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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随着对疫情的反思，分餐制的
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实际上，回
顾历史，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里
都是习惯于分餐而食的。

分餐并不是啥新鲜事，氏
族部落的先民们就是这样吃
的。早期物资极度匮乏，想要让
氏族里的人不至于饿死，必须
对食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显
然，想做到平均，分餐是最好的
选择。

商周时期，虽然物资已经
充裕许多，上层社会不用担心
饿肚子，但是为了体现尊卑贵
贱，分餐制还是被保留下来，并
跟礼制结合起来。

《礼记》有句话叫“夫礼之
初，始诸饮食”，周代人在餐桌
上的规矩着实繁琐。吃什么、怎
么吃、用的工具、食具的数目都
有严格的规定。简言之，就是通
过对每个人食品、食具的待遇
差别，来区分用餐者的身份地
位。

天子的规格是“九鼎八
簋”，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
鼎，平民只能用陶鬲。容器数量
的减少，意味着菜肴种类也要
减少，可见美味不是有钱就能
吃到的。

就餐方式也特别：穿着宽
大的衣服，盘腿坐于席上，每人
面前有张低矮的食案，案上放
食物，席下铺筵。筵和席是类似
坐垫、地毯的东西，“筵席”一词
由此而来。不过，这姿势吃下
来，一顿饭既吃不饱又疲累，着
实不怎么舒坦，礼仪形式大于
饮食内容。

就这样，还会有人吃不完，
便有了“吃不了兜着走”的打包
制。“公食大夫”之礼明确，国君
宴请他国使臣，宴会结束时，使
臣告辞，膳夫要将其没吃完的
肉类盛装起来，送至其下榻处。

虽然后来礼坏乐崩，再没
人听周礼那套约束，但是分餐
而食还是被延续下去，“举案齐
眉”就是例证。这个成语说的是
东汉的梁鸿，品行高洁、学问渊
博，与妻子志同道合，十分恩
爱，“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
前仰视，举案齐眉”。当时还没
有桌椅板凳，人们依然席地而
坐、席地而食，所谓的“案”是食
案，也就是吃饭用的小茶几。梁
鸿两口子如此恩爱，平日里还
是各吃各的，说明当时分餐习
俗之盛。

直到魏晋南北朝，少数民
族与汉族文化逐渐融合，带来
了饮食风俗的变化，“伪合餐”
才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改变的
诱因，竟是因为家具。

游牧民族大多身材高大魁
梧，性格无拘无束，难以适应中
原地区的小桌小盏，于是高足
坐具被带进中原。这种餐桌显
然比跪坐在地上吃饭舒服太
多，很快流行起来。高桌大椅的
出现，给合餐创造了条件，可此
时只能算是“伪合餐”。食品分
配仍然是一人一份、各吃各的，
只不过可供众人围桌而坐，吃
个共食的气氛而已。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生活
富足，人们心态趋向外向，宴会
名目繁多，美味料理也是花样
翻新。士子登科有“烧尾宴”，新
科发榜有“曲江宴”，冬季有寒
暖会，夏季有避暑宴，真是三天
一小饮、五天一大宴。宴会多
了，礼制的约束却大大减少，人
们在饮宴中心态更加放松自
由。唐人喜欢在聚宴时密切交
流、制造热闹氛围，显然围桌而
食、共享大餐的合餐方式，更加
适合这种心理需求。

敦煌石窟有幅唐代宴饮壁
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

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髙足条凳，
凳上面对面地坐着规规矩矩的
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
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
具。大盘大菜，已成为当时宴会
的新风气。

只不过，合餐制并未完全
普及，而是合餐、分餐并行，个
中选择，全凭喜好。南唐名画

《韩熙载夜宴图》里，韩熙载及
其他几个贵族子弟面前摆着几
张小桌子，桌上每人放有完全
相同的一份食物，碗边放着食
具，互不混杂，依然是分餐而
食。

几千年分餐习惯的改变，
还需要更长的路要走。从北宋

《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终于看
到汴京餐馆里开始摆放大桌高
椅，这拉近了食用者与食物的
距离，与今天的餐桌餐椅基本
一致。画中的人们，觥筹交错，
欢聚共食，好不热闹。家庭里，
合餐制也日益普遍，在宋代墓
葬壁画上，常可以看到夫妇同
桌共饮的场景。

