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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教堂酿一缸酒 《红楼梦》中的茶俗大家知道的已经很多了，其实在另
一部现实主义古典名著《金瓶梅》中，关于当时茶俗的描述
同样非常多，据统计达到了629处，被评论家称为：“一幅充满
市井野趣的明代饮茶风俗图”。

作为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概在
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
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市侩势力
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罪恶家庭生活的描述，揭露了明代中
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同时兼顾对当时社会生活习
俗的叙述。书名《金瓶梅》由小说中的三位主要女性潘金莲、
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成书500多年来，形成广泛的社会
影响，但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争论不休，据说有50

多人被“怀疑”是“兰陵笑笑生”。直到近些年还有人不断提
出新的人选，使之更加扑朔迷离，而且各地都有爱好者把

“兰陵笑笑生”考证为自己的老乡，说得也是有鼻子有眼。比
如浙江黄岩人把“兰陵笑笑生”认定为黄岩人蔡荣名，一位
在山东诸城图书馆工作的年轻学者则言之凿凿地把“兰陵
笑笑生”定为诸城人丁惟宁。最近，我认识的一位老兄，来自
山东德州临邑县邢侗纪念馆的孙建功先生又有新发现，他
以2014年德州出土的一块明代卢宗哲墓碑为研究对象，从中
发现此地人士卢宗哲才是“兰陵笑笑生”。

“兰陵笑笑生”被不断更新，说明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研
究兴趣十分浓厚，本来这就是一件争论了几百年的事，再争
论几百年也无妨。但是，无论怎么争有一个看法是比较一致
的，那就是《金瓶梅》所描写的许多社会生活场景，与山东地

区现实的生活场景基本相吻合，尤其与山东西部地区的临
清一带更加接近。临清是古代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商贸港
口，交通兼及晋冀鲁豫各省诸地，南北通达，东西顺路，商贾
往来频繁，客栈商铺银号饭馆茶肆林立，是山东西北部地区
最为繁华的都市商埠。《金瓶梅》与《红楼梦》一个显著的不
同，就是后者以一个官僚家族为背景写世态世俗世变，前者
则以宏大的社会走向为背景，刻画几个人的人生变化。《红
楼梦》怎么写也是一个家族的那些人那些事，《金瓶梅》打开
就是一个社会纷繁复杂吵吵嚷嚷的“乱局”。大官人西门庆
用一根细绳串联着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也把五花八门的
明朝社会生活一一牵了出来，好生热闹。

听一听《金瓶梅》中的茶曲，那是《红楼梦》里没有的味
道，真的令人陶醉：“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不愀杪
采叶儿楂，但煮着颜色大。绝品清奇，难描难画。醉了时想
他，醒了时爱他，原来一缕儿千金价。”说的是茶还是人，飘
渺虚幻，正是明代市井生活的真实样子。大明时期，从皇帝
到士人甚或普通百姓，过的是一派散淡清闲的日子，在清饮
中清谈，社会秩序倒也是安详正常。传说，但也是有鼻子有
眼儿的传说，万历皇帝痴迷于做木匠活和炼丹，追逐自己的
乐趣，妄图长命百岁，到了执政后期居然有12年没有上过朝。
有一位宰相年老体衰想辞职回乡安度晚年，可是又见不着
皇帝，无法递交辞呈。老人家急了，就让孙子把写好的辞呈
绑在一块石头上，从紫禁城外扔到了皇宫内。这下行了吧，
这位宰相把辞呈甩给皇帝就回家收拾行李，准备骑驴告老
还乡了。岂不知，老人家回去这么一等就是九年，才等到万
历皇帝的回信：“不准。”

