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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糖的渴人们对糖的渴

求求，，让甘蔗在新世让甘蔗在新世

界扎根界扎根，，还催生出还催生出

了现代工业了现代工业。。糖变糖变

得如此便宜得如此便宜，，以至以至

于我们忘了它曾是于我们忘了它曾是

一种奢侈品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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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通通的蔗糖普普通通的蔗糖，，也曾是个也曾是个““狠角色狠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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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农历新年，是辞旧迎新、合

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清代皇帝在新年里，会

举行团圆家宴。皇帝与女性、男性皇室家庭

成员的新年家宴，是分开进行的。皇帝一般

会在除夕晚，与女性家眷（后妃）举行新年家

宴，分桌用膳，家宴地点位于乾清宫内。清

代皇帝的新年家宴，程式较为繁琐，乐仪极

为讲究，膳食品种丰富，餐具等级明确。

家宴的膳食种类非常丰富。据乾隆四

十四年（1779 年）除夕家宴的档案记载，仅

乾隆皇帝坐的长方形金龙大宴桌，上面就摆

放有膳食 109 种。这 109 种膳食共分为 9 排

（路），按照由外向内的顺序布置。第一排在

最外，有铜镀金松蓬果罩 4个，盛放苹果、佛

手、柑橘等水果 4种；盘 5个，有到口酥、荔枝

饼、枣糕、芝麻糕、澄沙红桃等点心 5种。第

二、三排各有碗 9 个，各盛放挂炉肉、五花

肉、盐水鸡、羊乌叉、饟肠子等冷荤 9种。第

四排有剔红漆飞龙宴盒 2个，各盛放干果或

蜜饯 10 种；碗 4 个，盛放苏糕、鲍鱼等膳食 4

种。第五、六排各有碗 10 个，各盛放羊肉

片、羊乌叉、羊肝、挂炉鸭子、挂炉肉等冷膳

10 种；另各有碟 2 个，各盛放凉拌菜 2 种。

第七、八排各有碗 10个，各盛放燕窝糟笋脍

鸭子、莲子八宝鸭子、炒狍肉、莲子蘑菇炖

鸡、东坡肉等热膳 10种；另各有碟 2个，各盛

放拌菜 2种。第九排为靠近皇帝的位置，有

碗 6个，盛放奶饼、鸭子馅包子、米面点心等

主食 6种；碟 4个，盛放小菜 4种。各排膳食

数量不一，种类各异。

家宴有着严格的程式。清代官员鄂尔

泰等人所撰《国朝宫史》卷七之“典礼三”，记

载了乾清宫家宴礼仪的流程，并具体说明了

其间使用的不同乐曲。太监会提前通知内

务府准备膳食、茶点，并通知表演的乐队做

好准备。家宴一般于除夕下午 3 点半左右

开始。家眷就位后，乐队奏中和韶乐，太监

奏请皇帝升座。皇帝就座后，皇后及以下家

眷各行一拜礼，此时乐队奏丹陛大乐《雍平

之章》。随后家宴开始，各成员按汤膳、奶

茶、酒馔、果茶的先后顺序用膳。席间，乐队

分别奏丹陛清乐《海宇升平日之章》《万象清

宁之章》。皇帝与家眷互相敬酒时，乐队奏

丹陛清乐《玉殿云开之章》。家宴接近尾声

时，乐队奏丹陛大乐《雍平之章》。随后，太

监奏“宴毕”，皇帝起座，回养心殿休息，乐队

奏中和韶乐。音乐停止后，太监奏请皇后及

以下家眷各自回宫，家宴结束。

乾清宫家宴所使用的不同音乐有着不

