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香中的臘月

豆棚閒話

臘月的序幕是被什麼拉開的呢？也許，
就是那一陣陣熟悉而又親切的臘肉的味道
吧。
每到時序進入了臘月，日子也就漸漸地

變得豐腴了起來，各種各樣的美食也如同
歡湧着的浪花兒一下子就湧進了百姓的家
中。且不說甜甜的臘八粥，也不必講那黃
胖黃胖的地瓜丸，就單單是臘肉之味、之
香，就足以讓我忘情地陶醉大半天。
我的故鄉位於重慶，那裏的臘月也是濃

厚的臘肉香味撩撥開的。臘肉的味道，也
如同一道印記被深深地印在心底，揮之不
去。肥而不膩，瘦而不柴，細緻中又略顯
幾分緊密，但只要用肉嘟嘟的小嘴一咬下
去，就會有濃濃的肉香味留在嘴邊，這就
是臘肉之味。隨着慢慢地咀嚼，舌頭尖
兒、整個嘴巴、就連我小小的心裏也漾開
了一朵幸福的花。

這樣的美味，得來當然不易。從選崽到
飼養，從選肉到炮製，每一個環節都需要
人們的親力親為。記得小時候，家裏人每
到年關，都會去農戶家挑選土種豬崽，山
又高路又遠，但想着招搖的臘味，於是，
也鉚足了勁兒，將各種艱險擱置身後。
印象中，餵養小豬幼崽也是頗為麻煩的

事。土種小豬一般都是散養，而選取的地
方也多是高山荒野地帶，因此，風霜雨雪
的催逼、道路的崎嶇，對於飼養人來說也
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事。待三五年光景滑
過，屠夫刀法一揮，「天蓬元帥」在人間
的「使命」也就順利完成了。
擇肥瘦適中的豬腿，選幾袋鹽巴，一併

放入瓦缸中醃製三、五日。再將瓦缸中的
肉取出洗淨，放在通風處吹乾水氣，接下
來就可以順利進入到熏製環節了。
在家鄉，人們一般都喜歡用柏樹枝來熏

臘肉。選柏樹枝也很講究，一般選取長了
好幾年的柏樹，新枝不用，太小，老枝除
外，因為清香味道早已流失。蓊蓊鬱鬱的
枝丫最好，一來可維持熏製時間，再則也
能夠讓柏樹的香味緩緩地融入到豬肉中。
隨着裊裊青煙的升起，被掛在閣樓上的

豬肉便不知不覺地開啟了美好旅程。我們
小輩們通常是被叫去負責看火候的，火小
了，就往灶台中加一把柴火，若是火候大
了，就取出一點燃物。通常，我們都被熏
得淚花打轉，但為了能品嚐到那爽口的臘
肉，這點小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熏烤六
七日，待豬肉泛着紅暈，也能聞到悠悠的
柏樹香味和肉香時，就大功告成了。
臘月裏，寒意深深，長輩們也會將熏製

好的臘肉配幾道小菜，給我們解解饞。我
們幼小的心靈也被那美滋滋的肉香味所裝
滿了，幸福着，也美麗着。

網絡上流行一句話：「這些
年來貶值最多的不是貨幣，而
是你的努力。」很多人看了都
表示內心受到極大衝擊，大呼
「破防」了，真實得令人飆
淚。源於過去的生活模式，只
要努力，就可從重複性勞動中
獲取相應的回報，付出與收益
大體上呈正比。
如今自動化和 AI 飛速發

展，取代了大量重複性勞動崗
位，對就業構成了嚴重衝擊。
同時技術迭代增快，人與技術
之間的關係不再牢固，需要花
費大量時間去學習、適應新技
術，才能勉強保住現有的職
位。於是，現代人受大環境所
制，絲毫不敢鬆懈，停下忙碌
奔走的腳步。過去一分努力就
能換來一分回報，現在須付出
兩分努力才有一分回報，未來
或許還會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有
一分回報，邊際收益越來越
低。很多人一想到這樣的現
實，倦怠感便油然而生，覺得
生活失去了奔頭。
除了環境因素，還有個人因

