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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小札】

□祁白水/文 老五/图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春节是集中贴春
联的良辰佳节，其他节日很少张贴对联。但节
日对联在南方，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一
些集会、庆典活动中，在公文、新闻媒体及书
刊文书中常被派上用场。

节日，分中国传统节日和现代节日。传统
节日除春节外有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
阳(敬老)节等。现代节日主要是元旦、“三八”
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
儿童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节、
国庆节、教师节等等。相比之下，现代节日运
用对联的场合要比传统节日多得多。

撰写节日对联要针对每个节日的特点，
体现其基本内涵，而不能把那些“万金油”式
的联句随意置放。我曾创作过一些节日对
联———

端午龙舟激社鼓；
夏晨香粽曳诗情。(端午节)

端午节的对联抓住了节日中赛龙舟、吃
粽子的两大特征，进而以“诗意”勾起怀念为
忧国忧民于端午节投汨罗江以死报国的诗人
屈原。

劝君共醉重阳酒；
邀月同观敬老花。(重阳节)

重阳节本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但由于当
今社情民意的重视，还将其融入敬老的内涵，
代之以敬老节，说明了时代的进步。这副对联
上联以“重阳”、下联以“敬老”各为主题，体现
了节日的特点。

填海移山，豪情永在；
改天换地，其乐无穷。(劳动节)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对联以精卫填海、愚
公移山的掌故入手，歌颂了人民群众改天换
地的壮志豪情。

无声润物三春雨；
有志育才一代师。(教师节)

此联借用唐人杜甫《春夜喜雨》中“润物
细无声”的诗句，赞颂老师们在教书育人中

“无声润物”，犹如“三春”细雨，争作新一代的
良师。

人逢国庆精神爽；
月到中秋玉宇明。(国庆、中秋)

这副对联针对国庆常与中秋节应时的特
点，两兼其美，上下联均稍改成句而表明国
庆、中秋的主题。需要说明的是，业内专家认
为这类“集句”式的对联看起来拼凑容易，但
能达到字数、词性、结构、平仄的绝对吻合，且
紧密切题切意，极难。这种手法与创作新句相
比，难度相对大得多。

两年前去书店找书，
关 于 茶 叶 类 的书籍 非 常
少，感觉有点落于荒漠的
凄凉。毕竟，茶叶是中国的
文化符号，研究茶叶的人
和 成 果 应是层 出 不 穷 才
是。一本《茶经》不能通吃
中外古今，也不能千秋万
代养着我们。著名学者陈
寅恪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
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
在外国。后生斗胆狗尾续
貂，也感叹一把：茶叶是中
国的，近代之后却少有学
者研究茶叶文化。在大学
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就经
常听我们的老师感叹，在
中国研究宋史的学者不如
日本多，研究唐史的学者
不如欧洲多，研究清史的
大陆学者不如台湾多，而
研究民国史的学者还不如
美国多。数字并不是最准
确的评价标准，但至少从
一个层面反映出问题的存
在。茶叶类书籍贫乏，说明
我们对此的漠视和急功近
利，这更是茶叶文化走到
尽头的悲哀。倒是有几本
外国学者写的茶书典籍，
如 日 本 学 者 冈 仓 天 心 的

《茶之书》(山东画报出版
社)、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
的巨著《茶叶全书》(东方出
版社 )。要知道正是这些畅
销全世界的书籍，夺去了
中国本应掌握的话语权，
产生了诸如中国不是茶叶

原产国之类的讹传，影响
了茶叶大国的世界地位。

近些时日又去书店，
茶叶类的书籍突然多了起
来，可以称之为目不暇接。
有点兴奋，一时不知挑选
哪本好了。但是定眼看下
去，真正的上乘之作实在
太少，多是东拼西凑的大
杂烩，或是俗不可耐故弄
玄虚的假大空，浮躁之势
甚嚣尘上。在花里胡哨的
书架上，在严重失望之时，
一本《茶经述评》让我眼前
一亮。这是吴觉农先生主
编的大作，虽然还是只述
不作的注释，虽然该书的
第一版在30年以前，然而吴
觉农的大名足可证明人们
对这位现代茶圣的敬仰，
也使人想起了他对中国茶
叶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吴觉农(1897-1989)的
贡献在于他的开放姿态。
他是1922年浙江省教育厅
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叶专
业的留学生，在日本农林
水产省的茶叶试验场学习
研修。我们知道日本的茶
叶无论是栽培还是茶道的
弘扬，都是来自中国，始于
大 唐 帝 国 ，盛于 宋 代 。此
后，日本茶事迅速发展，在
茶树的栽培技术、茶道的
普及方面都有出于蓝而胜
于蓝的架势。吴觉农从茶
乡浙江来到日本，眼界大
开，尤其是日本茶人搜集

