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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随笔

香菇自古

不“蓝瘦”

“蓝瘦香菇” 曾被广大网民制

成各种表情包聊天调侃，意思很简

单，即“想哭，难受” 。经常买香菇、

吃香菇， 并顺便查了它的历史，发

现香菇一直不“蓝瘦” ，过得挺滋

润，千百年来都是人们舌尖上百吃

不厌的原生态美味。

古代菌菇统称“蕈” ，与“寻”

同音。称“蕈”也许就包含“寻找”

之意：原本生长于树林、草丛之中，

采摘必先找寻。

蘑菇是地球上最古老作物之

一，而我国则是世界上最早食用并

人工栽培蘑菇的。 《吕氏春秋·本

味》曰：“味之美者，阳朴之姜，招

摇之桂， 越骆之蕈……” 这里

“蕈” 是不是指香菇，一直有争议，

姑且不论。 不过，西晋张华《博物

志》卷三“异草木” 却很清楚地介

绍了菌菇栽培方法和食用后果。

当然，真正让香菇香飘海内外

的是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

年）的浙江龙泉人吴三公，他上山

打猎时吃了阔叶树倒地所生之

“蕈” ， 觉得无毒味美， 便取名叫

“香菇” ， 并发现刀斧砍树疤痕出

菇旺，于是总结出人工栽培香菇的

“砍花法” 。 失宠回家的南宋丞相

何澹将其归纳总结并发表在当年

（1209年）《龙泉县志》上。明代太

仓人陆容（曾做过浙江右参政）的

史料笔记《菽园杂记》卷十四全文

转载何澹总结出的 185 字香菇栽

培、采收、烘干及分级等技术，此文

又被《广东通志》转载，十六世纪

传到日本后，香菇从栽培到烘干的

成套技术一下子“惊艳” 到日本，

日本版《惊蕈录》随之问世。

北宋大文豪、仕人典范苏东坡

不仅结合烹饪各种香蕈体会写下

“老楮忽生黄耳菌，故人兼致白芽

姜” 、“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 、

“犦牲菌鸡卜，我当一访之” 等让

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诗词。

最推崇香菇的该是清代文学

家、 吃货李渔， 他认为地上的

“蕈” 、水中的“莼” ，皆是“清虚妙

物” 。他的《闲情偶寄》“蕈”篇曰：

“求至鲜至美之物， 于笋之外，其

惟蕈乎？ ……食此物者，犹吸山川

草木之气，未有无益于人者也。 ”