素。生活中，不少人時刻在與
他人對比，自我施加壓力，必
須迫切做出成就。當目標導向
遭遇挫折，無法實現，就會對
自己的生活狀態感到沮喪，覺
得大家都是同樣的付出，自己
的努力卻被打了折扣，獲得的
回報沒有他人那樣多。這樣的
人，有時還會陷入到「自證預
言」陷阱中，覺得努不努力反
正都一樣，由此削弱了嘗試探
索的動力，於是又錯過了隨後
出現的類似機會，令努力貶值
的預言發生。

實際上，努力貶值並非今天
才有，而是社會發展加速，把
相關效應放大了。破解這一問
題的方法，就是跳出來審視
它，若是不敢直面，只會越發
恐懼，堅信自己無力解決，由
此墮入心理學上的「焦慮惡性
循環」。米蘭昆德拉曾告誡人
們，永遠不要認為可以逃避，
我們的每一步都決定着最後的
結局，我們的腳正在走向我們
自己選定的終點。
不少名人也經歷過努力貶值

的尷尬處境。歷史學家黃仁宇
的成名作《萬曆十五年》，展
示了其不凡的史學眼界，看過
的人，都知道這本書的價值。
黃仁宇當初向多家出版社投
稿，都全部被退了回來。其中
一個編輯還在退稿信裏告訴黃
仁宇，如果想要別人接受你的
觀點，就「必須很有名，才能
靠本身的威望壓垮敵人」。很
直白地道出競爭是不對等的，
你再努力、書再好，也不及他
人的名氣有用。
至於後來的事，已為大眾知

曉。簡言之，想要付出的努力
不被貶值，就要像哲學家丹尼
爾丹尼特說的：「找到比你更
重要的東西，將全身心投諸其
中。」
避免在低水平的內卷中做過

度競爭，把眼光放更長遠，沉
下心來，在自己擅長的領域進
一步打磨，爭取用精益求精的
優質資源去打破限制。雖然這
並不容易，但除此之外也別無
捷徑可走，相比那些不受控制
的外因，這也是唯一可由自己
掌控的選項。

◆青 絲

貶值的努力

歷史與空間
◆雁 翔

冰嬉——史上的冰雪運動

農家扑菜

舉世矚目的北京冬奧會，萬事俱備、開幕在
即。本次冬奧將完美體現「簡約、安全、精彩」理
念，營造一屆非凡的冰雪盛會，我們期待着！
冰雪扮靚的首都、現代大氣的賽場、翹首以待
的開幕式；鳥巢將驚艷奧運精神與中國故事，「冰
絲帶」——國家速滑館將演繹速度與激情的交
響。迅猛劇烈的短道速滑、眼花繚亂的花樣滑冰、
驚險刺激的跳台滑雪、壯觀豪邁的高山滑雪和魅力
無窮的冰球、冰壺、無舵雪橇等7大項、15分項、
109小項賽事，讓冬奧賽場變成一個踏冰翱翔、與
雪共舞的歡樂谷。一切的精彩都源於傳承。冰雪是
大自然傑作，也是地球賦予人類的恩賜。撫今追
昔，筆者想起我國古代的冰雪運動來！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
釣寒江雪」——唐人柳宗元的《江雪》，宋人范
成大的《冬日田園》「放船閒看雪山晴，風定奇寒
晚更凝。坐聽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真
實反映了古賢對冰雪的喜愛。詩聖杜甫漂泊夔州
時，見茫茫大雪覆蓋山河，偶爾裸露的紅岩猶如雪
裏紅梅，勾起他無盡家國情懷，詠出「杖藜雪後臨
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詩句；邊塞詩人祖詠見大
雪散發的冷冽清光，激起火熱報國之志，寫下「萬
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的絕唱！
漫長歷史中，我們祖先不啻掌握抵禦嚴寒的本
領，也學會將冰雪為己所用，更在觀賞冰雪之同時
發明並愛上滑雪、滑冰等浪漫的戶外運動。我國的
東北和西北冬季漫長、降雪量大，擁有開展冰雪活
動得天獨厚的條件，自成冰雪運動先行地。古代先
有滑雪，再有滑冰。我國有關滑雪的文字記載可追
溯到遙遠的大禹時代。東北漁獵民族發明的滑雪工
具叫「木馬」，它又分兩種，一是在雪地上滑行，
稱雪橇，即今天的滑雪板；另一種是在冰上滑行，
叫「烏拉划子」，即今天的滑冰鞋了。
長期以來，世界冰雪運動究竟起源何地？一直
眾說紛紜，通行有三種說法：一說起源於挪威，考
古學者曾在挪威北部發現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岩
畫，畫上刻有穿滑雪板的人像；二說起源於瑞典，
1921年在瑞典那姆特蘭省發現4,500年前的滑雪
板；三說起源於俄羅斯，1960年代在俄羅斯東北
部烏拉爾山脈泥炭沼中，發現8,000年前石器時代
製作的滑雪板殘片。

