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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面条可能

是从青海喇家遗址出

土的距今 4000 年的面

条，它是黄色的，形状

和今天的拉面一样，直

径 3毫米，总长超过 50

厘米，卷曲在一个扣着

的陶碗下面。根据检

测，其成分是大量的粟

与少量的黍。

◎刘琪瑞

物种笔记

◎周 乾

博览荟

在清代，外国传教士在来华活动中，把

西方文化引入了紫禁城，音乐即为其中之

一。多位帝王对西洋音乐颇感兴趣。如康

熙皇帝以传教士为师，在宫中学习西方乐器

演奏知识；乾隆帝则在紫禁城内组建了一支

西洋乐队，以传教士为指导教师，组织宫中

人员演奏西方乐器，并在特定的场合进行表

演，达到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

清代西洋乐队奠基于康熙时期。康熙

精通律吕，亦喜好西方音乐。据比利时传教

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撰《南怀仁的

欧洲天文学》第二十五章“音乐”记载：1676

年，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

受康熙之邀，在宫中演奏了风琴和古钢琴。

这些乐器都为早年欧洲传教士进献。康熙

从西方音乐中得到了极大的享受，并对其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另据法国传教士白晋

（Joachim Bouvet）撰《康熙皇帝》记载，康熙

皇帝为了学习西方乐理，启用了徐日升。徐

日升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作各

种西洋乐器，还教康熙皇帝用这些乐器演奏

了两三支乐曲。而这些西洋乐器，则在宫中

保存下来，为乐队成立奠定了基础。

同样对西方音乐饶有兴致的乾隆皇帝，

也在宫中组建了西洋乐队。清代官员允禄、

张照等撰《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之卷首档，记

载了乾隆六年（1741 年），乾隆帝命张照推

荐几名懂东方乐律的传教士，为组建宫廷西

洋乐队做准备。张照在回复奏章中说：“臣

问得西洋人在京师明于乐律者三人，一名德

理格（Theodorico Pedrini，意大利籍），康熙

四十九年来京；一名魏继晋（Florian Joseph

Bahr，德国籍），乾隆四年来京；一名鲁仲贤

（Joannes Walter，捷克籍），今年十月内新

到”。张照又说，德理格年已 71 岁，还曾经

犯过罪。因此，他很可能向乾隆帝推荐魏继

晋、鲁仲贤作为乐队的教师。

宫廷西洋乐队的成员很可能为宫中小太

监。如据《乾隆七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之

“记事录”记载，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十九

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请鲁仲贤认看大

拉琴（低音提琴）、长拉琴（大提琴）各一件。

乾隆随后下旨，要求鲁仲贤教内廷小太监上

述乐器演奏方法。另据《乾隆七年各作成做

活计清档》之“牙作”记载，时年七月二十三

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

等交琵琶十件、弦子六件、小拉琴十件、长拉

琴一件、西洋箫（长笛）大小八件、班竹板三

块、笙一件”。乾隆帝随后下旨：“着交与西洋

人认看，收拾得时即在陆花楼教小太监”。

乐队的人数可由宫中制作队服的相关史

料推断一二。据《乾隆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

档》之“盔头作”记载，乾隆帝于时年（1749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旨：“西洋乐人十四名，做衣