作为烹饪高手，李渔除推荐了一道

佳肴“四美羹”（用蕈、莼熬汤，和

以蟹之黄、鱼之肋）。 并说客人尝

过“四美羹” 后，就没有再想动筷

子的地方了。 赵柒斤

在唐朝张鷟编撰的《朝野佥载》

里记载了因为唐太宗关注而改判的

一起冤案。 贞观年间,河南省卫州板

桥一家客店老板张迪被杀。店里的伙

计们认为是早上退房的杨贞等三个

带刀军人干的， 于是追上这三人，抽

出其中一人的刀一看,只见刀上血迹

未干，当即把三人扭送官府。

卫州刺史升堂审讯，杨贞等三人

被屈打成招， 判决上报到唐太宗那

里。 太宗仔细审阅了呈报上来的案

卷,认为漏洞较多，心中不禁起了疑

问， 决定派遣御史大夫蒋恒复查此

案。

蒋恒带领一班衙役直接来到案

发现场，经过数天的详细调查和缜密

侦查， 原来是店小二与老板娘通奸,

借刀杀人,嫁祸于三个军士。 唐太宗

很欣赏蒋恒的聪明才智，赏赐蒋恒丝

绸两百匹，官职晋升一级。

唐贞观六年（632 年）十月，负

责刑狱的大臣送来一个报告，说京城

监狱关着 390 个死刑犯，要求下诏让

他们尽快服刑。 看完奏折，唐太宗突

发奇想，要去看看这些死刑犯。 在监

狱里，唐太宗问他们，死前还有什么

要求。 其中一个死刑犯说，想见见自

己年老的母亲最后一面。

唐太宗闻言， 不禁起了恻隐之

心，他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

定，放他们回家探亲，明年秋季回来

伏法。

次年秋天，被放回去的 390 个死

囚，都按时从全国各地不约而同返回

长安，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 死囚

犯的诚信打动了唐太宗，他当场宣布

赦免他们的死罪。 唐太宗之举，感化

了囚犯，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白居易

有诗赞道：“怨女三千放出宫， 死囚

四百来归狱。 ”在李世民的治理下曾

出现贞观之治，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有一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 29

人，出现了河清海晏的盛世。

郑学富

在中国古代，至少从汉朝开始，死刑判决都要经过皇帝的批准才可执行，即所谓“报囚” 。 魏晋南北

朝时期，死刑复核制逐步确立；隋朝时，死刑“三复奏” 制度正式形成，即通过三次奏请才能决定是否最

终处以死刑；到了唐朝，被称为“一代明君” 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制定“五复奏” 制度，在死刑案件的审理