這些論斷最終卻被否認了！2005年，考古學家
在我國新疆阿勒泰的汗德尕特鄉敦德布拉克河谷發
現一組古老的岩畫，其中一幅刻於一個古彩岩窟的
頂部，繪有四人踩着一個長條形物件，手持木棍、
弓腰撅臀追逐野獸的圖形，儼然一幅滑雪狩獵圖。
經專家鑒定，該岩畫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至今已
有上萬年歷史。研究發現，這些腳踏雪板、手持單
桿的滑雪形象，與今天阿勒泰居民滑雪姿態極為相
似，因而推斷現代阿勒泰居民使用的「毛滑雪板」
和手持單桿滑雪，傳承了這種原始的滑雪狩獵活
動。2015年1月紀念阿勒泰岩畫發現10周年之
時，中國阿勒泰國際古老滑雪文化研討會與來自挪
威、瑞典、芬蘭、俄羅斯等18個國家30餘位滑雪
歷史研究專家聯名發表《阿勒泰宣言》，認同中國
新疆阿勒泰為世界滑雪發源地！
東北大興安嶺很早也有了冰雪運動，早在隋朝
就流行「騎木而行」，人們騎木製滑雪板飛速行駛
雪地上。《元一統志》描述「形如彈弓，長四尺，
闊五寸，一左一右，繫於兩足，激而行之雪中冰
上，可及奔馬」，速度之快猶如奔馬。至宋代，觀
賞性與娛樂性兼具的冰雪運動更為普及，被稱作
「冰嬉」、「冰戲」，它們花樣繁多、吸人眼球，
包括跑冰鞋、搶冰球、打滑撻、轉龍射球等等，
「跑冰鞋」即穿上用獸皮製成帶冰刀的鞋子，在冰
面上奔跑。首都開封皇宮（龍亭）外的潘楊湖，便
是「冰嬉」大本營。宮人們還做成一個個「冰
床」，「行冰上如飛」，還相互連接、像龍一樣在
冰面上飛奔。《宋史》載「幸後苑觀花，作冰
嬉」、「風和日暖時端坐，疑在琉璃世界行」，連
皇帝也高興地玩一把「冰嬉」！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是冰雪運動積極倡

導者。明天啟五年（1625年）正月，他就在渾河
搞過一場聲勢浩大的「冬季運動會」，有跑冰鞋、
打冰球、冰上射箭、冰上武術等等。壓軸戲「雙飛
舞」，兩人在冰上翩翩起舞，千姿百態，類似今天
的花樣滑冰！入關後，清廷也將其傳統冰雪運動帶
入北京，每年都會選上千溜冰高手入宮訓練，「三
九」天在太液池（即北海和中南海）進行表演，壯
觀異常。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冰嬉圖》，再現了
八旗將士在太液池速度滑冰、轉龍射球等高難度動
作。畫上旗手與射手簇擁豪華的皇家冰床，在冰上

穿梭滑行，旌門上彩旗飄展彩球飛舞，射中彩球最
多者可獲重獎，景象火爆！冰上運動也吸引女同胞
踴躍參與。她們最喜歡「冰槎」，即用竹竿撐着木
筏在冰上滑行，清代《點石齋畫報》載：「京師近
日天氣甚寒，護城河渠積冰厚尺許，冰槎以此均下
河，都人士女乘之往來，極如飛梭，風雪中望之，
儼然圖畫」，那場面激動人心，電視劇《甄嬛傳》
裏就有安陵容為了爭寵學跳「冰嬉舞」情節。
北京什剎海，則是平民百姓的天然溜冰場。大
人小孩，來此盡享冰雪之樂。老舍《四世同堂》裏
也有描述。當時有一個老頭，鶴髮童顏神采奕奕，
身着八旗制服，腳踏滿族老式溜冰鞋，在冰上大秀
絕技，他身輕如燕、靈巧嫻熟，忽如雄鷹展翅，忽
如蜻蜓點水，引得四周陣陣喝彩，成為京城一景。
他叫吳桐軒，生於1889年，年輕時因滑冰技藝超
群獲譽「冰上飛人」，還當上皇家溜冰隊隊長。
1946年《Life》雜誌記者目睹其滑冰情景，拍下精
彩一幕。1918年春節，我在北海公園欣賞過「皇
家冰嬉」表演，觀者如雲，盛況空前。
冰球，又稱冰上曲棍球，是冬奧賽場重頭戲之