皇帝如此，黎民百姓也不闲着，茶肆、茶坊、茶楼、茶摊、
茶铺、茶馆、茶屋满街都是，茶客们不再是喝喝茶说说话，已
经有了茶点、茶果，边吃边喝成为时尚。《金瓶梅》中提到的
茶果、茶点很是丰富，不仅有各种干果如荔枝干、杏干、桃
干，也有雪莉、李子、大枣、菱角这样的鲜果，茶点则有火烧、
饽饽、酥皮饼，还有元宵、月饼这些时令点心。从这些茶果和
茶点的种类看，《金瓶梅》写的还真是山东地儿的事，而作者
应该是一位比较地道的山东人，至今火烧、饽饽还是山东人
的代表性面点，没有十几年的生活实践，是拿不准其中真滋
味的。我已经不只一次说到，有人认为创建于中国的茶道在
经历了宋代的衰败之后，其重心转移到了日本，包括冈仓天
心的《茶之书》，对此津津乐道。实际不然，这是对明代以后
中国茶道的误解，还可能是有些人的别有用心。我的观点非
常明确，明代以后，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饮茶之
风尚也调转方向，更加注重饮茶方式的平民化。而且，明代
是中国茶叶影响欧洲、美洲最为有效的时期。来自福建、广
东的茶农远渡重洋，登上巴西、智利的土地，欧洲人喜欢的
红茶在福建出现并开始替代饼茶、团茶，出口欧美地区。流
行在英国的下午茶，其实就是明代从中国传过去的，其形式
和饮用的方式方法与《金瓶梅》所说几乎一致。

如果说，宋代以前喝茶还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享受到
的幸福，那么，明朝以后则在要饭出身的皇帝朱元璋的倡导
下，茶叶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金瓶梅》写到了“雪水烹
茶”，就是用雪水煮茶喝，吴月娘“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
雪，烹江南风团雀舌芽茶”。南方下雪的时候少，即便下雪也
很难有积雪，不可能“雪水烹茶”。一直生活在江南地区的陆
羽，对煮茶取水用九个字作为评价：“山水上、江水中、井水
下”。“雪水烹茶”这是陆羽不曾提过的，因为他一生都没有
到过长江以北，不知道北方的雪，不仅是美景还是泡茶之好
水。

这就是明朝，文人们在想象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留下一幅幅真实美妙的市井风俗图画，给后人以遐想的空

间。读《金瓶梅》亦如此，辗
转难眠，我突发奇想，兰陵
笑笑生是不是万历皇帝，十
几年不理朝政，他一定是干
一件大事：住在运河边上的
临 清 ，品 茶 写 书《 金 瓶
梅》……

走进浮来山定林寺三教堂，看着里
面供奉的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我恍
惚觉得，这里少了一缸醋。

我多次见过，在一些宣纸、丝帛之
上，在一些玉石、象牙之上，或画或刻，
常常有三个老头。这三老，是释迦牟尼、
老子和孔子，他们三位，围着一缸醋伸
指蘸尝，表情各异：孔子表情凝重，忧心
忡忡；释迦牟尼深抿嘴角，一脸悲悯；老
子仰面观天，开怀大笑。据说，他们这是
在品尝人生，并且得出了不同的结
论——— 儒家以人生为酸，决心以教化改
正其味；释教以人生为苦，劝人通过修
行求得超脱；道家则以人生为甜，教人
珍视生命力求长寿。人生滋味，三家各
用一个字表述，虽不全面，却也简洁。

这个题材的艺术品，被人叫作《三
酸图》。其实，最早的《三酸图》上不是释
迦牟尼、老子、孔子，而是苏东坡、黄庭
坚、佛印。这三位生活在北宋且过从甚密
的高士，在品尝佛印和尚自酿的桃花醋，
皱眉吐舌，煞是有趣。也许从三张嘴里喊
出了这么三声：“酸！”“酸！”“酸！”，于是画
题就成了《三酸图》。后来，艺术家将三酸
改为三位教主品味人生，是思想的超拔
与升华，令人赞叹。然而，那个名称的保
留却值得玩味：是说三老酸腐，还是调侃
儒生、和尚、道士社会地位之低下？

定林寺在莒县城西浮来山，三教堂
在定林寺后院的最高处，笼罩在一棵大
银杏树的阴影里。这棵银杏，树龄已有
一千多年，此时绿叶蔽日，布下了满院
的清凉。不过，与前院那棵相比，这棵树
只是曾孙辈。那一棵，高26 . 3米，树围15 . 7

米，树龄达三千多年，被人称为“天下银
杏第一树”，可谓阅尽沧桑。《春秋》记
载，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公及莒
人盟于浮来”，银杏树肯定见证了两位
国君的会盟。当时的华夏大地上，很多
国家都想“做大做强”，便有了充满阴谋
诡计的合纵连横，有了血雨腥风中的频
繁结盟。然而这些结盟并不可靠，莒国
虽然当时是现山东省地盘上仅次于齐
鲁的大国，虽然与多国结盟，后来还是
没有逃脱亡国的厄运。