同含义。奏中和韶乐的乐队设于乾清宫檐

下，为皇帝升座或起座时使用。中和韶乐是

清代规制最高的宫廷音乐，乐曲平和，曲调

简单、严肃。其中，“中和”属于中庸之道的

文化内涵；“韶乐”是指美好的音乐，如唐代

法律学家张鷟所撰《龙筋凤髓判》之“大乐鼓

吹二条”，就引用了孔子因为欣赏韶乐而三

月不知肉味的典故。奏丹陛大乐的乐队立

于乾清门内、乾清宫台阶前，为嫔妃行礼时

使用。“丹陛”是指宫殿前的台阶。丹陛大乐

规格低于中和韶乐，演奏人员、乐器相对较

少。奏丹陛清乐的乐队位于丹陛大乐的东

后方，主要在进茶、进酒时使用，其规制更

低，但音乐相对于前二者而言，更具有艺术

性。上述 3 种音乐，均伴有歌词，且内容均

与歌颂皇帝的功德、天下太平相关。

家宴所用的餐具，有严格的等级之分。

以碗为例，皇帝用的是黄地黄里龙纹碗。其

中，“地”是指外侧，“里”是指里侧，龙纹一般

装饰在碗外侧。而据《国朝宫史》卷十七“经

费一”记载，不同身份的女性家眷，使用碗的

外观色彩和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皇后

用黄地黄里暗云龙碗，皇贵妃用黄地白里暗

云龙碗，贵妃、妃用黄地白里绿龙碗，嫔用蓝

地白里黄龙碗，贵人用绿地白里紫龙碗，常

在用白地白里五彩红龙纹碗，答应用各种颜

色的碗。古人认为，“龙”是帝王的象征，而

“黄”为帝王专用的颜色。如先秦典籍《周

易》之“乾卦第一”载有“时乘六龙，以御天

也”，即帝王怀有乾元之德，如同驾御着六条

龙飞行于天上。另《周易》之“坤卦第二”载

有“天玄而地黄”，即天为青色，地为黄色。

由于土地是国家的象征，因而黄色也代表着

皇帝的权力。

不难发现，清代皇帝的新年家宴有着

丰富的文化特色，不仅包含了我国古代皇

权文化，更能体现出我国传统的年俗文化，

以及我国古代宫廷丰富的美食、音乐、色彩

等文化。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清代皇帝过年，请家里人吃什么

人类一直在探讨一个永恒的伦理问

题。当若干年后，人工智能发展到足够的高

度，它们是否会拥有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思

维，拥有喜怒哀乐，渴望爱与被爱，或者说人

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类？

当然，至少在目前可预见的未来，要取

代人，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地

球诞生已有近 46 亿年，而人类文明不过数

千年。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极为迅

速，究其根本，即在于人类进化出了高度发

达的大脑。人拥有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会思

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人深知创造力的价值；人会去追寻自由；人

会选择去做一些看上去不那么正确的事情，

会去挑战规则，反抗不公。这所有的一切都

是在大脑指挥下发生的，你根本想象不出大

脑有多么的神奇。

可以这样讲，大脑就是你的一切。

你能迅速分辨出书中的图片是小猫还是

小狗，能一眼分辨出马路对面的是你的朋友

还是一个陌生人，也能顷刻间判断出运动场

上踢飞的足球的速度快慢、是否会砸向你、你

是否需要躲避——而今天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都不一定能做出如此迅速且准确的判断。