裳十四分，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十二月初

八再下旨“西洋乐人的靴子八只，着武备院成

做；其扎巾八个（含随髯），交盔头作成”。由这

段史料可推断出，乐队队员至少有14名，且队

员的行头包括衣裳、靴子、扎巾、随髯等。

乐队的乐器种类丰富。由上述活计清档

可归纳乐器的种类有：大拉琴、长拉琴、琵琶、

弦子、小拉琴、长拉琴、西洋箫、班竹板、笙等。

乐队的表演亦可见史料记载。如《巴哲

格大使敬呈唐·若泽一世国王报告 1752 年

出使京廷记》，记录了葡萄牙访华使团团长

巴 哲 格（Francisco de Assis Pacheco de

Sampaio）初见乾隆帝时受欢迎的场景：“大

门口有音乐欢迎我。他们称其为欧洲音乐，

其中包括大提琴、笛子和小提琴，演奏了一

些神甫们教的小夜曲。”这些演奏的人员，即

为宫中的西洋乐队成员。

另据《中西交通史》下卷之“第四篇 明

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记载：乾隆二十五

年（1760 年），意大利滑稽歌剧《切奇娜》盛

行于罗马，并由意大利耶稣会士传入宫中，

深受乾隆帝喜爱。乾隆帝特命令组织乐队，

专演此剧；并特建一院，形似舞台，布置的场

景与剧中各幕相似，以便于耳听目赏。

此外，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宫中亦有西

洋乐队。如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在《一

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慈禧》之“第二十一章

来到宫中的欧洲马戏团”中，回忆了陪慈禧、

光绪在颐和园看欧洲马戏的场景。现场有

两个乐队，均为中国乐师，他们用欧洲乐器

演奏外国音乐。这两个乐队，一个由直隶总

督袁世凯管辖，另一个由海关总税务司罗伯

特·赫德（Robert Hart）爵士管辖。

综上可知，清代宫廷里的西洋乐队，是

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亦为我国

古代音乐发展历程的宝贵资料。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听西方音乐、组西洋乐队

清代皇帝竟然这样“潮”

西洋军乐摇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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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侠