一。辛亥革命後，京、津一帶就有了冰球運動。
1925年南開大學成立中國第一支冰球隊，1932年
北平舉辦北平高校冰球錦標賽，清華大學奪得冠
軍。冰雪運動也傳到革命聖地——延安，冬天的
延河乃是理想的溜冰場。由於反動派經濟封鎖，延
安物資供應奇缺，人們就用炮彈廢鋼打磨成冰刀、
將繳獲的日軍皮鞋改造成滑冰鞋。1943年冬，延
安舉行冰上運動會，有速滑、冰球等。吸引幾千人
圍觀，朱德、賀龍等將帥也上陣助威，為冰封的延
安帶來不少歡樂！
冰雪運動發展引發了冰雪文化，冰雪文化的發

掘又助力我們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也營造優異的
冬奧氛圍，為「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增添文
化動力。預祝北京冬奧圓滿成功，筆者詩云——

玉樹瓊枝冰雪天，
英姿颯爽舞蹁躚。
京奧再亮中華夢，
飛雲掣電鑄奇觀！

◆張武昌生活點滴

◆管淑平趙素仲作品
詩情畫意 浮城誌

歌曲的曲譜也是用外國的作品。歌
詞充滿人與自然界的規律循環。特別
強調「吾人心志宜堅強」用以教導學
生。據1915年畢業的學生李鴻梁回
憶，說到學生時期的自己性格豪爽，
但失於耿直，李叔同贈他一副對聯，
上聯「拔劍砍地」，下聯「投石沖
天」，橫幅「豪放」以示鼓勵，對於
他的缺點，卻是慈愛叮囑：「處世要
圓通，否則不能與世相水乳。」指出
我們只要做到心志堅強，歷盡艱辛
後，「皇天不負有心人的」。

心志宜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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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公園上演北海公園上演「「冰嬉冰嬉」。」。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的交通網絡還
沒有發展起來，農人都會在剛秋收完的農
田上大量種植蔬菜。剛進入冬季，農人便
會開始把蔬菜腌製成鹹酸菜。之所以選擇
從這個時候開始，是因為此時腌製的酸菜
易保存。接下來的霜雪會把蔬菜凍熟，腌
製出來的鹹酸菜質量不好，不易存放。
腌製鹹酸菜的操作其實也很簡單，把芥

菜洗乾淨後，放在太陽下曝曬一兩天。曝
曬後的芥菜按12比1的比例加鹽，放入罈
子，加上適量的水，芥菜上面壓上石頭，
使其充分浸泡在鹽水中。然後把缸口密
封，再整缸放在太陽下曬，15天後即可食
用（此時亞硝酸含量高，最好推遲到25
天後）。酸菜的腌製過程，與腌製鹹菜有
所不同，除用鹽量少之外，還有大芥菜是
不用先曝曬，腌製酸菜是連芥菜葉一起，
不用把葉摘除。芥菜拌上適量食鹽，均勻
搓擦，擦出綠色的菜汁為宜，然後裝入罈
中。酸菜腌製後不能放久，不然會越放越
酸，之後會變色及變質腐爛。
客家人非常喜歡吃鹹酸菜，茶餘飯後也

經常交流使用鹹酸菜搭配的菜式。年夜飯
上也常常見到，如酸菜炒冬筍、菜乾扣
肉、胡椒鹹菜豬肚等等。
扑菜（又名朴菜）是菜乾的一種，腌製
手法與普通鹹菜、酸菜不同，扑菜通常也
用芥菜腌製。入冬後，稻田翻種的芥菜已
長成，農民成擔成擔地割來清洗、曬乾、
揉搓、下缸、碼實、踩踏、入罈……
腌好的扑菜，隨取隨吃，可以一直吃到

