蓖麻的

球形蒴果分为两种，一种有刺，长满弯弯曲曲

的软刺，等成熟后刺就变硬，扎在手上钻心地

疼，和毛栗子很相似；一种无刺，外面光溜溜

的，像悬铃木的果实。

待到深秋，农人们便摘下成熟的蒴果，每

个蒴果内有种籽 3粒，即蓖麻籽。蓖麻籽扁圆

型，黑褐色，外表有一层光滑的薄膜，上面布满

不规则的白、黑、红、紫相间的斑纹。麦熟一

晌，性格急躁的蓖麻蒴果亦是如此，成熟后必

须及时采摘，否则秋日的阳光三晒两不晒，挂

在枝头的蒴果就会开裂，星星点点，滚落一

地。蓖麻秆是乡间耐烧的好柴禾，用镰刀放

倒后，摊开晒干，码放整齐，成为生火做饭的

燃料。

旧日乡间随处可见的蓖麻，

给农家娃带来了无穷快乐，蓖麻

宽大的掌状叶子可以当雨伞顶

在头上，枝枝叉叉的蓖麻秆可以

做游戏中的道具马。在孩童们

自创的各种蓖麻玩法中，属蓖麻

籽玩的时间最长，也最有意思。

孩子们性急，往往不等蓖麻完全

成熟，就把蒴果摘下来，放地上

用脚一踩，捡出里面的籽粒，衣兜里装满了蓖

麻籽，走起路来哗啦啦乱响，走到哪儿玩到哪

儿，玩法更是五花八门。随便找一块大石头，

掏出兜里的蓖麻籽，一个挨一个排成长队，看

上去就像一列身穿黑甲的士兵。有时候也摆

各种阵法，当然都是从说书艺人那里听来的，

一会儿摆成一字长蛇阵，一会儿摆成二龙戏珠

阵。五子棋是孩童们常玩的一种游戏，平时多

拿颜色不同的两种石头蛋儿当棋子，有了蓖麻

籽就提档升级了，一方用灰白色的蓖麻籽，另

一方用黑褐色的。玩抓子儿的游戏亦是如此，

蓖麻籽光滑手感好，在手心手背上翻来覆去，

比涩拉拉的石子强多了。

听母亲讲，在我出生前的那几年，几乎各

家各户都种蓖麻，还有人收购，能换成现钱。

那时，村上仍有不少人家种蓖麻，不过都是零

零星星种，此时已经没有人收购了，农人们讲

究实际，辛辛苦苦种上一季，卖不成钱，种的人

自然就少了。蓖麻籽含油量高，可以用作煤油

的替代品。昔日乡间不通电，多用光亮微弱的

煤油灯照明。煤油俗称“洋油”，对于吃盐都要

用鸡蛋换的庄户人家来说，购买点灯的煤油也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时候家里的煤油用完