科学文化大家谈③

◎小白村

近代科学兴起的 400多年间曾发生过 5

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人们关注的焦点

大多停留在每次科学中心涌现时的那一群

璀璨科学群星，仿佛每次科学中心都是天降

英才带来的结果，人才什么时候都有，问题

是为何这些英才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

个地方并引起了科学革命呢？显然，在科学

中心形成背后还有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在

起作用，在这诸多因素中以隐性形式存在

的、也是经常被忽略的就是文化因素。

先进文化是科学中
心形成的基础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与规则的集合，既为

社会个体提供了行为规范与指导，又为整个

社会提供了整合与再生产的思想资源，从这

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生产性要素。我们

不妨挖掘一下每次科学中心形成与转移背

后的文化因素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这对于

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次科学中心形成于意大利（1504—

1610 年），这次科学中心形成的文化基础是

建立在前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基础上的（14—

16 世纪）。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到伽利

略的望远镜，文艺复兴实现了两个转变：其

一，重新发现人。通过思想解放使人们逐渐

摆脱僵化腐朽的经院哲学的桎梏，这一时期

的伟大艺术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据。其二，重

新发现自然。人们的目光开始从宗教转向

自然，只要看看这个时期的布鲁诺、伽利略

等伟大学者的工作就可以真切理解文艺复

兴对于第一次科学中心的形成所具有的奠

基性作用。

第二次科学中心形成于英国（1660—

1750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清教

主义的确立，清教伦理的价值观鼓励人们勤

奋工作、珍惜时间、节制欲望，追求真理本身

就是报酬，通过揭示自然奥秘彰显上帝的荣

耀。正是由于清教伦理的这种精神气质，促

成了英国科学中心的形成。诚如科学社会学

家默顿所言：清教的思想情操和信仰激起了

合理的、不倦的勤奋，从而有助于经济上的成

功，相同的结论也同样可以应用于清教与科

学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关于清教文化的积

极作用有一本经典著作——默顿的《十七世

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这本书中对17

世纪英格兰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做了详细分

析，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清教文化对英国科

学中心的形成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第三次科学中心形成于法国（1760—

1840 年），其背后的文化资源是影响深远的

启蒙运动，由此理性主义成为现代人的思想

标配。

第四次科学中心形成于德国（1875—

1920 年），以洪堡的大学改革作为文化变革

的切入点，基本原则是：教学与研究的自由、

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理念，这一原则带动了

文化与大学的快速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

此基础上德国科学中心比较注重科技与工

业的结合。

第五次科学中心形成于美国（1920 年

至今），支撑美国科学中心的文化资源是来

自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文化，它的纲领简洁

明了：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

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

的。这就把个体的生活、行动与效果有机结

合起来，直接取消了那些阻碍行动的繁文缛

节存在的价值，从而彰显了简单直接的文化

功能。20 世纪的很多伟大科技成果都是在

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文化变迁依托的四
类载体

总结下来，5 次科学中心转移背后的文

化变迁大体上依托 4类载体推进：文化启蒙

（以意大利为代表），从下往上，初步实现使

社会从神圣向世俗的迈进，极大地释放了人

的创造力，由此促成了文化与艺术的大繁

荣；科学启蒙（以英国为代表），从上往下流

动，新科学理念的大量产生，扩展了人类的

世界观，由此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的方

式；思想启蒙（以法国为代表），中间开花，以

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在思想领域狂

飙突进，各种颠覆性的思想观念大量涌现，

为整个社会培育了一个具有广泛生产性功

能的思想市场；工业启蒙（以德国为代表），

以李比希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把科学知识

投向产业，形成了很多重要产业，如化工、染