那么，大脑的运作机制是什么样子的

呢？它为什么与众不同？大脑如何帮助人

类感知世界？它如何让“你”成为你？在这

本由美国国家地理权威出品的《大脑全书：

认知和自我提升的科学》（以下简称《大脑全

书》）里，你或许能找到答案。

对于读者来说，《大脑全书》是一本十分

优秀的科普读物。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

解大脑的便捷渠道。作者迈克尔·S. 斯威

尼将大量信息系统地整合在这一本书里，将

晦涩的知识化为简单易懂的内容。《大脑全

书》生动系统地讲解了有关大脑的一切。在

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了解到大脑的构成、

发育，它是如何感知、学习、掌控情绪和运动

的，也能了解人工智能热潮下大脑的未来。

全书原理和应用并重。在讲解大脑运

作的底层逻辑时，作者还分析了我们生活中

常见现象背后的原因。如为什么热恋不超

过 3 年？为什么刷视频会成瘾？驾驶证为

何有年龄期限？笑容为何会传染？全书内

容结合育儿、学习、商业、医疗等多个实际生

活场景，帮助读者了解、熟悉常见的热点问

题。此外，作者还在科学用脑、健脑、预防疾

病等诸多方面为各年龄层人群提供了许多

实用且有效的建议。

全书共有275幅精彩图片，360度直观呈

现了大脑的结构与活动状态。还加入了一些

表格及流程图，辅以呈现大脑的工作过程。

书中也添加了丰富的真实案例：70多岁拿起

画笔的摩西奶奶的传奇经历，《谍影重重》中男

主角的原型——被铁棒贯穿大脑因而性情大

变的盖奇……这些神奇有趣的案例，既能刷

新我们的认知，也能让我们深入理解大脑的

潜能。为了方便大众阅读和理解，书中对一

些专业名词也进行了必要的解释。

《大脑全书》由北京师范大学认知心理

学青年译者精心翻译。北京师范大学认知

神经科学是国内最优秀的心理学专业之

一。译者在保证专业、准确的同时，也兼顾

了可读性。

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控制着

你，也受你影响。阅读本书，不仅是一个学

习的过程，更是一个提升大脑技能，提升自

我心智的过程。

看这本书

了解大脑，了解自己

非洲大草原上，如闪电般矫捷的雌性猎

豹，却是个委屈的受气包，你会相信吗？尽

管你可能不信，但这是事实。

猎豹世界的规则，允许雄性猎豹做个

“渣男”，而孕育和教养幼崽则全要仰赖雌性

猎豹。

雌性猎豹一般每胎生下 4—6 只幼崽，

而活到成年的大多只有 1 只。除了狮子和

鬣狗会挖空心思地将猎豹幼崽置于死地外，

雌性猎豹速度与力量的极度失衡也直接导

致了它们无力保护自己的幼崽。

塞伦盖蒂大草原上，一只雌性猎豹开始

了它寻常的一天——

它本来生下 4 只幼崽，但现在只剩 1

只。为了保证奶水充足，它把嗷嗷待哺的孩

子藏在草丛深处，自己外出觅食。还好，这

天它运气不错，连续两次捕获羚羊。然而，

你捕获的猎物并不一定属于你。雌性猎豹

第一次捕获的羚羊让鬣狗抢走了，它只能眼

睁睁地将它和孩子一周的美餐拱手相让。

休息片刻，雌性猎豹再次冲锋，它的速度让

它再次捕获羚羊。这次，它唤上孩子，把猎

物叼到树上，谁知一只健硕的雄性猎豹爬上

树与它抢夺食物，同时这只雄性猎豹还肩负

另一个任务：杀死幼崽，与雌性猎豹另行交

配以生育自己的后代。雌性猎豹为了护住

自己的孩子，与雄性猎豹一番打斗，结果是

猎物被抢走，幼崽摔下树去，顿时毙命。

猎豹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同类异性带

给雌性猎豹的打击有时甚至超过了狮子和

鬣狗。失去了唯一的孩子，雌性猎豹的哀鸣

令人动容。后来它好不容易捕获了一只狒

狒，赶紧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就是担心其它

动物再前来抢夺。

看上去迅疾无敌的猎豹，何以如此“弱

势”？

猎豹的最高时速可达 115 公里，能在 3

秒多跑完 100 米。人类百米最快纪录是牙

买加飞人博尔特创造的 9 秒 58，也就是说，

巅峰时期的博尔特如果跟猎豹赛跑，猎豹可

以让他先跑 50米，最后还能赢他。然而，猎

豹的身体结构成就了它的速度，却牺牲了它

的力量。假如一头猎豹正面遇上狮子，它们

能做的只有逃跑，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因

为狮子的身体力量和咬合力对于猎豹来说

都是压倒性的。因此猎豹不会冒险与其他

体型更大、更强的对手搏斗，宁愿失去一个

猎物。别说狮子和鬣狗了，有时候连狒狒、

秃鹫都可以大摇大摆地欺负它们。对猎豹

的一项研究显示，在 458起幼年猎豹被杀事

件中，有 32%的凶手是秃鹫。

此外，猎豹的身体结构，还让它速度有

余而耐力不足。每次捕猎之后，它们都会疲

惫不堪，必须立即休息，否则就会虚脱致

死。这往往导致猎物还没顾上吃，就成为鬣

狗、秃鹫的免费美餐。更惨的是，面对这些

不劳而获者，猎豹除了嘶吼，一筹莫展。所

以在非洲大草原，哪怕一只虚弱的鬣狗，也

敢肆无忌惮地挑战猎豹。

为了弥补这些致命的缺陷，雄性猎豹往

往“组团”狩猎，但拖家带口的雌性猎豹却必

须单打独斗。或许这就是自然界赋予猎豹

的速度之辩：给它最快的速度，却夺走它们

的一些力量，使其在优势和劣势的夹缝中艰

难求生。

猎豹：成也速度 败也速度

金龙大宴桌上的餐具 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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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是甜蜜的。以前每逢过年，家里都