了，找一根高粱秆，折下最长那一节，劈成细长

的高粱篾儿，像串糖葫芦一样，一个挨一个，将

蓖麻籽串起来，放至窗台上晒干。等到天黑，

将这一长串蓖麻籽最上面的一个点着，插在用

萝卜或者红薯做成的简易灯座上，虽说火头小

如黄豆，但在缺少物资的年代，却也给人带来

一方光亮。

蓖麻青青蓖麻青青

西汉成帝的时候，汉代出了一位优秀的农

学家，他的名字叫氾（fán）胜之，被认为是汉

代最具影响力的农家人物。

氾胜之的先人本姓凡，后来为了躲避秦

乱，迁往氾水，因此改姓氾。氾水是济水的支

流，流经今天山东曹县和定陶县，现在一般认

为氾胜之是山东曹县人。氾胜之在家乡的时

候，对农作物的生产、栽培等非常精通，有着丰

富的农业知识和经验。他步入仕途后，在汉成

帝的时候，做过议郎，议郎这个官职在当时相

当于今天的技术顾问、参谋一类。因为氾胜之

精通农业，所以他很可能就是一个以农业技术

为主的技术顾问。后来，他被朝廷派到三辅，

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的中部地区，管理农业，教

农民种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喜欢农学

的人都尊他为师。后来他被提拔为御史，就很

有可能是因为推广农业有功。

在总结前人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氾胜

之结合自己在三辅教田的实践，写了一本农学

著作，这就是《氾胜之书》。这本书已经失佚

了，但通过一些材料，我们可以对书的内容有

所了解。《氾胜之书》不仅提出了耕作的总原

则，也对具体的耕作技术进行了总结。在耕作

的原则方面，氾胜之总结为“趣时、和土、务粪、

务泽、早锄、早获”12 个字，“趣时”说的是耕种

农时的选择，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只有“耕

得其时”，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和土”说

的是土壤改良措施，即利用耕、锄、平摩等方法

使土壤松软细密；“务粪”说的是施肥的方法，

具体记载了基肥、种肥和追肥 3 种方法，其中

关于追肥的记载在中国文献上是首次出现；

“务泽”说的是灌溉的方法，对农作物的灌溉次

数和用水量都进行了说明；“早锄”说得是要在

间苗、除草等农务上早行动；而“早获”说的是

有些农作物要早收获，不然会遭受损失，比如

大豆，要是等豆粒掉落的时候再收割，收获就

要受到影响，所以大豆是收获之后，在谷场上

成熟的。

在具体的栽培技术上，氾胜之总结了 13

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其中有粮食，如黍、禾、

麦、稻等；有蔬菜，如瓜、瓠、芋等；还有桑、麻

等；这些作物的栽培方法又都遵循着“趣时、和

土、务粪、务泽、早锄、早获”的总原则，充分体

现出当时农作物种植的先进水平，而氾胜之在

书中记载的溲种法、选种法、稻田用控制水流

来调节水温的方法等则标志着当时农业技术

的进步。比如选种法，氾胜之认为大种才能结

大果，所以他提出的选种标准就是“大”。而且

认为不同的作物得到大种的方法不一样，对于

瓠，可以通过嫁接的方法得到；对于麦与禾，可

以在它们成熟之后，选取大的穗来作种。

氾胜之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总结出了一个

新的耕作方法——区田法。所谓区田法，就是

把土地分成若干个小区，做成区田。在每一块

小区的四周打上土埂，然后在中间开深沟或者

挖坑，用点播的方法种植农作物。在种植之

前，要调和土壤，来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

还要用肥料和可防虫的物质处理种子，也就是

溲种，再加上注意除草、灌溉等事项，大大提高

了粮食的产量。

区田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从汉代开始，不

断有人推行。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兖州刺史刘仁

之就进行过区田实验，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收成。

一直到清朝时，仍然有人提倡区田法，甚至在解

放后的陕北地区，农民还保留着这种耕作法。

《氾胜之书》被认为是汉代最好的农书。

东汉的经学大家郑玄在注解儒家经典的时候，

经常反复引用《氾胜之书》中的内容。唐代的

学者贾公彦也说过：“汉时农书有数家，胜为

上。”《氾胜之书》可以说是一部总结 2000年前

我国农业的伟大著作。在它之后，要再过 500

多年，我们才能看到又一部总结性的伟大农学

著作——被称为“农业百科全书”的《齐民要

术》。

作者系济南中华文化学院（济南社会主义
学院）讲师

这本失佚农书这本失佚农书

记载着两千多年前的重要生产技术记载着两千多年前的重要生产技术

（（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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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的“如意糕”“四羊方尊”巧

