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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堂举行 2019年冬季论辩大会———

岭南美食重口味

吓倒文豪韩昌黎

唐元和十四年（819 年）冬天，“唐宋八大家” 之

首、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极力劝谏唐宪宗迎接佛

骨舍利被贬任潮州刺史。

殊不知，河南人韩愈（字退之、自称“郡望昌

黎” ）被贬岭南期间，还曾被潮州限量版的重口味美

食吓得不轻。 惊恐之余，他颤抖地用笔写下《初南食

贻元十八协律》：“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 蠔相黏

为山，百十各自生。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

虾蟆，同实浪异名。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

十种，莫不可叹惊。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

与酸，芼以椒与橙。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騂。 惟蛇旧

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尔非

我罪，不屠岂非情。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聊歌以

记之，又以告同行。 ” 韩诗用的一个新概念———南食，

特指岭南地区的饮食。

初到岭南的“中原名士” 韩愈在给好友元十八

的信中，一口气列举了鲎、蠔、蒲鱼、虾蟆、章鱼、瑶

柱、蛇等“数十种”食材。 这些海鲜，在烹饪前由韩愈

一一“查验” ，以示鲜活。 第一次见到宛若战国赵惠

文王冠帽的鲎，相粘成山型的蠔，尾如蛇、嘴和眼分

别长在头的下面和上面的蒲鱼，韩愈即被震撼。 好不

容易遇到“旧相识” ，偏偏又是被中原人视为有灵性

的动物———蛇。 所以，韩愈无论如何也是不敢吃的，

最后只能将蛇放生。

除却生猛食材令韩愈心惊胆战， 当地的调料也

让他目瞪口呆。 “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 ，椒即花

椒，橙则指潮州当地的土柠檬，这两味调料，气味特

殊而浓烈，花椒辛麻、柠檬极酸，这两种调料浇淋于

食物上，虽能有效除掉海鲜的膻味，但在咸中带酸、

酸中有麻的强烈味觉刺激下， 韩愈吃得也是大汗淋

漓。

其实，从韩愈这首诗中不难发现，岭南地区气候

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易于采摘猎取，岭

南人对水产、野味更是情有独钟。 这一点，曾于唐昭

宗朝任广州司马的河北人刘恂在《岭南表异》中，有

着更为详细的记录。

他列举的岭南地区食材，有“曲颈长足，头有黄

冠如杯” 的越王鸟、“形如野鹊，翅羽黄绿” 的带箭

鸟、“不孝鸟”猫头鹰、“肉白而脆，远胜鸡雉” 的鹧鸪

等，还有蛇、蜈蚣、蚂蚁等，禽畜类有犀牛黄牛、猪、羊

及大象等。 种类最多的当属水产品，有“壳莹净滑如

青瓷碗，眼在背上，口在腹下，腹两傍为六脚。 尾长尺

余” 的鲎、有“头嘴长而鳞皆金色” 的黄腊鱼、有“脑

中有二石子，如荞麦，莹白如玉” 的石头鱼……丰富

的食材造就了岭南人取材杂博、 无所不食的饮食性

格，与以“饭面食肉” 为特征的中原饮食文化差异极

大。

虽然中国南北饮食文化有魏晋南北朝、 五代十

国等两次较大规模的交融， 但南方人对北方游牧民

族传入乳酪制品、中原人对岭南美食的“重口味” 并

未完全接受。

宋朝时，才实现了南北饮食文化的新融合。 孟元

老《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 条就讲述了北宋首都

开封，经营地方风味的食店分“北食店” 、“南食店”

和“川饭店”三类，“拼死吃河豚” 的民谚最早也出现

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就有吃河豚“也值得一死” 的

轶事流传不衰。 所以，被岭南美食重口味吓倒的文豪

韩昌黎，只怪他没赶上开放的好时代。 赵柒斤

国学漫谈

贵阳孔学堂

贵阳晚报

合办

12 月 1 日，贵

阳孔学堂举行 2019

年冬季论辩大会，北

京大学吴飞教授、清

华大学陈壁生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石立

善教授围绕“二十一

世纪中国的经学与

国学” 开展辩论，并

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论辩大会由同济大

学特聘教授张文江

担任学术主持人。

张文江教授首先阐述了探

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学与国

学”的学术背景。

他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

国，2000 年左右开始重新关注传

统学问，2010 年后更加明显。 但

是，学术界对经学的存在、发展

和未来，有着很多争论。 同时，社

会上兴起一潮又一潮的国学热，

也有着诸多议论。

陈壁生教授认为，中国经学

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是儒

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

历史上长久地塑造了中国文明。

但在二十世纪 20 年代左右，随

着很多现代学科的不断建立，像

胡适所说 “国学就是国古学” ，

把中国整个传统的学术都当成

了“传统学问” 。 这样的学术理

路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 当今

的经学热和国学热，是人们自觉

或者不自觉的重新理解中国文

明的客观表现。 现在的经学研

究，基本基于对经学和国学的复

兴， 颠覆着上世纪对经学的认

知。

说到经学和国学的关系，石

立善教授形容经学和国学就是

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 经学是

根，国学是树干、树枝、鲜花、果

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他说，

树根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

比如四书五经。 而分根、根须和

小根则是佛教、 道家经典等经

学，跟主根一样给这棵参天大树

源源不断提供着养分，滋养着地

表的“国学” 。 二十一世纪国学

走新路的同时，一定要回归到经

学的基本概念，去看看根，否则

树干长得再漂亮、高大、茂盛，也

徒有其表。

吴飞教授说， 在每个时代，

经学有不同的形态。 今天做经

学，一方面要继承汉学、宋学的

基本传统，还必须要回答世界性

的普遍问题，和世界文明有一个

深入的对话。 吴教授认为，从这

个意义上说，经学和国学一定是

开放的，继承中国传统文明的基

本精神的同时，要有对世界问题

的关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直通孔学堂

11月 30日， 同济大学人文

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视

觉中国研究院客座教授、孔学堂

学术委员会委员张文江教授做

客孔学堂，并作了题为《孔门弟

子的结构———从 < 史记·仲尼弟

子列传 >序文引申》的讲座。

讲座中， 张教授表示，“中

国” 的“国” ，意味着政治和经

济，涉及这片疆土和人。“中华”

