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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年前，虽然还

没有冰箱和罐头，但古

人也有不少储存食物的

方法，如将食物放置在

泥炭沼泽中抑制细菌滋

生；储存在地窖里以便

隔绝空气；将新鲜食物

置于低温下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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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保存食物至关重要。500

年前的欧洲船员，能吃到肉、酒和饼干，但蔬

菜却很难长久保存，这也让远航者遭遇了坏

血病的威胁。

人们很久之后才发现，有一种好保存还

含有足够维生素 C 的食物——腌渍圆白菜

（中国北方叫酸菜，德国人叫 sauerkraut）。

经过 18 世纪早期荷兰海军的使用，又经过

18 世纪 70 年代库克船长的试验和推荐，腌

渍圆白菜成为航海标配，拯救了无数水手和

船长的生命。

虽然还没发明冰箱和罐头，但古人依赖

盐腌、醋泡、糖渍、风干等方法，也能将食物

长期保存。

抑制细菌

夏天去山里，人们会发现游客和摊贩常

把西瓜和饮料浸泡在山溪里；溪水冷凉刺

手，能够起到冰镇作用。

没有发明冰箱之前，西方人就利用山溪

进行食物保鲜。欧美农村家庭往往有一个

“泉屋”，就是在溪水上搭一个小木龛，防止

牛奶、黄油和其他易腐烂物品变质。即使在

最炎热的夏天，流动的泉水也能足够凉爽。

欧洲西北部常见的泥炭沼泽，也是长期

存放食物的好地方——生长着泥炭藓的沼

泽里，寒冷又缺氧，细菌难以分解有机物。

爱尔兰的考古学家 2009 年发现了一桶

“沼泽黄油”，这桶黄油大概是古人存放后忘

了取出的。黄油桶是整截树干制成的，三英

尺长、一英尺宽，配有一个盖子。桶里装满

了黄油，重 77磅，黄油已经失去了奶油的浓

稠感，变成了白色较硬的蜡质。考古人员徒

手把黄油挖出来，仍然能闻到它的味道，这

种味道还吸引了乌鸦。研究表明，这块黄油

已经有 3000年历史了。

将食物（以及许多需要保存的东西，比

如尸体）埋在泥炭沼泽中是一种常见的做

法。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沼泽中，曾发现近

500 块古代黄油。2013 年考古人员还发现

了一份有 5000年历史的重达 100磅的黄油。

微生物的生长和分解作用，在酸性、缺

氧的泥炭湿地中被抑制了。我们不能确定，

古代的沼泽黄油是用于祭祀还是作为食物