克力，颐和园的“颐和一盒”月饼礼盒，圆明

园荷花雪糕，玉渊潭樱花雪糕，四川的“青

铜面具饼干”，上海的“董其昌下午茶”，广

东的“粤光宝盒”……在近年来不断升温的

“文创热”中，文创美食是最引人注目的内

容之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

们生活中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而且

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其他文创

产品相比，文创美食更接地气，受众更加广

泛，也因此而成为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火

起来”的又一创新手段。

纵观当前比较受欢迎的文创美食，大

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偏重于“形”，也就是

把文物的独特器型复制为美食的外观。比

如“如意糕”以“乾隆御题如意”的端首为主

体造型，表面浅浮雕两条水中跳跃的鲶鱼；

“四羊方尊”巧克力的造型则来自于商朝晚

期青铜礼器。另一类偏重“意”，即结合文

化活动研制的别具特色的食品。比如“董

其昌下午茶”，就是配合上海博物馆“董其

昌书画艺术大展”推出的根据董其昌画风

拉花的咖啡，以及特制茶点。而不论哪一

种类型，都充满文化气息，带给人独特的感

受。不过，毋庸讳言，当下也有一些文创美

食“中看不中吃”，外观虽然精巧，但是口味

一般，或者含糖含脂量过高，不符合现代人

健康饮食习惯甚至食品卫生基本指标；另

有一些则“中吃不中看”，打着文创的名头，

却制作粗陋，或者跟风抄袭、缺乏创意，丧

失应有的文化内涵。

文创美食，顾名思义，必须是文创和

美食的结合体。其中，文化是灵魂，美食

是载体，二者缺一不可。那么，如何把二

者更好地统一起来呢？笔者以为，首先应

明确并坚守食品安全的底线。文创食品

是名副其实的“进口”货，事关人们的生命

健康，尤其少年儿童往往更容易被文创美

食吸引，食品安全不可不慎，必须严格遵

守卫生标准，并在包装上标明原料、生产

日期、保质期等，让人们看得舒心、吃得

安心。同时，还应坚持文化的标准，加强

创意开发，提升食品的文化附加值，做到

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在这方面，应特别

突出文物或文化活动中最闪亮的特征。

不管是一个蛋糕、一块巧克力，还是一支

雪糕、一根棒棒糖，它所能承载和表现的

文化因素都受到材质和体量的限制，既

不可能像文物原型那样细致入微，也不

可能像影像资料那样周到全面，那么，就

必须抓住文物中最精华的局部或元素，

结合现代人的审美心理，进行放大、组合

甚至夸张变形。

此外，文创美食的“在地性”和“叙事

性”的也不容易忽视。比如，仅从制造工艺

而言，荷花造型的冰激凌并不难做。然而，

当我们漫步在圆明园的荷花池畔，一边欣

赏绽放的古莲，一边品尝这款冰激凌时，

与在家里的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吃，获得的

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圆明园的

历史以及如园遗址古莲子的传奇故事，营

造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文化情境，让品尝美

食的行为变成了对历史文化的独特身体

感知。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承既需要知识

化的理性认知，更需要情景式的身体体

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创美食只有超越

器型的简单复制或对文化概念、意象的

“贴牌式”生产，结合特定的场所和情境，

自觉融入文化叙事，变成一款有故事的食

物，才能从捕获味蕾到走入心灵，更充分地

彰显文化基因的魅力，产生更强大和持久

的吸引力。

文创美食应从味蕾深入心灵

胡一峰

故宫太和殿在明清时期是帝王举行

国家重要典礼的场所，其建筑技术、艺术

及 文 化 是 我 国 古 代 宫 殿 建 筑 的 典 型 代

表。太和殿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位

于屋顶里的镇殿符板就是其中之一。符

板位于藻井之上，与帝王宝座上下呼应。

符板宽约 23 厘米，高约 37.5 厘米，为梨木

制作而成，前面还有香炉、烛台、灵芝等

供器。根据清代宫廷《造办处各作成做活

计清档》记载，此符板作为镇殿神符，于

雍正九年（1731）八月十二日安放。而在

此之前，雍正帝患重病，江西龙虎山道士

娄近垣在故宫钦安殿设坛礼斗，以符水驱

邪方术，使其病症缓解。雍正帝对神符的

“功效”深信不疑，下令安放符板，希望借

助符板的“神力”来消灾驱邪，并巩固他

对天下的统治。

太和殿符板正面从上到下分为 4 层，

前三层属于佛教内容，第四层属于道教内

容。最上面一层为“佛说大威德八字秘密

心陀罗尼”经咒，该经咒认为文殊菩萨能够

护佑皇帝统治的国土安宁，各种灾祸自然

消除，皇帝及其家人平安吉祥。第二层为

12 位尊神的名字，这些尊神均源于东晋时

期天竺藏佛经《佛说灌顶经》，且文中载有

“若有邪神恶鬼往来入宫宅中者，见此神王

名字镇函之处，莫不退散驰走者也”，可说

明这 12 尊神的主要作用是镇殿护宅。第

三层由左、中、右 3 部分组成，左边为大白

伞盖心咒，中间为十相自在牌，右边为六字

真言咒，三者在佛教中均被认为具有消灾

解难、遇难成祥的功效。第四层为道教的

璇玑八卦图，含八卦图与北斗九星。其中，

八卦图在道教中代表宇宙万物，北斗九星

即北斗七星（天枢、天玑、天璇、天权、玉衡、

开阳、摇光）加上辅、弼二星组成，在道教中

掌管世间之厉鬼，被认为是控制人寿命的

神符。符板背面刻有道教“太上秘法镇宅

灵符”字样，下面有灵符 72道，内容主要为

驱鬼、祛病、保家、长寿，富贵等。这些灵符

源于明代官修道藏《正统道藏》洞真部神

符，可认为是雍正帝消灾驱邪，迎祥纳福相

关的 72个愿望。

