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鳕鱼，你可能不陌生。朝鲜族餐厅

里常见的明太鱼，就是一种鳕鱼。欧洲人也

很爱吃鳕鱼。而且因为爱吃鳕鱼，还改变了

历史车轮的方向。

盐和鱼的相遇

鳕鱼生活在北半球的冷水海洋，种类很

多。朝鲜人吃的是阿拉斯加鳕，欧洲人吃的

是大西洋鳕。

大西洋鳕一般群集在浅滩，长相呆呆

的，有一张大口，一路张着嘴游，逮着什么吞

什么（包括小鳕鱼）。它不挑食，从浮游生物

到鱿鱼都能消化，它还不怎么生病，不怕冷。

一条雌鳕鱼 1年能下几百万个卵，大仲

马曾写过：如果每颗鱼卵都孵化，每条小鱼

都长大，只要 3年，鳕鱼就能充满海洋，人可

以踩着鳕鱼的背，横跨大西洋。

最早利用丰富鳕鱼资源的航海民族，是

维京人和巴斯克人（西班牙西北部一个古老

民族）。公元 1000 年前后，维京人远航到了

格陵兰，还可能达到了北美洲。他们远距离

航行的食物补给主要靠捕捉鳕鱼，他们会把

鳕鱼在冬天的寒风里晾干，然后折成小块，

像啃硬面包一样啃掉。

巴斯克人则更进一步，他们发明了盐腌

鳕鱼，这也是因为他们熟悉地中海腌鱼的技

术。凤尾鱼和青鱼之类的脂肪多的鱼不好

腌。因为脂肪会阻挡盐分的渗入，此外脂肪

暴露在空气里很容易“哈喇”，鱼就得在木桶

里压实，隔绝空气。

而且鳕鱼是一种很懒散的鱼（被钓到也

不挣扎），不像那些好动的鱼，鳕鱼的肌肉是纯

白肉，蛋白质含量高，却几乎没有脂肪。所以

鳕鱼可以直接扔到盐桶里脱水，特别简单。

如果你见过日本料理店里用来刨花的

木鱼，就知道鱼干可以硬得像棒球棍。麦

哲伦那个年代，水手们吃的鳕鱼干，得用棒

子敲打 1 个小时，再用温水泡 12 个小时，才

能像牛肉一样烹饪。这种鳕鱼干就像今天

的罐头，好运又好存。保存 10 年以上没有

问题。

巴斯克人的工艺创新，正赶上中世纪的

特殊需求。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人，非常重视

斋戒。斋戒日 1 天只吃 1 顿饭，而且不许吃

红肉，因为红肉是“热性”的，会挑逗人的欲

望。而水生的动物（除了鱼以外，还有海狸、

水獭、海豚和鲸鱼等）是“凉性”的，可以吃。

一年一次的大斋连续 40 天，每个周五

要斋戒，逢节日也要斋戒。总之 1 年中有

近一半的日子不许吃肉，只能吃鱼。巴斯

克人最早卖腌鲸鱼肉，后来改卖腌鳕鱼干，

赚得盆满钵满。中世纪欧洲人吃的鱼，六

成是鳕鱼。

鳕鱼不光肉好吃，头、舌、鳔等也好吃，

且有营养。加泰罗尼亚人和那不勒斯人都

爱吃鳕鱼，葡萄牙把鳕鱼料理看作国菜。其

实南欧并不产鳕鱼，如果不是巴斯克人把地

中海盛产的盐和北欧盛产的鳕鱼撺掇到一

起，南欧人就没这个口福了。

谁先发现了美洲

美国作家马克·科尔兰斯基在《一条改

变世界的鱼》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猜

想：早在中世纪，巴斯克渔民就发现了北美

洲；他们的鳕鱼来自纽芬兰。

科尔兰斯基提出：欧洲的鳕鱼渔场在北

海和冰岛周边。但是在这里捕鱼上千年的

北欧人，却从来没见过巴斯克船只。

1475 年，汉撒同盟和英国起了冲突，截

断了英国布里斯托尔商人的鳕鱼来源。于

是有两个布里斯托尔人，在 1480 年和 1481

年派船只，寻找传说中大西洋一个到处是鳕

鱼的小岛。

冒险的结果并没有记载。但是在 1490

年，汉撒同盟提出向布里斯托尔人重新开放

冰岛鳕鱼贸易时，后者却没有动心，因为他

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鳕鱼干。甲板的面积

并不足以让如此多的鳕鱼脱水，当时有人怀

疑他们是从某个地方买回来的鳕鱼干。但

相关人并未吐露任何信息。

直到现代，一封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写给