保存，亦或是为了发酵得更有风味儿。

2012 年，食品研究者本·里德做了个实

验。把黄油埋在沼泽里 3个月，品尝者将这

种黄油描述为“野味、时髦和辛辣，就像苔

藓、动物或意大利腊肠”。埋藏 1年半后，里

德认为黄油味道更加好——可以说沼泽给

欧洲古人创造了不少福利。

隔绝空气

土豆是一种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但储存

的前提是一要寒冷，二要不能透光。过去在我

国北方农村，冬天吃的土豆、萝卜和白菜，一般

都是放在地窖，或者小开口的窑洞里保存。

欧美人传统上也用地窖保存马铃薯和

萝卜等块根作物。人们会挖一个地窖，盛满

锯末或者稻草，把蔬菜放进去，再用锯末和

稻草覆盖，用木板或者锡板封住地窖。还有

一种囤菜的办法：在卷心菜旁边挖一条沟，

把卷心菜拔起来，倒置在沟里，然后用松散

的泥土盖住。接下来几个月，卷心菜颜色会

变白，但味道不会变。

只要不接触空气，就可以阻止食物腐

败。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会把油灌进食

品储藏罐里，以便隔绝空气。英国人则有罐

装黄油焖鱼或肉，如果鱼或肉就是用这一口

罐子烹煮，那么就不需要冷藏，也不用加防

腐剂，一样可保存好几个月。这个办法，中

国农村也常用。

同样的道理，欧洲中世纪人喜爱用黄油

或肉冻填满馅饼的每个窟窿缝隙，防止馅料

接触空气，以便存储。

动物下水未烹调极易腐坏，尤其是很有

营养的血液，会迅速变质。所以游牧民族在

屠宰牲畜后，会迅速将内脏和血液做成煮熟

形式的食物，比如东北的血肠。据推测，最

早的香肠就是血肠。

南方人则会将猪血和糯米混合，制成软

糯有味儿的猪血糕。无独有偶，英国人喜欢

吃的黑布丁，也是用猪血混合了猪油和燕麦

制成的。

著名的苏格兰羊肚包（haggis）也属于这

类料理。只要有苏格兰人的地方就有这道

菜。它用羊肚装进各种杂碎，有的是羊肺、

羊肝碎块，有的是羊油，还有燕麦等。吃得

惯的人觉得非常美味。

游牧民族常用这种动物内脏储存食物，

因为不浪费食材，还不需要容器。俄罗斯的

涅涅茨人屠宰驯鹿后，会把驯鹿的胃倒空，

冲洗干净，再将驯鹿肉切成薄片，存放在胃

里。深秋时节用这种方法储存食物，可以保

质 8个月。

去除水分

鲁迅曾经埋怨说，在他的故乡，什么菜

都要吃干的——“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

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象样；菱

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要

将它风干……”