上慎之又慎，避免发生错案、冤案。 唐太宗之所以慎刑，是缘于一次错杀。

唐太宗慎刑成佳话

631 年，河内人李好德因妖言惑

众，被唐太宗下狱治罪。 时任大理寺

丞的张蕴古上奏皇帝，称李好德患有

精神病， 按照大唐法律不应治他的

罪。 可是，因告发别人得宠而不断升

迁的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

所奏不实， 举报说张蕴古籍贯相州，

而李好德之兄李厚德正好任相州刺

史，因此张蕴古这是为了巴结李厚德

而袒护李好德。太宗听了权万纪的奏

报，气愤异常，下令将张蕴古斩杀于

东市。

据《旧唐书·文苑上》记载，张蕴

古性聪敏，博涉群书，善缀文，强记

忆。太宗初即位时，他上书《大宝箴》

讽喻朝政，太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

大理寺丞。 因此，上奏李好德一案本

是分内之事，而非是为一己之私而多

管闲事。 过了两天，唐太宗认为一怒

之下错杀了张蕴古，后悔莫及，下诏

说：“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 即使

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重

复报告三次， 三次都批准处死的，才

可以执行。 ”《旧唐书·刑法志》记

载：唐太宗统治初期，判处死刑时，要

召集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及

尚书一起商议。 《唐六典·刑部》记

载，对刑杀之人，死前一天允许复奏

两次，执行死刑当日仍可复奏一次。

尽管这样，太宗还觉得死刑制度

仍然不严密， 他对亲近的大臣说：

“朕认为死刑至关重大，所以下令三

次复议，正是为了深思熟虑，以减少

误差。而有关部门却在片刻之间完成

三次复议。

另外，古代处决犯人，君主常为

此事停止音乐，减少御膳，朕宫廷里

没有常设的音乐，然而常常为此不沾

酒肉，只是没有明文规定，再者，各部

门断案判刑，只依据法令条文，即使

情有可原，也不敢违反法律，这中间

怎么能一点冤枉都没有呢？ ”为了避

免错杀人，他与大臣们商议，又将行

刑前的“三复奏” 更改为“五复奏” ，

太宗下制文规定：“判死刑的犯人，

二天之内中央部门要五次复议，下到

各州的也要三次复议。执行死刑的当

天， 殿中监属下的尚食局不得进酒

肉，内教坊及太常寺不得奏乐。 上述

规定均由门下省监督。如有依律应当

处死而其情形可以怜悯的犯人，记下

情况上报朝廷。 ” 凡是五次复议的，

在处决前一二天，到处决当天又要三

次复议。 只有犯“十恶” 中殴打、谋

杀、 打死三服以内亲属的恶逆罪的，

只需一次复议即可。

“三复奏”更改为“五复奏”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清人所作唐太宗画像

近日，第 28 期“贵州省领导干

部历史文化讲座” 在孔学堂举行，浙

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现

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历史学

会副会长陈红民带来题为 《中国近

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思考》， 贵州省

200余名厅、处级干部参加。

“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一个转型

时期，国家社会的新陈代谢速度也在

加快。 我们可从这段历史中总结规

律，反思当下。 ” 陈红民为干部学员

分析了中国近代新陈代谢的特点、原

因、启示等。他指出，当代中国已经融

入世界大潮， 当我们去面对问题时，

一定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思考，正确

把握时代的方向。 而今天的领导干

部，一定要以开放包容、积极学习的

心态面对新事物、新变化。

据了解，该讲座由贵州省委组织

部、贵州省委党校主办，贵阳孔学堂

文化传播中心承办。 自 2016 年 3 月

4 日开班以来， 已举办 28

期， 该讲座以突出治国理政

能力建设为主题， 选题融汇

古今中外，内容涉猎广泛，是

面向贵州省领导干部举办的

高端讲座。本报记者 谢孟航

日前， 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

座之 “文化软实力思考系列讲座”

第八期举行， 贵州省文学艺术联合

会名誉主席、 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

会执行主席、 贵州省哲学学会会长

徐圻教授带来题为 《谈历史发展的

多重动因》的讲座，从理论和案例两

个方面畅谈了古今中外影响历史发

展、社会变革的各种原因。

徐圻教授指出， 历史发展是由

“多重动因” 形成合力的结果，恩格

斯把这种合力形容为 “平行四边

形” 之力。 因此，我们既要关注历史

的主流因素， 也不可忽略了那些看

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因素，比如个人

情感、性格、偏好以及自然地理、气

候、疾病等的重要作用。

讲座中， 徐圻对一系列典型的

历史事件或个人作为进行了生动有

趣的点评。 之后他表示，所有这一切

说明一点：人类几千年的发展，是决

定论与选择论、 客观环境与个人特

色的有机统一。 徐圻指出，对于非专

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学习、了解历

史的一个主要意义，是扩展知识面，

提升人文修养； 这是现代人极为重

要、非有不可的一门功课，是知识结

构的重要成分。 他呼吁年轻学子多

读人文类书籍，特别是历史读物。

据了解， 贵阳孔学堂推出了由

徐圻教授主讲的 “新时代市民讲习

所孔学堂系列专题讲习”———文化

软实力思考系列讲座。 该系列专题

讲习自 5 月 19 日启动以来，目前已

推出 8期。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徐圻谈历史发展的多重因素

文化软实力思考系列讲座第八期举行

解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专家做客孔学堂

直通孔学堂

清朝文人李文凤在 《月山丛

谈》中说：“天下十三省，俗皆有号，

莫知所始。 如陕西曰豹，山西曰瓜，

山东曰藤，河南曰鲈，苏浙曰盐豆，

江西曰腊鸡，福建曰獭，四川曰鼠，

湖广曰干鱼， 两广曰蛇， 云贵曰

象。 ”

清朝的十三个省都有外号，这

的确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两广的外号为“蛇” ，因为两广

盛产蛇类；陕西的外号是“豹” ，因

为陕西的山林里有豹子； 山西的外

号叫“瓜” ，因为瓜是当时山西省的

名产。

苏浙的小饭馆里大多卖盐豆，

于是被称为“盐豆” ；湖广的鱼多得

吃不完，就晒成鱼干，于是外号成了

“干鱼” ； 云贵一带生长许多大象，

外号自然是“象” 。

只是，令人不明白的是，山东为

何是“藤” ？河南凭啥叫“鲈” ？四川

怎么称 “鼠” ？ 福建为什么就叫

“獭” ？ 答案至今未解。 王吴军

清朝十三省

都有“雅号”

国学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