南亚大陆也有相似的一段历史。中
国的春秋时期，古印度境内有一百多个

不同的种族和部落，国家林立，相互讨
伐。其中有一个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
不断受到邻国强权的威胁，后来被邻国
攻破，男子尽灭，有五百名妇女面对敌
国国君琉璃王的淫威宁死不屈，被斩断
手足，全部活埋。

那是一个生灵涂炭、苦难深重的时
代，也是一个催生思想、孕育圣哲的时
代。楚国人李耳苦思冥想，深究大道，在
骑着青牛过函谷关时以五千言表达了
他的超人智慧；鲁国人孔丘为了实现他
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奔走呼号，嘟嘟哝
哝，让学生记下了那么多的“子曰”；在
古印度的伽耶城外，一位释迦族的王子
坐在菩提树下，面对无常的世间日夜沉
思，终于大彻大悟，若干年后弟子结集，
遂有恒河沙数的“如是我闻”。

函谷紫气，杏坛书香，菩提梵音，从
此在世界的东方升腾，飘散，传播。全球
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也没挡得住三者的
融汇。本来，儒道两家在中国的百家争
鸣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甚至成为帝
王之术。自从洛阳城外有了一匹白马，
几位胡僧，中国的文化格局从此改变。

汉明帝派人用白马从西域驮来佛
像经卷之后，二百九十年过去，浮来山
的银杏树下响起了梵音。公元377年(晋
太元二年)，高僧竺法汰曾到浮来山讲
法。刘宋永初年间，一位叫僧远的和尚

住锡浮来山，专修禅定，此寺故曰“定
林”。据说，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完成了他
那部伟大的著作《文心雕龙》之后出家
为僧，535年前后从京口回到家乡莒州，
在定林寺修行、校经。此说虽无定论，但
刘勰功成身退，成为慧地法师，却是不
争的事实。《梁书》记载，他出家心切，竟
然烧掉自己的发须表明决心，足见佛教
对他的影响之大。此时，人们站在浮来
山远眺江浙，已经是“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了。

传说，定林寺的三教堂，即在唐代
建起，小院银杏，也于那时栽下。唐宋以
降，浮来山有佛寺，有道观，僧人羽客共
处，梵呗青词交响。山下的县城里则有
文庙，孔子像前香烟袅袅，书声朗朗。后
来，志书上明确记载：清康熙三十七年，
莒知州袁还朴拨银重修三教堂，工竣曾
题楹联：“儒释道一宇同仰德昭千代，日
月星三光同辉泽被众生”。不知定林寺
三教堂经历过几毁几建。现存的这座似
农家院落大小的建筑，极有可能是在三
百四十年前重建，后来地方官员对禁毁
令没有积极贯彻，让它得以幸存。

我估计，各地三教堂的被毁，不只
是因为朝廷的几次禁令，后来的兵燹、
匪患、火灾、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建
国以后的“破除迷信”，尤其是“史无前
例”的“文化大革命”，都给包括三教堂
在内的宗教设施带来极大破坏。然而，
浮来山上的“三教堂”，除了塑像被毁，
竟然保留至今，成为山东省惟一的一
座。这里面的三圣像，是莒县文化局在
改革开放之后找人重塑的。三圣宝相庄
严，身边各有两位侍者，墙上还绘有三
教故事的壁画。许多进入这间殿堂的
人，都毕恭毕敬地焚香礼拜。

我想，不管今人对儒释道三家如何
评价，三家文化在两千多年来共同铸造
了中华民族灵魂，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
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
分，至今为无数华夏儿女所珍视，这是
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还做如此臆想：取儒释道三家精
华，在三教堂酿一缸酒，“绿樽翠杓，为
君斟酌”，让东西方来客尽情品尝，不知
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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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 饼【饮馔琐忆】

□李莹

作为临沂人，没有人不熟知煎饼。
这种食物随处可见，已经让人习惯到不
易察觉，只有当地人外出差旅或长住的
时候，才能念及煎饼凡而不凡的滋味。

这是一种制作极简的食物，不过就
是磨面做糊，烧热了鏊子，一勺面糊在
上面用力推开，起了边揭下来就成了。
但是这样简单的过程还是大有讲究的，
一旁胸有成竹、跃跃欲试的旁观者几乎
没有成功的。下面，就和大家说一说这
一张张煎饼的玄机。