來年夏天、冬天，甚至第三年。
扑菜是客家方言的一種特別叫法，要腌

製好的扑菜還得遵守3大要領：一是「裝
罈養滷」，即把青菜曬乾後切碎，加鹽搓
揉均勻，放入大缸，隔日裝罈。小口的罈
子，是古時專門用於滷製食品的。盛滿後
將罈子倒置，謂之「扑」，其目的是讓腌
菜漬在滷裏，又稱作「養滷」；二是覆罈
出滷，養滷一二天後，加菜塞緊，再把菜
罈倒置在塑料盆內讓滷汁滲出；三是封
口，放滷次日，再次加菜塞緊壓實，並在
罈口面層蓋幾片黃菜葉，最後用黏土封住
罈口。菜罈倒置讓滷汁泊洩盡，大約個把
月後，扑菜香氣撲鼻，即可以開罈取食
了。
所謂「要領」，也就一腌一壓一扑，並
不繁複，因為「扑」也就有了專門的名稱
「扑菜」。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菜與鹽的配比。一
般來說，每50公斤菜用3公斤鹽。若鹽多
了或芥菜不夠乾則會變成鹹菜或酸菜。
後來村民大量腌製扑菜，減去了一些複

雜程序，即將芥菜曝曬乾後放在竹製的
「爬籃」中，加上鹽用雙手使勁翻動搓
擦，使芥菜均勻沾上鹽分，然後把擦好的
芥菜一顆一顆摺好，一層一層整齊放入大
罈子中，在每一層中灑上少許鹽，然後壓
實，在罈口上放幾片菜葉，用繩子紮緊封
存。用這種方法腌製的菜可以防止乾菜變
質腐爛，延長存放時間，而且香甜可口。
扑菜類似泛潮了的黴菜乾，因為密封較

好，水分含量少，所以香味要比黴菜乾濃
郁。扑菜大多是當年腌當年吃，新鮮黃
亮，不像黴菜乾那樣陳了又陳，乾癟癟
的，了無誘人之處。

扑菜好吃，烹飪也十分方便，用五花腩
豬肉煎乾出油，然後放入扑菜，加少量水
熱炒就是一道可口的家常菜。用扑菜換下
鹹菜、酸菜炒冬筍，敏感的味蕾總能給自
己一個意外的驚喜！
扑菜是客家農人的長菜，很多人家裏的

扑菜能吃到來年秋天，百吃不厭。我家裏
腌製鹹酸菜的工作都是由母親主理，在飯
堂存放着好幾個罈罈罐罐。蘿蔔條、腌菜
心、腌豆角都是我們喜愛的下飯小菜。母
親將它們腌好後，上面用細繩將細膜綑紮
好，蓋好蓋子，再在上面放一些重物壓
着。等上一段時間，就可以吃了。
龍岩市永定區還有一款比較有特色的菜

乾，有400多年的歷史，不僅省內外聞
名，在南洋華僑中也頗有名氣。永定菜乾
有兩種：甜菜乾和酸菜乾。甜菜乾顏色烏
黑油亮，味道香甜鮮美。甜菜乾製作時先
將鮮芥菜洗淨，曬一至兩天，至菜葉曬
軟，然後用蒸籠熏蒸，蒸後再曬，曬後又
蒸，如此反覆三次以上，即所謂的「三蒸
三曬」。加工精細的要「七蒸七曬」。菜
乾顏色黃褐，味道香中帶甜。酸菜乾製作
時先將鮮芥菜洗淨，然後曬軟切碎，加鹽
揉搓入甕內，使之發酸，待一周左右取出
燜煮曬乾，再用蒸籠熏蒸，蒸後曬乾，曬
後再蒸，蒸曬兩次以上後收藏。
家鄉味與家鄉情是密不可分的，蝸居在

城市裏，每次回到故鄉，均會帶回一些扑
菜、菜乾，放在雪櫃裏，何時想吃，隨時
都可以取出，炮製自己想吃的菜式。
當獨在異鄉品嚐着故鄉酸菜的時候，心
中充滿了溫暖，那是故鄉母親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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