到的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茶
叶方面的资料，让这位中
国小伙如鱼得水。当他看
到英美等国的学者将印度
列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谬
论时，利用在日本看到的
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茶树
原产地考》的文章，以雄辩
的事实论证中国才是世界
茶树原产地。这是中国人
第一次以开放的姿态迎接
世界的挑战，是中国专家
站在世界的高度首次对茶
叶 文 化 和 历史的详尽 阐
述。

茶叶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部分，宋明之后以至清
战乱和闭关自守使其失去
主导，反被英国、印度甚至
日本等国追至绝路。年轻
的吴觉农看到了这点，意
识到了中国茶叶到了最危
险的时刻。他一边为中国
的茶叶正名，争取更大的
舆论空间，写出了《茶树原
产地考》；一边摒弃传统的

“古已有之”老子天下第一
的盲目自大的陈腐观念，
积极引进西方国家对茶叶
研究的新观点、新思路。吴
觉 农 从 日 本 留 学 归 国 之
后，一直从事茶叶知识和
培育技术的推广。抗战初
期，他担任国民政府国家
贸易委员会主持人，承办
东南各省茶叶统购统销及
中国与苏联的茶叶贸易。
同时组织浙江省油茶棉丝

管理处的同仁，翻译美国
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著
作《茶叶全书》。吴觉农和
他的同仁抱着“使贫弱的
中 国 茶 叶 界 稍 稍 有 点 生
气”的信念，克服因战乱带
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终于
在1949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
工作，并由上海开明出版
社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
中国茶叶经历了几千年的
发展之后的一次思想的革
命，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
改革途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的评价是：吴觉农一头
撞开了将中国茶叶挡在死
胡同的那堵南墙，前方豁
然开朗。吴觉农先生主持
翻译的《茶叶全书》当时只
印了1000部，现已成为难以
找到的孤本。东方出版社
又 组 织 人 马 重 新 翻 译 了

《茶叶全书》，分上、下两卷
出版发行。还好，该书的出
版前言并没有忘记吴觉农
的贡献，花了很大的力气
予以褒奖，令人欣慰。前辈
之功，后人不泯，中国的茶
叶前途光明。

炊饼，古代民间的一种
普通吃食而已。一提起它，自
然就会想起一个人来——— 武
大郎。炊饼，并非自宋时才有
的食品，宋时会做炊饼的，恐
怕亦非武大一人，可他们何
以就会声名卓著，垂传不朽
了呢？这，恐怕得归功于《水
浒传》和《金瓶梅》，是它们让
炊饼和武大永远走在了一
起，孟不离焦，焦不离孟，须
臾未可离弃。

但，炊饼究竟是何模样的
一种吃食，小说却都付之阙
如，未免引以为恨。直到看了
电视剧《水浒传》，才恍然大
悟：原来就是现在的馒头啊。

欣幸之余，不免怀疑，影
视剧向来是导演的小说，手
法上皆是小说家言，令人难
以置信。

就去翻书，好了，只见
《靖康缃素杂记》里说：凡以
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故火
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
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
者，呼为蒸饼。又，《青箱杂
记》中载：“(宋)仁宗庙讳祯，
语讹近蒸，今内廷上下皆呼
蒸饼为炊饼。”噢，是了，炊饼
就是蒸饼，又叫笼饼。再往后
翻，原来“屑面发酵，或有馅，
或无馅，蒸食之者，都谓之馒
头。”不过，宋时民间俗例，仍
是称无馅实心的叫炊饼，有
馅者为馒头。哈，彼时的炊
饼，现在的馒头，彼时的馒