料工业、汽车制造等；20 世纪初美国科学中

心的形成是综合多种文化载体所实现的结

果，具体而言，则是科学启蒙与工业启蒙的

综合运用。

4 种文化变迁载体的出现与特定的社

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如文化启蒙的出现是在

整个社会的知识基准线比较低而且思想严

重僵化、贫乏的条件下发生的，它是从社会

中下层切入的文化变革，并通过受影响群体

规模的逐渐累积而实现的文化整体变迁。

相较而言，科学启蒙的起点比较高，它

总是发生于拥有相对成熟的科学共同体的

环境下，比如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君

主立宪的国家，而且 1660 年成立了皇家学

会，这种文化变迁能够在社会精英层形成一

个知识的高势能区，通过溢出效应逐步实现

文化的变革。思想启蒙的实现需要有一个

庞大的中产阶层，然后从中产阶层开始向四

处扩散最终推动文化变迁，毕竟任何新观念

的最初接受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精英。工

业启蒙的门槛比较低，不需要受众有多少专

门的科技知识，只要受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见识到科技的优越性以及其所带来的福祉

即可，它与文化启蒙的区别在于，工业启蒙

是从器物层面而文化启蒙则是从精神层面

开始嵌入人们的认知，它们的优点在于受众

面较大，从社会的中、下层推动文化的变迁。

中国科学文化建设的路径也可以采取

多种文化载体整合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

文化启蒙+科学启蒙+思想启蒙+工业启

蒙。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快速发展，中国

的经济与社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科技日新

月异，再加上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大

幅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

国人口中 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 9.91 年，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水平，已经具

备了解与接受新知识的基础，这个基本面有

利于推动全社会的文化启蒙与工业启蒙；我

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 2.18亿人，

而且大学毕业生每年还在以 1000 万人的规

模快速增加，这个受众群体对于科学观念、

新思想与工业革命都具有比较好的理解与

认同，可以在此基础上推动科学启蒙与思想

启蒙。社会各层级渐次推进，宏观上就会呈

现出一种具有生产性的文化生态圈，基于

此，推进科创中心建设与科学文化建设的基

本条件已经具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
化研究院院长）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背后的文化变迁

今春，母亲在南园种了几分地的小拱棚

脆瓜。到了春末夏初，拱棚里的脆瓜蔓秧打

纽了，结出周身条纹状、翠绿色的瓜蛋蛋，煞

是喜人。哪成想还未等完全成熟，瓜田就被

什么动物糟蹋得七零八落，连小拱棚也被拱

破了。母亲笑笑说：“这偷瓜贼八成是獾狗

子，它喜欢偷吃瓜呀果的，多少年不见獾狗

子了，看来它又回来了。”

母亲说的“獾狗子”是獾的俗称，我小时

候经常在野地里见到。而更为深刻的印象，

来自于小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鲁迅先生的

《少年闰土》——“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

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

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

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

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

下逃走了”“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

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鲁迅先生笔下的猹，机警敏捷，活泼灵

动。猹，是獾的一种，也叫狗獾、獾狗子、獾

猪、獾子，是小型哺乳动物，属于食肉目鼬

科。它个头不大，像只土狗或小猪仔，眼睛

小黑豆似的贼亮，嘴巴又长又尖，四肢短而

粗壮，前爪强健有力，适于掘土，从头顶到尾

部长有长而粗的针毛，颜色是黑棕色与白色

混杂。獾多栖息在丘陵密林、坟墓荒山的深

洞或者隐秘的灌木丛中，昼伏夜出。它食性

很杂，除吃少量昆虫、蚯蚓、青蛙等，也以一

些如鼠、蛇等小哺乳类、小爬行类动物为食，

更多的是祸害庄稼，喜食粮食作物的根茎、

果实，尤其喜食瓜类。

还有一种獾叫蜜獾，爱吃蜂蜜。它牙齿

锋利，前爪粗硬有力，适合挖土、爬树，专门捣

碎蜂巢。蜜獾的皮肤坚硬厚实，上面布满了

长而蓬松的粗毛，不怕野蜂螫。可这家伙笨

拙，往往找不到蜜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一种鸟叫导蜜鸟，善于发现峭壁洞穴、高山

密林中的野蜂巢，可它却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捣毁蜂巢。于是蜜獾就和导蜜鸟合作，每当