会买几斤糖，用分格大盘呈上来待客。喜庆

的日子消耗更多的糖，也因之更浓郁、热

烈。糖，像火把一样点燃沉闷的生活，让人

的心情像波浪一样活跃。

500 年前，环球航路初开之时，糖对于

欧洲人来说，是热带的鲜艳品味，是春天的

药。人们对糖的渴求，让甘蔗在新世界扎

根，还催生出了现代工业。糖变得如此便

宜，以至于我们忘了它曾是一种奢侈品。

热带的馈赠

我第一次见到土红糖，是在云南北部的

一个县，昏暗的杂货店里，手掌大小的圆坨

子，挨着墙根垛了不少，芝麻酱一样的颜色，

5块钱一块儿。这是蔗糖最原始的样子。

红糖是这样生产的：甘蔗榨汁，入锅，边熬

边搅；黏稠的棕色液体，舀进几十个衬一条底

布的小碗里；等糖浆冷却，一拉布条，一排糖块

儿就跳出碗来。和耿晶晶的白砂糖不同，粗糙

灰暗的土红糖，保留了甘蔗的植物气息。

1 万年前，新几内亚人就懂得享受甘蔗

了。甘蔗一半的重量是甜汁，合成碳水化合

物的效率更高。它现在是世界产量最大的

农产品，比小麦还大。

甘蔗喜欢炎热和多雨。它是多年生植

物，种一次可以砍好几年。横着往土里一

埋，每一节都能发出一棵苗来。照料也简

单：适时剥掉叶子，让它往高蹿。甘蔗不挑

地，多上点钾肥就行。

古代的甘蔗不好运，因为一砍下，就开

始变质。而且它纤维太硬，费牙。公元前

500 年，印度人想出来一个方法：用磨盘榨

出甘蔗的甜汁，再把汁水熬成棕色的糖块，

就可以无限期地储藏和运输了。印度为糖

的全球化立下头功。

蔗糖除了甜，还有增添风味的本事。蔗

糖分子，是一个葡萄糖环，通过一个氧原子，

连接一个果糖环。加热时，蔗糖的结构会破

裂，产生焦糖的香味；还会产生果糖双酐，与

单糖反应形成风味物质。

糖可以跟蛋白质在滚烫的锅底产生著

名的美拉德反应，赋予食物褐色，使食物气

味也更加馥郁。烹饪时加糖，可以让蔬菜吃

起来更鲜。烘焙也要用糖影响面筋，使甜点

的质地绵密或松软。饮料加糖口感更浓稠、

顺滑……

总之，糖是件百搭神物，也难怪它不愁

销路。

甘蔗的“迁徙”

英文 sugar，源自梵文 sarkara，意思是砾

石。随亚历山大东征的尼阿库斯写道：“印

度有一种芦苇，没有蜜蜂却能造出蜂蜜；不

结果，却充满迷人的琼浆。”波斯人从印度引

种甘蔗，希腊人和罗马人从波斯进口甘蔗。

阿拉伯人占领波斯，把甘蔗带到了地中

海——“蔗糖随《古兰经》而至”。阿拉伯菜

大量用糖；9 世纪一本中东菜谱里，三分之

一是甜点。阿拉伯人发明用炭灰吸附杂质，

把红糖变成浅色。（16 世纪的中国人用黄泥

水，造出雪一样白的糖。东印度公司把白糖

卖到全世界，叫 cīnī，意思是“中国货”）

欧洲人 1096 年发动十字军东征，发现

了中东的“装满蜂蜜的叫 Zucar 的芦苇”。

贵族、牧师和士兵都愿意饮用 Zucar 的汁

液，“它能报偿他们的辛苦磨难……朝圣者

不会厌倦这种甜味。”