其实爱吃干菜的不止绍兴人。中世纪

的欧洲人，也经常将蔬菜串起来，挂在壁炉

旁或温暖干燥的地方，以去除水分。人们还

先将蔬菜浸泡在水中一段时间，再晾干。用

这种方法制作的豆子，因干燥后极韧而被称

为“皮裤”。水果、南瓜和其他蔬菜都可以这

样保存几个月。

500 年前的美洲人，更掌握了一种超前

的技术——冻干法。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

很早就种植土豆。他们发明的冻干土豆

（Chuño，原义是“皱巴巴”），可以存放 10 年

甚至几十年。

印加人一般选择一种个头较小的、抗霜

冻的、苦味的土豆品种，在6月和7月，也就是

冬季开始时冻干它们。海拔超过 3800 米的

山区，夜间温度降至零下 5摄氏度。小土豆

被密密地铺在一块平坦的地面上，夜里冻冰，

白天在强烈的日晒下脱水，经过几天几夜，土

豆就开始萎缩、粗糙，变得像石头一样。

接着，人们去踩这些土豆，一方面把土

豆仍然残留的水分踩出来，另一方面也去除

了表皮。接着把土豆再冷冻和干燥一段时

间就成了。这个过程中，苦味土豆中含有的

有毒的配糖生物碱也被去除掉了。冻干土

豆的质地柔软，本身味道很平，带有淡淡的

酸味。煮熟后，像是海绵，厚实、有嚼劲，容

易入味儿。

这种技术至少有 800 年的历史，有人认

为，印加帝国的崛起就是靠着“皱巴巴”保障

后勤。西班牙人也很快意识到这个东西的

重要性，安第斯的矿山工人，每天都会吃它。

今天，我们可以将印加人的技术应用于

一切蔬果。比如草莓，先冷冻，然后置于接

近真空的干燥室中，再加热。草莓中的冰很

容易升华为水蒸气。这样草莓中的所有水

分都消失了，细胞却没有破坏，维生素、微量

元素和纤维也都保留下来，能保存几年甚至

几十年，而且往往与最初采摘下来时一样新

鲜。对于囤菜族，冻干蔬菜不失为一个美味

又营养的选择。

在 2006 年的伊朗西部沙漠，科学家发

现了一种携带着神奇诱捕术的毒蛇——

蛛尾拟角蝰。没错，它的名字就来自它那

惟妙惟肖的蜘蛛状尾巴。或许你很不屑：

一条蛇尾，有何稀奇？千万别小瞧这奇形

怪状的蛇尾，那可是它一招制敌、赖以谋

生的“工具”呢！

毒蛇遍布全球，蛛尾拟角蝰却择地而

栖，迄今为止，它只出现在伊朗西部的卢特

沙漠。那里是地球的沸点，气温最高可达

71 摄氏度，地表被黑色的火山熔岩覆盖，石

膏质的丘陵和高地，大规模起伏的波纹垄

脊，广袤的石漠和沙丘，这种极为壮观的风

蚀雅丹地貌为蛛尾拟角蝰提供了独一无二

的进化环境。

且看卢特沙漠的日常一幕：杂乱无章的

砂石之间，高空盘旋的鸟儿被地面一只来回

爬行的“蜘蛛”诱惑，旋即迅捷俯冲，奋力一

啄，哪知，“蜘蛛”却在瞬间变身一条恐怖的

蝰蛇，张大口，给晕头转向的鸟儿迅疾一

击……生猛而有趣的捕食方式，让初识这

个稀有蛇种的人们目瞪口呆。

难道鸟儿就没发现蛛尾拟角蝰的存

在？这要仰赖蛛尾拟角蝰那奇妙绝伦的伪

装了：体色灰白，粗粝花纹，土色鳞片，整个

身体蜷于石膏质岩体间，与环境浑然一体；

致命的是，它尾部尖端那个橙色或灰色的球

状物，周围长着又细又长的须子，像极了蜘

蛛的腿和腹部，特别是它“爬来爬去”的样子

更是惟妙惟肖。想想吧，美味蜘蛛在面前招

摇，哪个鸟儿能抵御！

更为奇特的是，蛛尾拟角蝰的剧毒只存

在于它的毒液中，尾巴上的这只“蜘蛛”却无

毒无害，且不具备任何攻击能力，它只是长

在蛛尾拟角蝰尾部的绝佳诱饵。

看视频里蛛尾拟角蝰完整的捕食过程，

真的被惊到——无论鸟类、人类，都是直到

被它咬到的刹那，才看清那竟是一条蛇！

诡异的是，这件“秘密武器”还借鉴了变

色龙的物种特性——随环境而变化。这样

的特殊技能，又能为它们减少在这个优胜劣

汰的世界中被天敌发现的机会。而这或许

就是大千世界的奇诡之处吧。

看，这条毒蛇的尾巴上有“蜘蛛”