明清时期，合餐制完全定
型，饮食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
人社交观的转变。饮宴活动不
再是为了填饱肚子或享受美
食，交际色彩大大增强，劝酒劝
菜的筵席文化得到发展。

其实，合餐制出现有一定
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饮
食水平也在不断发展，菜肴的
种类越来越丰盛，分餐制显然
难以适应食物多样化的发展。
假如八个人吃十二道菜，采用
分餐就需要近百个餐具，这样
不但浪费人力和餐具，而且会
占用很大的空间。如今西餐正
餐要一道一道地上菜，也是因
为餐具太多，桌子摆不开。

当然从现代医学角度看，
合餐而食确实不够卫生。这种
争论并非是新冠肺炎疫情或非
典疫情发生后才提出，而是早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已引起
广泛讨论，甚至提出了“饮食革
命论”。

这是一种废止筷碗共食、
实行中菜西吃的办法：每人两
套餐具以共食，避免病从口入。
在有识之士倡议下，新尝试陆
续出现，比如广州人吃宴席时
每位食客“各肴馔一器”，类似
现代西餐的吃法，但价格昂贵，
普及度有限。

相对成功的改革，则是更
早些时候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
的做法。1910年，哈尔滨发生鼠
疫灾情，民众对饮食卫生开始
重视。伍连德明白聚餐共食的
饮食方式容易感染病菌，“但以
社会之习惯，及中菜烹制之法，
分餐制似不适宜”。为了安全起
见，他建议道台府的官宴采取

“双筷制”，即为每位用餐者准
备两副筷子，一副取食，一副入
口。卫生的问题是解决了，取食
方法却非常不便。

于是，伍连德建议在八仙
桌上装个圆板，中心用铁柱为
轴，使圆板旋转。用餐时可把菜
点、汤羹放在圆板上，在每道菜
肴旁放一勺或筷，作为公用，用
来把菜取到自己的碗碟中。这
套办法只是改变了餐桌的形
式，并且随菜碟增加一副公筷，
简单易行又不失中餐的乐趣，
既解决了共食传播传染病的问
题，又满足了中国人用餐习惯，
所以，“卫生餐台”很快流行开
来。

“卫生餐台”，就是如今在
中式餐桌上常见的那种玻璃材
质的旋转餐台前身。后来，有些
地方的餐馆还开始使用一次性
筷子，也颇受食客欢迎，得到推
广。

从分餐到合餐再到分餐，
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餐饮习俗并
非一成不变，但要被国人接受，
尚需要时间和智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最近一段时间，博物馆闭馆
但不闭展，全国各大博物馆争先
恐后开通网络直播。充满文化魅
力的文物，再加上讲解员深入浅
出又风趣幽默的讲解，让博物馆
文物重新焕发了生机，也满足了
大批文物爱好者的需求。作为闭
馆期间博物馆提供文化服务的一
种新方式，直播文物、展览让不少
博物馆口碑蹿升，备受好评。

3月25日晚，山东博物馆馆长
郑同修、典藏部主任于秋伟通过
新浪微博等七个直播平台向文物
爱好者们做了题为《隽永的石上
史诗——— 山东石刻艺术展》的直
播，对山东博物馆的常设佛教造
像艺术展、汉代画像艺术展进行
了详尽又专业、权威的讲解。这一
场直播是山东博物馆“最强天团”
专业团队直播的第一场，该馆将
连续举办五场高水平直播，涉及
馆内常设重磅大展和临时精品
展，都由馆内策展人、研究馆员、
青年学者、讲解员等主持。这种

“抖家底”式的文物直播，让馆里
的精品馆藏文物与网络另一端的
观众有了近距离接触，直播颇受
大众的喜爱，关注度极高。

在全国各大博物馆、各大平
台举办的直播中，也出现了不少
网红馆员、网红文物。观众看得不
亦乐乎，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下，知
悉了文物的重要价值。

在淘宝博物馆云春游第二波
直播中，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
白雪松以单口相声的水准把枯燥
的碑石、墓志、石刻造像都讲“活”
了：“我给李旦取名六味‘帝’黄
丸，家里六位皇帝，而他本人也是
妈妈武则天的贴心小秘书，他之
所以没死是因为字写得好……”