首先是面糊。煎饼种类繁多，各种
煎饼的差异全在面糊里。比较直接的就
是用白面做糊，刚摊成的煎饼吃起来口
感比较细腻而且咬起来非常有韧性，
用手撕扯，能够被拉伸再还原，筋道
得很。麦煎饼和面煎饼同样受欢迎，
这种煎饼是把麦子连皮磨粉做糊，麦
香极浓，比面煎饼更加干硬。还有的会
掺进玉米和小米磨粉，摊成的煎饼有一
种金黄的颜色，不用佐以其他菜肴，只
是吃煎饼就有滋有味。还有时会在里面
掺入各种杂粮，甚至是晒好的地瓜干也
磨成粉被掺进去。这种传统来自之前生
活艰难的时代，很多粗粮以这种方式混

入主食，支撑穷苦人家挨过食不果腹的
岁月。如今这种吃法也颇受讲究养生之
人的青睐。

说完了面糊，再说一说黝黑的鏊
子。这种微凸的大型“平底锅”在上世纪
农村几乎家家都有。鏊子有大有小，圆
形，大概直径半米到一米不等。

一般人家摊煎饼不像作坊那样设
施齐全。他们通常会用砖头将鏊子架起
来，身边准备好一个柴堆，随时将柴火
填进两砖之间，火候的大小也就全凭两
手控制了。火候越大，要求摊煎饼的人
越得灵活。一勺面糊放在鏊子上，或由
中间向两边，或由近及远迅速摊匀摊
开。当鏊子最后一点黑色的角落被薄薄
的面糊覆盖的同时，就可以在边上铲起
一圈，轻轻揭起，一张煎饼就做好了。这
项一边添柴一边摊饼的工作需要经验
丰富技术娴熟的灵巧妇人来做。上了年
纪的奶奶，已是空有一身好本领，却只
能抱怨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摊出
的煎饼也越来越厚了。

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就煎饼而
言，最地道的吃法还得去农村看。这种
极方便的食物，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子孙

三代的大家庭来说再好不过。既不必费
事安置桌椅，也不用汤汤水水煎煮烹
炸。谁饿了，就去袋子里拿一张煎饼，自
己随便找几样食物——— 或是虾皮、肉
冻、煎鱼、香葱，或是蒜薹、丸子、咸菜、
花生……紧紧地卷进煎饼，随便找个地
方一坐——— 甚至站着，就能填饱肚子。
再喝上一碗热茶，舒服极了。对于顽皮
的孩子，奶奶经常会在薄薄的煎饼里面
卷上白糖，并且用线缠上底部，猴孩子
们就举着煎饼到处玩耍了。

煎饼很干，有极少的水分，所以耐
存储。煎饼虽薄，但也紧实，很能充饥。
单单凭借这两项优势就为在战乱的艰
难岁月中摸爬滚打的沂蒙人民立下了
汗马功劳。它不像其他面点一样讲究精
巧雅致，也不像其他小食品那样色泽光
鲜，味道浓郁。它低廉的取材，普通的外
貌，暗淡的颜色，不出众的口感，似乎很
难获得进入高档餐厅的入场券。但是，
正如扎根土地又致力发展的沂蒙人民，
虽没有经过洋场的熏陶浸染，不能在时
代最前沿引领最时尚的潮流，却始终保
持着实实在在的态度，完成着自己无可
取代的使命。

【问茶齐鲁之四十六】

《金瓶梅》中的茶俗
□许志杰

【行走齐鲁】

□赵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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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传统吉祥文化
大众讲坛预告

本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本周六将推出题为《谈谈中国传统吉祥文化》讲座，该讲座将从作为群经之首首、
大道之源的《易经》中的龙文化说起，讲述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从“道”“器”结合合的角度，阐释
吉祥文化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动物植物、天干地支、时空节令等方面的种种表现；立足于古为今用，揭示吉祥文化化的当代价
值和现实意义，并提醒人们注意某些吉祥观念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倾向和相关问题，以使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真正实实现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主讲嘉宾张涛为山东临清人，获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著名国学大师郭沫若、高亨先生的再传弟子，中国易学文化研研究
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威廉玛丽大学易学与国学研究中心中方
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周易文化研究》学刊及系列图书主编。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国学文化特别是易学学文化的教
学、科研和推广、传播工作，出版《周易(注评)》、《孔子家语注译》、《周易述导读》、《秦汉易学思想研究》、《经学与汉代社会》、

《儒家经典研究》、《易学·经学·史学》、《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婚姻史话》、《列女传译注》等著作。
讲座时间：2014年10月25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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