荡秋千是我国传统的游艺活动。宋代

文人高承撰《事物纪原》卷八，转载隋炀帝编

《古今艺术图》：“北方戎狄爱习轻趫之能，每

至寒食为之，后中国女子学之，乃以彩绳悬

树立架，谓之秋千。”这段话说明，秋千由北

方少数民族传入域内，且多为女性做娱乐之

用。故宫为明清皇宫，女性成员较多，因而

荡秋千为宫中较为常见的活动。明末诗人

陈子龙作诗“禁苑起山名万岁，复宫新戏号

千秋”，可反映明代宫中的秋千活动（即诗中

的千秋）盛行。清乾隆帝曾撰诗“最是春闺

识风景，翠翘红袖蹴秋千”，来形容宫中仕女

荡秋千的场景。除娱乐所用外，故宫里的秋

千还包含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宫中秋千活动与寒食节密切相关。寒

食节在清明节前的一至二日，为我国的传统

节日，节日中禁烟火，只吃冷食。此时天气

尚冷，而荡秋千作为一种游艺活动，既有利

于驱寒，又无需剧烈运动，还能展示游艺者

优美的身姿。据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

“卷下”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宫里在寒食

节时，会在各处架设秋千，供嫔妃们娱乐。

她们在空中飘逸的形貌，引得唐玄宗赞叹，

并称之为“半仙之戏”。清代官员英廉等人

编撰《日下旧闻考》，其中卷一百四十七载有

“清明寒食，宫庭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

秋千架”，可反映寒食节里，宫中秋千活动的

盛行。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绘有《仕女图

册》，册页之一即为《秋千闲戏》。画面中，6

位优雅的仕女，一位立于秋千上，两位辅助

推动使之前后摇摆，其他 3位则在笑谈中等

候。乾隆皇帝所作《题焦秉贞人物画册十二

帧》中，亦用“柳风拂处人吹过，环珮声摇最

上层”，来形容这一惬意的场景。

清代宫廷中，出现了一种西洋秋千，可见

于宫廷筵宴场合。据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

卷十三记载：乾隆年间的每年正月十九日，乾

隆帝都会在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前举办筵宴，

主要招待内廷王公大臣以及各藩国陪臣；在

宴会上表演的游艺节目名单中，就有西洋秋

千。朝鲜使臣朴思浩在《燕蓟纪程》之“圆明

园记”中，回顾了他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正

月十五日，在圆明园看到的西洋秋千表演的

场景：“彩服童子八人，头编黑丝，髡髡垂髻。

各立杠头，一上则一下，一下则一上，丝翩浮

空，是谓西洋秋千，名曰忽悠悠。”

故宫藏《万树园赐宴图轴》，显示出西洋

秋千的构造特征：其外形犹如立放的云梯，云

梯中间的横杆为滚轴，上、下端各有日字形木

框。表演者分别站在两端日字木框的横杆

上，通过变化姿势来调整绕滚轴转动的力矩

大小，并不断调整平衡状态，使得秋千犹如跷

跷板一样上下摆动。分析认为：这种秋千之

所以被称为西洋秋千，是因为使用了当时西

方机械装置中的滚轴，且秋千的摇摆方式与

国内明显不同。相比而言，国内秋千类似于

单摆，游戏者从一定高度荡下时，其势能转换

为动能，速度变快；过最低点后动能又转换为

势能，速度变慢至静止，如此反复。而清代帝

王选择西洋秋千作为游艺项目，主要在于展

示其对藩属国的重视，通过对域外表演内容

的认同，以示团结友好的氛围。

西洋秋千还见于清代宫廷贺寿场合。

在历史上，秋千还包含给帝王贺寿之意。如

唐五代文章总集《全唐文》卷九百四十九载

有“秋千者，千秋也。汉武帝祈千秋之寿，故

后宮多秋千之乐”。这说明，汉武帝认为荡

秋千有“千秋万寿”之意。由于西洋秋千属

于杂技表演，既具有娱乐性，又隐含贺寿之

意，因而成为清代紫禁城里的万寿节庆典活

动中，不可或缺的项目。如故宫博物院藏崇

庆皇太后《万寿图》，描绘的是乾隆十六年

（1751 年），乾隆之母崇庆皇太后六旬寿诞

前夕，皇太后从畅春园回宫的场景。画面

中，在白石桥的两岸就有西洋秋千。又如乾

隆四十四年（1779 年）八月，西藏政教首领

班禅额尔德尼六世一行来到热河，为乾隆帝

68 岁寿辰贺寿。乾隆帝谕旨于八月十四

日、十六日两次上演火戏，并为之配备了西

洋秋千表演。

综上可知，故宫里的秋千集宫廷娱乐、

时令节俗、古代政治、帝王贺寿等于一体，是

我国丰富传统文化的体现，亦能体现出东西

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的秋千只是用来玩的？你想简单了！

“放眼当今社会，读书的碎片化趋势比

较强。这种学习的方式属于短平快，知识获

取的快，丢的也快。如果你要读一些经典的

作品，花的时间多、精力多，但是收效也大。”