“杜甫草堂为什么在成都？因为皇
帝逃难的地方一定安全。”“我最
近发现《新白娘子传奇》里《关帝
诗竹》的拓片是假的，一会儿给你
们看真的。”“柳公权是最怕别人
死的人。他怕别人死是因为当时
有点身份地位的人死了都要请他
去写墓碑。”“下次有机会给你们
讲讲凌波微步、全真七子、五岳剑
派、降龙十八掌，这些在我们馆的
碑里都有”……这也太有意思了：
从历史趣闻到古典诗词，从电视
剧到武林门派，能把知识这样融
会贯通讲出趣味的人着实不多。
白雪松幽默的口才、密集的冷知
识迅速吸引了200多万网友围观，
后来又加更了几期直播。他直播
中的带货产品《鸳鸯志》《兰亭序》
拓片书法也看起来“很香”，这阵

仗不亚于大咖级别的带货网红的
直播规模。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线上直播
也让这个馆迅速“出圈”，很多观
众不仅知道了这座博物馆，还通
过文物详细了解了鲁迅的生平趣
事及其重要的文学成就。该馆直
播时，研究馆员姜异新用通俗易
懂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鲁迅生前
的日常生活、性格及作品创作的
精神背景等。观众通过直播看到，
鲁迅睡觉的床就是两块简易木板
搭在两条长凳上拼凑的，而鲁迅
亲笔记的家庭账单详细记录了他
的零用钱、给母亲的拜寿钱，买煤
油、炭钱等，且一个月一结、一年
一汇总，展现了鲁迅简朴而严谨
的生活方式。通过直播，观众还知
道，鲁迅的母亲喜欢读鸳鸯蝴蝶
派小说，不喜欢读儿子鲁迅的作
品等趣事。博物馆直播呈现了一
个活灵活现的鲁迅形象，相比于
教科书、研究著作中的鲁迅，这才
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鲁迅。鲁
迅博物馆的直播单日近30万人次
收看，远超博物馆日接待观众数，
这种社会影响力，证明了博物馆
直播尝试的成功。

1388年历史的布达拉宫也来
了。瓷玉器、龙袍、龙靴、唐卡、佛
教造像等鲜少示人的文物都清清
楚楚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更令观
众惊讶的是以往并不开放的金顶
群及馆藏经书等也上了网。这场
直播中，6位文物研究领域的专家
和学者为网友们进行了专业细致
的讲解。这种高水平的文物展示
和讲解，观众就是跑到布达拉宫
去实地参观也是很难体验到的。
而数据显示，开通直播仅一小时，
布达拉宫就接待了以往近一年的
客流量。

那些硬核博物馆，一旦上线
就成了硬核网红。秦陵博物院的

“探秘兵马俑一号坑秦国军队”
“兵马俑出土兵器首次展示”“兵
马俑绿面俑首次直播”三个直播
活动共吸引7102万人次围观，这
种传播量级的突破，也只有把文
物搬到线上才能实现。甘肃省博
物馆讲解员王雪麟在平时最多
容纳30人参观的展厅重点讲解了
两件宝贵文物——— 马踏飞燕铜
奔马、展现1700多年前甘肃河西
地区邮差形象的壁画砖，同时在
线观看人数达到90万人次，已接
近甘博2019年全年的实地参观游
客量。直播中，良渚博物院其貌
不扬又别有洞天的竹编物和漆
器以及木屐、木斗、木陀螺等文
物闪亮登场，让观众全面了解了
5000年历史的良渚文化。该直播
19余万人在线，原本计划只有一
小时的直播，应网友要求延续到
了100分钟，最终实在因“拖堂”太
久，讲解员才不舍地按下了“停止
直播”键。

疫情期间，国家文物局先后
推介了五批共250个网上展览，几
乎所有的博物馆都在“云”上和观
众见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
究院、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
山东博物馆等重量级博物馆更是
在抖音、淘宝等平台举办多场直
播，形成了一股文博直播热潮。

博物馆藏品丰富、文化底蕴
深厚，专家馆员更是知识渊博、专
业性强，再加上一批幽默、风趣的
馆员、讲解员能满足大批年轻人
的需求，博物馆直播想不火都难。
看完直播的不少博物馆爱好者请
求各馆再多给些“福利”。有网友
甚至感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直播有文化。”

通过这一波直播热潮，追直
播追上了瘾的观众发现，不用“跑
断腿”也能深入参观外地城市的
博物馆，对线上直播从感觉新鲜
到迅速形成依赖。广泛的关注度
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力，确实让博
物馆直播尝到了创新带来的甜
头，不少博物馆表示，疫情结束以
后将网络直播活动常态化、制度
化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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