的“华” ，意味着文化，涉及此疆

土上人的世代生活方式。 从中国

文化的源流而言，处于核心地位

的无疑是孔子。 要理解中国，就

必须理解中国文化；要理解中国

文化，不可能不涉及孔子。 中国

传统社会能长久延续，重要原因

之一在于精英结构的相对稳定，

此结构部分为孔门弟子所奠定。

张教授分析，通过细读《史

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序文，并与

《论语》做对比，以此分析孔门

弟子的结构，详解孔门的教学方

法和培养目标。“孔子曰：‘受业

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 皆异能之

士也。” 是总纲。受业指经过长久

修习，是对身心的塑造，是全方

位教学；身通是体证，重视身体

性，是塑造的完成。《论语》开篇

“学而时习之” 中的“学” 相应

“受业” ，“习” 相应 “身通” 。

《论语·先进》，篇“子曰：从我于

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

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

学：子游、子夏。 ”此则奠定了孔

门的人才结构，确立了孔门的文

教原则。

孔门教学的培养目标为四

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求

学者根据性之所近成为四种人

之一， 也就是最简单的学问分

类。 中国的学问关涉做人、做事。

做人就是德行，做事就是言语和

政事， 而学问来自古传的典籍，

也就是文学。 从事其中任何一

科，都能够通向三不朽（立德、立

功、立言）。成为异能之士就是成

才，师者根据求学者的禀赋和性

情加以剪裁： 一是发挥你的长

处，二是减少你的短处。

张教授最后总结说，儒家从

事的是教育事业， 所谓孔门，就

是孔子开创的以学习古代典籍

来培养人的机制。 孔门从事礼乐

教化，以文化人，维护文明的延

续， 使人性呈现其内在的优秀，

通过对社会作出贡献，不断地趋

向完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11月 30日， 贵阳孔学堂溪

山书会第九期“百苗图的现代影

像”书会活动迎来了贵州民族大

学教授高冰作为主讲嘉宾。 书会

现场，高冰教授与各位书友分享

了多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

调研的经历，以及编写《百苗图

现代图谱》 收集素材的幕后故

事，并教授了现场书友们摄影的

基础入门知识。

据了解，高冰教授曾出版著

作 12 部，发表文章数十篇，发表

照片上千幅，在国内外举办展览

十余次。 2004年著作《六百年屯

堡———明王朝遗民记事》获贵州

省文艺奖二等奖，2008年获中国

青年年度摄影师称号，2016年著

作《百苗图现代图谱》贵州省社

科三等奖。 2019年著作《百苗图

现代图谱》入选《影像乡村———

中国摄影书一百本》。

“在开始拍摄照片之前，得

先查资料， 找各地苗族具体名

称、找聚居地。找到后，又费尽周

折跑到当地，再寻找配合的人选

和合适的家庭。” 高冰说，在田间

地畔、山前屋后、村头巷尾拍摄

是常事，但拍摄完成后会感到心

满意足。

贵州黔东南雷山县、台江县

等地，当地苗族人口占全县人口

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高冰介绍

到，自己在《百苗图现代图谱》

收集素材的过程中，对各地苗族

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服装

变化、 风俗习性等方面进行梳

理，对苗族有了全新的认识。

高冰表示，近年来，外界很

多人都认为贵州的苗族只佩戴

银饰， 这是一种单一的认识，贵

州苗族类别有很多，民族服装各

异，很值得研究推广。 对于苗族

文化在当代的保护与传承，高冰

认为， 其要结合时代的发展需

求，贵州的朗德苗寨就是全国最

早一批保护苗族文化和习俗的

代表性村寨，当地苗族群众不仅

至今保持身穿苗族服装习惯，更

是融入时代发展，以民族服装和

民族舞蹈为特色，吸引全世界各

地游客旅游参观，不仅保护苗族

文化， 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

益，扩大了苗族文化的影响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张文江：解析孔门弟子的结构

高冰：分享百苗图的现代影像

亲子家庭

体验挑花

11 月 30 日，“贵州民间

手工艺系列课程” 第六期苗族

挑花手工体验课在贵阳孔学

堂开课。 现场，本次课堂主讲

人贵州师范大学吴晓秋教授

为数十组 6－12 岁亲子家庭

带来了一场关于贵州苗族挑

花的知识讲座。

据介绍，挑花是贵州民族

传统刺绣的技法之一，它与欧

洲的十字绣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具有独

特的风格和文化寓意。

课堂现场，吴晓秋教授以

苗族历史、贵州苗族挑花的分

布与技法、印苗传说等为主讲

内容，并结合视频耐心细致地

为大家讲解了贵州苗族挑花

的制作技艺。 贵州挑花以花溪

区(湖潮乡、党武乡、石板镇)、

乌当区、清镇市、修文县、平坝

区等地的苗族聚居地最具代

表性。 吴晓秋表示，常见的图

案由不同的小图纹拼成一个

大的几何图形，小图纹有刺藜

花、稻穗、铜鼓、苗王印等。

在手工制作环节，参与活

动的孩子与家长手拿提前准

备好的制作材料，在老师的指

导下，从挑绣图案，到做装饰

挂杆和流苏，家长和孩子们都

十分投入，乐在其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冬季论辩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