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国图公开课·先生的书

房”活动上，耄耋之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火

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刘嘉麒向公众分

享了他的“读书之道”。

“读书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才干，开拓眼

界，也能够陶冶情操，获得精神享受。”刘嘉

麒说，在他小时候，读书是个奢侈事。读书

难，借书难。那时他还想，以后可以去当图

书馆管理员，看书或许能方便一些。

在刘嘉麒看来，读书，是成人之道。他

的命运，也靠读书改变。“我的求学之路，就

像屈原的诗句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

在艰苦的条件下，刘嘉麒一路从小学念

到大学，后来又读了研究生，但仍感觉所学

有限。1978年，研究生毕业 10年后，刘嘉麒

又重新考了研究生，来到北京。“我把 40 岁

当 30岁过，想把过去的 10年再撵回来。”

细细算来，刘嘉麒花了 27年 8个月的时

间做学生，“读书对我这一生的成长是很重

要的。”刘嘉麒说。关于要怎么读书？他总

结了些体会。

首先，要明确读书的目的。要长智慧、

长本事，要做人先立志，立志先做人；读书不

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要讲究方法，要有思

考，“你能从书里挑出毛病才更好。”刘嘉麒

说，读书还要有选择性，要读好书，读经典；

要专业书和非专业书相结合，科学的书和艺

术的书相结合，系统化的书和碎片化的信息

也要结合。不要总沉溺在碎片化的信息中。

“读书不光是自己成长，更重要的是，将

来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刘嘉麒研究地球科

学，他叮嘱年轻人，在读书的过程中，也要专

一行精一行，干一行爱一行。

“我通过读书懂得了一些科学道理和做

人的道理，所以现在能成为一名科学工作

者，能为国家作一点贡献。”刘嘉麒坦言，他

能念书，能学到些东西，都是靠党的培养，理

所应当要回馈社会。

“我希望朋友们能够多读书、读好书，能

提高科学素养，发展科学事业，把国家建设

得更美好。”刘嘉麒说。

院士眼中的读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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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日从湖南省博物馆获悉，近期，湖南省

博物馆首次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未整理纺织

品进行系统性清库，最新发现马王堆汉墓出

土的菱纹绮里有织入的文字等，填补了相关

领域的研究空缺。

湖南省博物馆 21 日完成对马王堆汉墓

出土文物的系统性清库，将仓库内未入账的

所有文物有序编号，共清理出藏品 21000 余

件。其中，纺织品库 19000 余件，漆木器库

1700余件。

长期从事古代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与

研究的湖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董鲜艳说，

由于早前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大，破碎成块的

残片以及大堆纺织品粘连堆积成的“丝砖”

等都未定级入账，仅作为资料文物保存入

库。此次清库，专家将有信息量、有一定特

色和意义的残片都进行了归档。

“清库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保管文物。”

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

中心主任喻燕姣说，清库时在菱纹绮残片里

发现了文字。“这是首次发现马王堆汉墓出

土的菱纹绮里有织入的文字，是典型的篆

隶，体现了汉初高超的纺织品织造技艺。”

此外，专家在清库中发现了丝织品新纹

样，丰富了对墓葬文物的认知。喻燕姣说，

如长寿绣中原来认为只有龙纹，这次发现了

凤鸟纹。马王堆凤鸟纹是汉初凤鸟标准形

象，继承了楚式凤鸟风格，寓意美好、呈祥、

长寿，与汉代渴望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思

想契合。

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还在清库过程中对

目前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棺饰的“羽

毛贴花绢”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古文献有记

载的用画绘做棺饰的实物有出土，但是用羽

毛作为棺饰却是目前唯一发现。”董鲜艳说，

从形制上分析可能有3到4种羽毛，但由于碳

化较厉害，还难以判定羽毛属于哪种动物。

1972 年至 1974 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是

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一家三口的墓

葬，共出土了 3000 多件珍贵文物，包括 700

余件工艺繁复的精美漆器，500 多件织精绣

美的丝织衣物等，是 20 世纪世界重大的考

古发现之一。其中，一号墓出土的“辛追夫

人”遗体是世界上已发现的保存时间最长的

一具湿尸。

马王堆汉墓清库发现新刺绣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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