导蜜鸟发现蜂巢时，便扇动翅膀发出“哒哒

哒”的声音，蜜獾听到信号后便匆匆赶来，爬

上大树或山崖，直捣蜂巢吃掉蜂蜜，导蜜鸟则

享用蜂房里的蜜蜂幼虫，偶尔也吃剩下的蜂

蜡，蜜獾和导蜜鸟真是一对好搭档！

据悉，早在 2008 年，野生狗獾已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不过，由于生存环境改善，加之人们保护野

生动物的意识日益增强，曾一度消失的野生

狗獾如今又在乡间出现了。它那轻灵活泼、

呆萌可爱的身影，不由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描

绘的“少年闰土月夜捕猹”的诗意景象。

獾：我就是鲁迅笔下爱吃瓜的猹

欧洲人对意大利面的感情，就像中国人

对面条的感情。意大利面可以保存很长时

间，正因如此，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把意大

利面带到了海上，带到了全世界。最早接触

意大利面的广东人，看到它和米粉挺像，就

将其翻译成“意粉”。

虽然意大利面是欧洲人仅次于面包

的主食，但它出现得却比较晚，来源更是

不清楚。谁发明了意大利面，直到现在还

是个谜。

关于意面起源的几种猜测

意大利面跟中国面不一样的一点，是它

用硬质小麦做成。硬质小麦又叫杜兰特，是

小麦中唯一的四倍体品种，面筋含量极高，

吃起来很坚硬，没有普通小麦容易消化，因

此食用意面后血糖升得也慢一些。

如今有学者认为，意大利面是阿拉伯人

带来的。阿拉伯人为了便于沙漠长途旅行，

将意大利面干燥成空心圆柱形，就是通心

粉。9 世纪一位阿拉伯学者在他的食谱中

写道，一种常见吃法是面食与扁豆混合，在

北非和中东很受欢迎。

但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到北非

讲阿拉伯语的部落，传统饮食中不吃意大利

面，只吃“库斯库斯”，一种质地有点像意面

的粗麦颗粒。

库斯库斯一词可能来自一种上下两件

套的蒸锅，下面炖菜，上面蒸粗麦粒，很节约

燃料和水。今天在欧洲有很多北非移民，最

爱吃的就是北非盖浇饭——把鲜艳浓香的

炖菜盖在库斯库斯上面。

最早的库斯库斯可能是粗麦粉加水，再

用筛子筛出来的，在面条不容易成型的过

去，这样能保证下锅后不散开，有点像是微

型的面疙瘩。

虽然库斯库斯和意面有干燥后容易携

带的共同点，但在面条成型上，意面工艺要

更复杂。意大利面的制作是用脚踩面，一踩

就是一天。据推测，西西里岛土语中 mac-

caruni 的意思是“用力制作面团”。如此大

力，才能将面团和到能做面条的程度。家庭

做的鲜意大利面，用鸡蛋和面，就简单很多，

但是不耐储存；用水和面还要成型，就得专

业的车间去干。

将意大利面晾干也是需要技术的，需要

逐渐降低其含水量，慢了会发霉，快了会变

脆破碎。西西里岛的温湿度适合干燥意面，

这是该地被认为率先发明意面的一个支持

理由。

有人发现了一本可以追溯到 1154 年的

书，由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撰写。书中提到

了一种长长的，像毛线球一样卷曲的面，从

当时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西里岛巴勒莫

市用木桶出口。所以说，在北非人的启发

下，12 世纪的西西里人发明了意大利面，似

乎比较合理。

1279 年，一名热那亚士兵的货品清单

上出现了意大利面。而 1244年和 1316年的

档案指出，意大利面已经广泛遍布意大利半

岛。随着意大利南部专业店家的出现，以及

意大利北部各城市面食行会的成立，意大利

面产业才做大了。

碱让面条更具延展性

今天和面已经很容易了，面粉加水揉成

团，醒一会儿，再揉……古代可没这么容易，

因为面粉质量不同。

最早的面条可能是从青海喇家遗址

出土的距今 4000 年的面条，它是黄色的，

形状和今天的拉面一样，直径 3 毫米，总

长超过 50 厘米，卷曲在一个扣着的陶碗

下 面 。 根 据 检 测 ，其 成 分 是 大 量 的 粟 与

少 量 的 黍 。 也 就 是 说 ，是 小 米 面 加 上 一

点有黏性的黄米面做成的。研究人员还

检测到了少量的油脂及少量动物的骨头

碎片，可能是配面吃的，这就很像如今的

兰州拉面了。

古人或许发明了面条，但其和我们今天

吃的面条仍不相同。

我们今天吃的小麦粉面条，利用了小

麦面筋的特殊之处。小麦含至少百分之

十的面筋，这种蛋白可以在面粉和水后连

接成网络，提供骨架，让面团有极好的延

展性。

而古代的面粉普遍比较粗，是带着胚芽

和一部分麸皮磨的，质地有点像是今天卖鲜

切面的铺子里，为了避免面条黏连而撒上的

粗玉米面。

麸皮和胚芽会阻碍面筋网络的生成，所

以这种原始面团，制作又细又长的拉面是不

可能的。

中国唐宋时吃的面条，也并非今天的

拉面条或擀面条。有记载说，高超手艺的

制作者和好面，将它搓成粗条，然后在锅

边用手把它压成韭叶型，煮熟了很光洁，

令人称赞。

今天还有不少地方用手搓捏来增强面

的凝聚力，山西一般管这种面食叫圪托，陕

西叫麻食，北京叫猫耳朵，意大利也有类似

的面食，而且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最早的意面

制作法。

拉面的出现，要感谢中国人发现了碱的

用处。今天的各种碱水面，大致是使用了碳

酸氢钠和碳酸钾，过去则是用盐碱地出产的

天然粉末制作碱水面。盐碱可以帮助面条

发育面筋，让面条更有弹性。

过去的西北荒漠地带，冬天会将盐碱旱

地上的干枯碱蓬收集在一起，烧成一种灰白

色的结块——蓬灰。在这种性能优良的天

然碱的帮助下，西北人发明了拉面。

当面团延展性足够好后，中国人还发

明了挂面：将小手指一般粗的面绳挂在架

子上，下坠一个木头砝码，粗面条被慢慢

拉细拉长，自然风干。这应该是元明时期

的创新。

白面粉逐渐普及

随着白面粉的普及，面条不再难以制

作。但在欧洲中世纪，白面粉还是个奢侈

品。白面粉做出来的面包极其轻盈蓬松，对

于吃惯了粗面包的欧洲人来说，是异常的美

味。

中世纪的欧洲人，伙食已经算不错了，

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水磨，水磨极大

地节省了磨面的劳力。密集的磨坊，让欧洲

穷人也吃得起面包，至少是黑麦和大麦磨粉

做的黑面包。

为了给富贵家族供应好面粉，磨出来

的粗面粉会用布一次次筛，把胚芽和麸皮

较多的部分排除出去。越细的布，筛出来

的面粉越白。大约 1870 年，机器筛发明。

人们使用机械筛去除了全谷物中的油脂，

避免了酸败，使得面粉制品可以储存更长

的时间。

之后 20 年，钢辊碾磨面粉工艺普及。

这种工艺不仅可以方便地分离小麦仁的不

同部分，还能高速而充分地碾碎小麦。普通

家庭这才吃得起极细的、十分漂亮的白面

粉，而且它更耐储存。

引入钢辊磨机不到 10 年，欧洲和北美

的石磨厂纷纷倒闭了。如今每年有 3.2亿吨

小麦被钢辊碾压成粉。

英文 flour 和 flower 一样，源自古法语

的“开花”。白面粉是饮食之花，要好好珍

惜它。

舌尖上的中外面条史舌尖上的中外面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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