哥伦布的信被发现，信中说，哥伦布应该很

清楚，布里斯托尔人更早到过那片陆地。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 年后,

卡伯特出航，他是热那亚人，奉英王之命,

寻找北方的香料之路。出海 35 天后，卡伯

特发现了陆地，岸线密布礁石。卡伯特给该

地起名“新发现之地”（纽芬兰）。陆地上乏

善可陈，海里却挤满了鳕鱼。

卡伯特回来汇报说，只要把篮子装块石

头，沉入水里，提上来就是一篮子鳕鱼。

卡伯特的消息传来，从英国到葡萄牙，

船只都在向西航行去抢捞鳕鱼。和巴斯克

人的传统做法一样，大家都是载满了盐出

发，载满了鱼回归。法国的拉罗谢尔，本来

是个小港口，因为靠近盐场，成了这些鳕鱼

捕捞的主要出发地。

卡伯特之后过了 37 年，法国人卡提尔

再次抵达纽芬兰，宣布此处属于法国。他这

次发现有上千艘巴斯克船在捕鱼。

美洲的第一桶金

卡伯特探险 100 多年后，还有人这么说

纽芬兰的鳕鱼：你烧上一锅水，去海里捞鱼，

捞到足够吃的回来，水还没烧开。

那时的欧洲船，都是趁春天驶向纽芬

兰，在那边的夏天拼命捞鱼，同时找地方晾

干，在海水浮冰前，带着鱼干回到欧洲。

没有过度捕捞之前，纽芬兰甚至会看到

人一样长、一样重的大鳕鱼。鳕鱼太便宜

了，再穷的人也吃得起。梭罗在《瓦尔登湖》

里提到，海边的农民偶尔用鱼头喂牛。梅尔

威尔也在《白鲸》里写道：“在这里, 连牛奶

也有鱼腥味, 真令人费解。直到某天早

上, 我在海滩上的渔船之间闲逛, 突然发

现荷西那条斑纹母牛正在啃鱼的尸体, 而

且还在一堆鳕鱼头里走来走去, 看上去懒

洋洋的, 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1520 年，麦哲伦在风暴中挣扎着试图

绕过南美大陆时，美洲还是无利可图的一片

荒地。除了几个冒险家入侵印第安帝国之

外，去美洲最划算的事业就是捕鳕鱼。

纽芬兰的鳕鱼，对新大陆的历史有几个

重要的影响。

一是支持了英国在北美洲的霸权。英

国人从 1500 年左右就去纽芬兰捕鱼了，但

他们一开始不精于贸易，不知如何给南欧

供应优质鳕鱼，让巴斯克和法国的二道贩

子赚了大钱。但英国人因此把大多数鳕鱼

留在了纽芬兰，给自己的海军吃，以对抗法

国敌人。

二是刺激了毛皮贸易和对美洲内陆的

探索。纽芬兰的欧洲渔民们，在岸上碰到印

第安人，很自然地用金属和玻璃制品去换印

第安人的毛皮衣服。因此捞鳕鱼的水手成

了第一代毛皮商，欧洲人正是为了毛皮，才

去探索北美大陆。

三是导致了美国的诞生。17世纪 10年

代，首批去美洲海岸定居的人告诉英国政

府：准备捕鱼为生。他们实际上选择了种地

开局，但收成很差，饿死不少人。幸亏及时

改弦更张，变成渔民，并且用鱼杂给田地施

肥，才在北美落了脚。

后来，新英格兰的土地迎来第一批农

民、牧人和工匠，是为了满足纽芬兰渔民的

吃穿用度。

鳕鱼利润造就的移民点，逐渐成长为崇

尚独立的富裕社区。亚当斯密曾经在《国富

论》中，将新英格兰渔业树为典范大加赞赏，

试图以此证明自由会让经济迅速繁荣。与

加勒比海经营甘蔗种植园的地主比起来，崇

尚渔业文化的人更像企业家：渔民习惯于不

拿固定工资，收入全靠平分捕鱼成果。鳕鱼

社区的后代们，最终不服气大英帝国的统

治，闹起了革命。

几百年过去了。大西洋两岸的人，吃着

鳕鱼，走进了现代；而曾被认为取之不竭的

大西洋鳕鱼，也已被捕捞殆尽。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

四季百花中，若论起花色的白，梨花算

得上佼佼者。梨树是本土树种，南北皆种，

遍布很广，在我国约有 2000 余年的栽培历

史。春风和煦，暖阳灿灿，一树梨花淡雅开，

千朵万朵，压枝欲低，其色泽白的纯净，身姿

玲珑温婉，透出“占断天下白，压尽人间花”