12 世纪的欧洲作家，说糖是“最珍贵的

产品，对人类的健康非常必要。”14 和 15 世

纪的英国，糖的价格和肉蔻、生姜、丁香、胡

椒等亚洲香料差不多。欧洲太冷，欧洲人就

在刚发现的马德拉群岛、加纳利群岛、圣多

美岛上种甘蔗，哥伦布又把那里的甘蔗带到

了美洲。

欧洲人看重蔗糖，一大原因，是传说它可

以挑动情欲，让男人重振雄风。中世纪各种

春药方子里，都能看到蔗糖，所以这类药都叫

“糖剂”。反对蔗糖的人则声称，它让男人肉

欲化、女性化——可别倒在糖衣炮弹下呀！

欧洲糖瘾拉动了美洲经济

近代欧洲人在所有饮料里加糖。

巧克力，美洲人喝苦的、咸的，欧洲人喝

甜的。

咖啡，阿拉伯人掺肉桂，欧洲人掺糖（当

年里斯本人在咖啡里放糖之多，连勺子都能

立起来）。

糖跟各种成瘾物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契

合。欧洲人在酒里掺糖；近代印度生产大麻

和鸦片要掺糖；美洲的烟草也要混合糖和糖

蜜（生产蔗糖的剩余产品）来保鲜、上色、增

添滋味。

尤其重要的是近代英国人爱喝甜茶。

1750 年一位英国医生说：“大多数人觉得，

茶里不放糖，就像酒淡而无味。”

英国工业革命让许多人走入工厂，为了

调剂枯燥劳累的生活，工人们不停喝茶，大

量放糖。1740 年英国人均消耗 1.8 公斤糖，

1898 年，人均消耗 40 公斤糖。当时英国人

摄入热量的五分之一来自糖。

总之，近代欧洲人嗜甜的口味，让美洲

大片热带土地有了价值。

马克思有句名言：“你们或许以为咖啡

和糖是西印度群岛的自然作物。然而，200

年前的西印度群岛，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

界里实际上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

长出来过。”

500 年前，加勒比海的糖业刚刚兴起。

哥伦布把加纳利群岛上的甘蔗带到了伊斯

帕尼奥拉岛。1515 年，加纳利的制糖专家

被请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建造制糖机器和

工厂。同一时期，葡萄牙探险家把甘蔗带到

了巴西。今天巴西是第一甘蔗生产国，产出

占全世界四成。

欧洲人为了黄金来到美洲，到头来，甘

蔗才是真正的美洲黄金。

工厂原型和奴隶地狱

加勒比的制糖车间，被史学家称作现代

工厂的原型——大资本投入、先进的机器、

密集人员一同劳动——欧洲有血汗工厂之

前，加勒比早就有了。

哥伦布将欧洲的蚊子和疟疾带到了加

勒比海群岛（后来又加上了黄热病），让这里

变成了地狱。种植园的欧洲工人死亡率极

高。1550 年后，种植园开始依靠非洲奴隶，

因为非洲人对疟疾有更好的免疫力。

一位英国作家来到加勒比海的制糖中

心巴巴多斯岛后，描述道：山坡没有树和灌

木，只有一片片甘蔗。岛上有 2.5 万名黑

奴。他们带着砍刀，砍倒甘蔗，垛在一起，拖

回工厂。

3 个巨大的水力滚筒，碾压甘蔗。汗流

浃背的工人将甘蔗送入机器。一不小心，手

指、四肢甚至身体就会卷入滚筒被碾碎，所

以机器旁边通常放着一把斧头，以便紧急时

砍断手脚。

一桶桶甘蔗汁被工人搬到煮沸房。灶

台 24小时燃烧甘蔗渣。一个灶同时烧一排

锅。大锅的液体熬稠了，就转到更小的锅

里。棚子里烟熏火燎，为了防火，棚顶要定

时浇水。工人如果粘上了锅里的糖，可能会

被卷到锅里。

岛上的流浪汉、刑满释放人员和酒鬼混

作一团，不时暴发瘟疫，几百具尸体被丢入

沼泽，散发出地狱的气息。

1791 年，一本揭露糖业苦难的小册子

在英国卖出了 40 万册，随之兴起了反对奴

隶制的社会热潮，西印度群岛的糖销量一年

下降了三分之一，公众转而购买东印度的

糖。西半球的废奴运动也从此开始。但糖

的产量仍然在上升，一直到今天。

随着 19 世纪欧洲人部分转向用甜菜制

糖，以及 20世纪开发了玉米糖浆，我们会忽

视，蔗糖在现代世界经济中扮演过多么关键

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