头，现在的包子也。
原来，武大郎卖的真是

馒头。这一点，电视剧还真是
没有瞎掰。不像现在的一些
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手撕鬼
子，裸女送郎，武打、言情一
起上，戏说、瞎扯照单收，简
直不堪入目。商品社会的现
实情形，是不断发掘利用古
人的名人效应，也就是商业
价值，越来越精于吃古人。一
开始，还比较拘谨，下手讲
究，越到后来思想观念越开
放，手段也越来越下作，百无

禁忌，死猫烂狗臭鱼烂虾全
都粉墨登场。他们要的只是
知名度，以广招徕。这就是武
大郎烧饼、武大郎食品公司
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吃古人
也不要紧，吃之前好好研究
一下，弄清楚了再下箸。不，
他们让武大郎给他们卖烧
饼！人家武大啥时候卖过烧
饼？借古人之名，行推销之
实，他管武大卖没卖过烧饼。
你看，这和抗战剧的手段还
不是如出一辙么？

有一次，去西安旅行，

回来的路上在省内的一个
服务区休息，同行的一大帮
子人蜂拥而上，抢购了许多
的当地特产。我在一边冷眼
瞧着，无动于衷。你道是什
么呀，武大郎烧饼！嗐，买什
么不好带回家，买个武大。
这就不得不说到大郎其人
其事，特出人头地的有二：
个子矮、长得丑，三寸丁、谷
树皮嘛，此一也；他头上戴
有特殊颜色的帽子，而且还
是两顶，此二也。他的声名
卓著，全在于此，尤其是后
者，历来为人所不齿，到今
天也不得洗雪。

这当然是一种奇怪的
民族心理的积淀。虽贤者，
亦未能免。这从武大郎食
品有限公司，有阳谷的，有
梁山的，反而没有清河的，
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清
河人的一种尴尬，成了结
了。《水浒传》中写得明明
白白，大郎武植是清河县
人，后迁家至阳谷，制卖炊
饼为业，后同景阳岗上打
死老虎的二郎武松邂逅，
兄弟相逢的。可到了《金瓶
梅》中，全然调了个个儿，
武氏二兄弟竟然成了阳谷
县人，后迁至清河县，武松
打死大虫后，竟然做的是
清河县的都头。哈哈，真有
意思。这岂不从反面坐实
了，写《金瓶梅》的兰陵笑
笑生就是清河县人氏吗？

【庆新联话】

节日对联

的特色
□王庆新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金瓶梅》并不是一部单纯意义上的秽书，它之所以写了那么多追欢逐乐
的男女之事，也正如追逐权力和金钱一样，是彼时的世风所由然。也可以说，它是明代中后叶市井生活
的百科全书。值得一说的地方太多。很想就其中的饮馔起居、衣饰装饰、人情往还等等，写些考据扎实、
趣理兼具的小文章，但一时做不来，一是功夫，二是工夫，都不到家。只能写写这类读札，有点聪明也无
处不透着一个小。“金瓶小札”也，故名。

赏析：这首七律，开篇直奔主题：供奉二
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已经被外界视为日本
军国主义的象征。安倍在小泉参拜七年后，悍
然参拜，意在为日本军国主义扬幡招魂。安倍
大放厥词，否定日本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
秩序。他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颔联作了回
答：意在重温二战前的称强梦，应和国内右翼
势力需要。颈联一转，“逐鹿亚洲生暗鬼，包抄
华夏逞名流。”拼经济，长期以来，日本是亚洲
老大。现在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经济总量已
超过日本，他心里不舒服，陡生阴暗，如鬼缠
身。安倍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导致神经衰弱，
靠安眠药入睡。当然，他倒行逆施的图谋能否
实现，取决于国内民主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反
对程度。诗作用语调侃、幽默，全诗起承转合，
内在脉络清析，中间两联，词语对仗工稳，在
同题材政论诗中，堪称上承之作。

(本期点评：于仁伯，山东诗词学会副会长，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山诗刊主编)

安倍拜鬼
隔余涌波

幡动招魂步寡俦，厥词大放欲何求？
重温昔日称强梦，顺应今时右翼谋。
逐鹿亚洲生暗鬼，包抄华夏逞名流。
睡前先服安眠药，傻帽看来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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