的清秀之气。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古代文人素有春日赏梨花的雅趣。梨花盛

开之时，古人喜爱在花阴下欢聚小坐，赏花

饮酒，吟诗作对，并将这种活动称为“洗妆

酒”，是文人的春日雅事，也是雅趣，类似于

当今的踏青赏花。唐朝时，这一风俗十分盛

行，据《唐余录》记载：“洛阳梨花时，人多携

酒其下，曰：‘为梨花洗妆’，或至买树。”当

时，人们还喜爱拈枝梨花作头饰，宋代诗人

侯穆赏罢梨花曾赋诗云：“共饮梨树下，梨花

插满头。清香来玉树，白蚁泛金瓯。”在早些

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甄嬛传》中，皇上亲手

给甄嬛画了个梨花在额头，在京城广为流

传，此妆容还得了个雅称，名为“姣梨妆”，表

示夫妻恩爱和顺，令人艳羡。这一习俗，还

见于明清人的诗词中。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

梨花与雨，一个玉骨冰肌，一个温润绵柔，两

者放在一起，便组成了唯美明丽冷艳动人的

“梨花经雨”。白居易的千古名句“玉容寂寞

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是《长恨歌》中绝

妙的点睛之笔，梨花之洁白与杨贵妃之悲泣

相融相和，人似花，花如人，人花相辉映，把

杨贵妃在仙山上听说唐玄宗的使者前来寻

她时泪水涟涟的仪容，描写得形象传神，刻

画得细致入微，道出了难舍难分的儿女情

长，写出了美人垂泪的娇艳绝色。以至于

后来，不少诗人一写到“雨中梨花”，自然而

然就想起了白居易的“梨花一枝春带雨”，

这也成为此后诗词中吟咏梨花的常见典

故，从宋到清，不断沿用，成为流传千古、脍

炙人口的佳句。

古人曾拿雪与梅花对比，一是比白，二

是比香。若是拿雪与梨花比白，梨花的白是

毫不逊色于雪的。宋代苏轼在《和孔密州五

绝·东栏梨花》中，描摹了梨花纤尘不染的一

抹淡白：“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

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若

是拿梅花与梨花比香，梨花也是不会认输

的。关于梨花的香，也有不少诗人吟诵，譬

如唐代诗人李白在《杂曲歌辞·宫中行乐词》

中写道：“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唐代诗

人邱为在《左掖梨花》中写道：“冷艳全欺雪，

馀香乍入衣”等，无一不是用“雪香”或“香

清”之类的词汇来描述梨花的洁白芳香、清

香怡人，读之品之，让人不禁沉醉于“回头香

雪即成堆”的袅袅暗香中。

梅花雪，梨花月，自古是文人墨客诗词

中的唯美意象。梅花和雪是天生一对，梨花

和月也是情投意合，一树梨花一溪月，梨花

是洁白的，清新素雅，月光是皎洁的，柔情似

水，月下梨花，韵味绵长。写梨花月的古诗

词有不少，譬如南宋诗人周密的《春夜》一

诗，是宋代闺怨诗中的佳作，尤其是最后那

句“分咐梨花管月明”，写的极为巧妙，托付

梨花照管明月，看似有悖常理，笔墨平淡，实

则情真意切，余味无穷。梨花非人，无法欣

赏月色溶溶下的恬淡柔美，更无法懂得闺妇

那颗思夫念夫孤独愁闷的心。此句无理而

妙，扣人心弦。

梨花一枝春带雨

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离不开计

算。我国古代计算工具主要为算筹和算

盘。17 世纪，欧洲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使

得计算机开始出现，其制作技术由传教士引

入了我国。曾经是明清皇宫的故宫博物院，

珍藏有世界上极为罕见的原始手摇计算机

数台。这些计算机是我国科学史上的珍贵

文物。它们在清康熙时期由宫廷造办处制

作，包括盘式和筹式两种，可开展多种数学

计算。

盘式计算机是依据帕斯卡计算机原理

制作的。1642 年，法国数学家布莱士·帕斯

卡利用钟表制造技术，发明了拨盘式计算

器。这种加法器与算盘的区别在于，它可以

利用齿轮的转动来实现进位：用齿轮表示数

字，齿轮之间有啮合装置，当低位的齿轮转

动一圈时，高位的齿轮就旋转一个数位。这

种计算器经过改进后，由传教士介绍给康熙

皇帝，深受康熙皇帝的喜爱。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款盘式计算机为