太和殿的镇殿符板属于我国古代镇

物之一。镇物又名“厌胜物”，属于我国

民间传统驱邪避灾习俗中的常用器物，

用 镇 物 驱 邪 避 灾 是 使 用 者 基 于 主 观 愿

望，用某种物件来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

鬼怪的做法。如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创作

的七言绝句《元日》中“千户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其中的桃符就是用来

辟邪纳福所用，因而属于镇物。当镇物

用于建筑上时，可表达对建筑及建筑使

用者消灾驱邪的愿望。如紫禁城古建筑

屋顶两端的螭吻就属于克火的镇物。太

和殿符板上的佛教经咒和道教灵符内容

均表达了镇物的思想。其中，佛教认为

或持有经咒或反复诵读经咒，可消灾避

难。如唐代佛教类书《法苑珠林》卷六十

之《咒谷子种之令无蠡蝗灾起陀罗尼咒》

载有“若欲种时，取种子一升，咒二十一

遍，以谷著大种子之中种之，终不被虫食，

无有灾蝗”，即使用经咒来防止蝗灾。另

灵符属于道教的符箓。符箓一般由“图、

字、符号”组成，雕刻于木板上或书写于纸

上，然后放在特定位置，或者烧之，以达

到祛灾祈福的目的。道教镇宅灵符的主

要目的是驱除鬼魅妖魔。如成书于唐宋

时期的敦煌写本宅经之《护宅神历卷》载

有各种护宅神符，并解说“病患，此神符

镇 四 角 ，除 云（去）百 鬼 ，万 恶 逍（消）

除”，可反映灵符的镇宅功能。

从科学角度讲，太和殿顶棚内的镇殿

符板安放缺乏客观规律依据，且其内容属

于鬼神信仰，因而不具有科学价值。关于

雍正帝自认为因“灵符”而病症减轻的情

况，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雍正帝信奉

道教，喝下道士娄近垣提供的“符水”后，形

成鬼魅已脱身的心里意识，因而自认为身

体变好，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现代医学

的心理疗法，而符箓本身并不具有医疗作

用。类似的，符板上刻画的强化皇权、消灾

驱邪、国泰民安的镇物图纹也并不能产生

实际的功能，仅代表古代帝王的个人祈

愿。可以认为，符板是封建社会生产力水

平较低、古人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认识局

限性的体现。

从文化角度讲，太和殿的镇殿符板内

容 体 现 了 我 国 古 代 佛 教 、道 教 、儒 家 思

想，以及上述思想与古代民间信仰的结

合，文化内涵丰富。儒家思想的“明德至

善”，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以及佛家

思想“普度众生”均在符板内容中得以体

现。太和殿顶棚内安放符板的做法与我

国古代民间传统镇宅民俗相似，均为采用

镇物来表达驱邪纳福的愿望。此外，太和

殿符板还是解读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工

具。由上可知，太和殿的镇殿符板具有重

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太和殿屋顶的角落里藏着它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所著的《河

上一周》是一本静静的经典，本书讲述了梭

罗在 1839年 8月，与他的兄弟约翰一起，乘

着自己动手造的小船，开始在康科城河与

梅里马克河上航行度过的一周。

我想，康科德镇应该是个诗人居住的

地方——农夫与渔民都在这里挥就行文，

撰写传世之作。在这里你还会遇到恬静、

宽厚的牧人，然后“用眸子的游移来体现

目光交会时的永久和潜意识的礼仪”。中

国古代诗人笔下山水田园般的生活大抵

也是如此吧。

梭罗认识这里的每一种植物与动物，

知道许多地名，清楚何时该歇何时该行，懂

得如何与农夫渔民打交道。读者们称他是

一个博物学家、一个行动的圣人、一个极富

才华的写作者、一个大自然的象征。

“如果我们仰望苍穹，它会是凹形的，

如果俯视无底深渊，它同样是凹形的。天

空弯曲下来，与大地在地平线上相连，那是

因为我们站在原野之上。”在那原野上，梭

罗是否也能看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色呢？”撑一叶小舟在河上漂流，去屏

息搜寻自然的呼吸，去倾听大地跳动的脉

搏，去撷取甘美的生命果实。

“此刻，夜已深，我们的小船驶入了它

家乡的港湾，船身亲切地抚摸着河面上的

灯芯草，发出沙沙的声音，而康科德那久

违的淤泥似乎也被船的脊骨立刻认出来

了。那里的菖蒲自我们出航后就不再挺

立，一直保留我们的小船曾经划过的痕

迹。我们兴奋地跳上岸，把船拖上来系在

先前的那棵野苹果树上——树干上的痕

迹更让我们备感亲切，那是春季涨水时拖

曳浮动的小船的铁链磨过的伤痕。”梭罗

与兄弟在河上航行了一周，最后在深夜回

到了家乡。

读到这里，我的周身感觉到一种安静

的力量，当世界完全安静时，仔细感受，可

以感觉到那份隐藏在其中的足以震撼身心

的力量。天、地、山、水、林、田、湖、草虽不

言声，但是在梭罗眼中仿佛具有了灵性一

般，他们依旧可以与世界进行沟通。人与

自然万物具有本质上的生命联系，水乳交

融，和谐一体，也许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在

安静中更能够寻找到自我。

梭罗诗意地在大地上栖息，我们在文

字中感受到了融融的日光，淙淙的溪流，温

润的雏菊，以及静静地流着的康科德河。

“风儿消逝了，止息了，我们也像风儿样，再

次归入梦乡里。心便像沙漠玫瑰一样在清

水里，静静盛开。”

一本静静的经典，一段诗意的时光

宋时方

岚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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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