黄铜制作，长 55 厘米，宽 11.5 厘米，高 4.8 厘

米，由 10个圆盘组成。每个圆盘由面盘、底

盘及最底部的齿轮组成。面盘大部分位置

是固定的，仅下部的铜制拨挡片可移动。面

盘直径为 3.6 厘米，中央刻有表示数位的汉

字，从左到右分别为拾万、万、千、百、十、两、

钱、分、厘、毫，分别表示从十万到十万分之

一的数位，周边是一至九的刻度。

面盘上、下对称布置了方形小孔及扇

形 孔 A、扇 形 孔 B，铜 挡 片 旁 亦 有 扇 形 孔

C。其中，方形小孔用于插入拨针，扇形孔

A、扇形孔 B 用于显示已知数，扇形孔 C 用

于显示计算结果。底盘直径为 4.8 厘米，可

以通过齿轮带动转动。底盘包括内外两圈

数字，均为空格（表示 0）至九，仅在上述扇

形孔内显示，其余位置被面盘遮挡。在进

行计算时，将拨针插入方形小孔内，顺时

针转动底盘，可在扇形孔 A、扇形孔 B 内分

别显示两个即将运算的已知数；将拨针插

入面盘周圈 10 个小孔之一内，顺时针转动

底盘，则可在扇形 C 内显示计算结果。铜

挡片上拨时，扇形孔 C 显示相乘（相加）结

果；下拨则显示相除（相减）结果。当计算

结果超过 9 时，扇形孔 C 显示为空格，且圆

盘的齿轮带动其左侧圆盘的齿轮转动一

格，使得左侧圆盘对应的扇形孔 C 增加或

减少数值 1，即结算结果进或退一位。盘

式计算器可做加减乘除计算。

清廷造办处制作的筹式计算机，主要

通过纳皮尔算筹对帕斯卡计算机进行改造

实现。纳皮尔算筹是由英国数学家纳皮尔

发明的一种乘法计算工具，由明朝传入我

国。纳皮尔算筹的计算原理是格子乘法，

即把两位单数相乘的结果放在一个格子

里 ，然 后 对 所 有 格 子 的 结 果 进 行 相 加 汇

总。纳皮尔算筹由 10 根木条构成，每根木

条上均刻有数字，除了右边第一根木条是

固定的外，其他的木条可根据需要调整或

进行拼合。在进行相乘时，每个格子的结

果均不超过九九乘法表的最大值（81），且

每个格子的值分别写在格子对角线两侧。

将各个格子的计算结果沿着对角线相加，

可获得总结果。以 425×9 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选出 4、2、5 与 9 对应的算筹，然后分

别相乘，得 36、18、45，再沿着对角线将各

个格子里的数相加，超过 9 时进位，即“5、

4+8（进一位）、1+6+1、3”可获得结果为

3825。筹式计算机不仅可开展加减乘除运

算，还可开展平方、立方及开方计算。

故宫博物院藏的一款纸筹式计算机，长

17 厘米，宽 9 厘米，高 5 厘米，主要构造包括

高丽纸制算筹、铜轴、齿轮、钥匙等。铜轴共

有 10对，每对可用于一位数计算，因而该计

算机可用于十位数计算。每对铜轴上下排

列，轴一端均有六齿齿轮，且上下齿轮之间，

还增设一个六齿齿轮，与上下齿轮啮合。

上、中、下的齿轮啮合，使得转动任一铜轴齿

轮后，可带动另一个铜轴的齿轮同向转动。

纸筹是贴在铜轴上的，因而转动齿轮后，一

个铜轴上的纸筹收起来，另一个铜轴上的纸

筹展开，使得纸筹在计算机上移动。使用

时，用钥匙插入计算机前立面的小孔内，旋

转一个铜轴的齿轮，带动两个铜轴转动，则

纸筹的数字不断变化。当各个铜轴上的纸

筹转动到已知数后，就可以按照纳皮尔算筹

方法读出对应的结果。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皇家计算机不仅是

我国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结晶，还包括了外

国传教士的贡献，因而是东西方科技文化交

流的产物。不仅如此，它们对于研究我国古

代数学、机械制造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史，亦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康熙年间康熙年间，，皇家已经用上了计算机皇家已经用上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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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年，麦哲伦在风暴中挣扎着试图绕过南美大陆

时，美洲还是无利可图的一片荒地。除了几个冒险家入

侵印第安帝国之外，去美洲最划算的事业就是捕鳕鱼。

鳕鱼利润造就的移民点，逐渐成长为崇尚独立的富裕

社区。亚当斯密曾经在《国富论》中，将新英格兰渔业树为

典范大加赞赏，试图以此证明自由会让经济迅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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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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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

◎林 颐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国 际 癌 症 研 究 机 构

（IARC）发布的 2020 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

数据显示，全球新发癌症病例 1929 万例，其

中中国新发癌症病例 457万例，癌症死亡病

例 300万例。

怎样才能避开癌症的魔爪？从 2013 年

迄今，李治中写作了近千篇文章，出版了《癌

症·真相》《癌症·新知》等著作，帮助大众掌

握治癌、防癌的知识。其最新出版的《癌症·
防御》一书，则从癌症预防的角度出发，向读

者科普了预防为先的必要性。李治中是美

国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担任过跨国制

药公司癌症新药开发部实验室负责人，非常

了解这个行业，掌握了大量前沿信息。

时至今天，李治中在实践中感受最深的

一点，就是抗癌的措施千条万条都不如预防

为先。得了晚期癌症，不仅病人痛苦，而且

药物昂贵，患者经济负担十分沉重。

书中提到，癌症预防分为两大类：一级

预防和二级预防。

一级预防，是指规避患癌的危险因素，

从根本上降低癌症发生的概率。据估计，中

国有 50%左右的癌症都是后天原因导致

的。生态环境与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良

好的生活习惯也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书中李治中还辟谣了喝点红酒有助于

软化血管的说法，指出这个说法并没有科学

依据，即使微量酒精进入人体，也是不利于

健康的，最好做到滴酒不沾。

二级预防，是指通过筛查发现早期病

变，尽早除去隐患。早期的癌症一点儿也不

可怕，容易治愈，治疗通常也花不了多少钱。

强调癌症筛查，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早

发现、早治疗、早治愈、多省钱，就是李治中

明确的主张。我国癌症发病率整体并不算

高，排在世界第 50多位，远低于很多发达国

家，但主要问题是死亡率高，这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预防意识还很缺乏，一旦发现往往就

是晚期，很难有效治疗。事实上，一些发达

国家的癌症发病率可能比我国还要高，但其

治愈率高的原因除了医疗技术，最重要的就

是早期筛查。比如，美国的癌症死亡率已经

连续 20 多年下降了，最大的功劳并非新药

的开发，而是癌症预防和筛查理念的推广和

执行。其中仅仅控烟一项，就让男性肺癌死

亡率下降了接近 50%。

这部作品的解说详实，对于常见癌症的

致病机制、如何预防和技术突破等，均做了

详细的分析解答，对于各种常识问题也提供

了科学解释和意见，比如“马兜铃酸致癌，为

什么老祖宗用了上千年没事？”“氡温泉养生

还是致癌？”“手机辐射到底会不会致癌？”

“ 根 除 幽 门 螺 杆 菌 ，能 降 低 胃 癌 发 病 率

吗？”……这些科普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涤清

微信群、朋友圈里的各种似是而非的“养生”

传销，避免盲目、侥幸甚至错误地对待我们

的身体。

该书语言平易，深入浅出，结构编排合

理，没有枯涩的理论和高深的术语，适合普

通读者阅读。此外，书中的各类图表、数据

和分子式，配合文字讲解，令人信服。该书

还讲解了如何通过体检筛查癌症，最后附录

了不同年龄段的筛查建议、各癌种推荐筛查

方法、各癌种的高危人群定义一览等，一目

了然、直观清晰，让人很容易按照说明予以

实施。

避开癌症魔爪，预防才是王道
——读《癌症·防御》

盘式计算机
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供图

纸筹式计算机
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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