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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人的头发丝还细，而且所有钻
孔的摩擦痕都十分规整、平行，
不是交错的乱痕。这在当今是要
用激光打孔技术才能完成的微型
管钻技术，凌家滩先民到底凭借
什么工具达到如此精细的工艺水
平？又是如何操作和使用的？从
前认为的竹管钻或骨头钻孔，根
本无法到达这样的效果。
在凌家滩发现的玉器，较多
地采用了线切割、片切割工艺；
平面上往往见到圆弧顶端深凹的
痕迹。这一迹象表明可能有了砣
切割，而砣切割必须有半机械皮

玉鹰

玉勺
着身子，光着膀子，穿着兽皮，
或者用树叶遮蔽。可凌家滩出土
的玉人形象，完全不是这样。
立姿玉人居然头戴圆冠，冠
饰三角形尖顶，冠后上部饰三条
圆弧线，两耳孔处饰一道横线；
背面颈部钻一隧孔，背后腿部留
有线切纹，颈部较高，饰数道竖
线纹，可能表示戴项链饰；两臂
弯曲，双手置于胸前，腕臂上各
饰五道横线，表示各戴五件手
镯；腰略显瘦长，腰部饰 0.3 厘米
的腰带，腰带饰五条斜纹——玉
人不仅穿衣戴帽，而且佩戴首
饰，这身打扮，搁到现在也算是
时髦的了，所展现的审美意识和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已然完全颠
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
凌家滩先民的技术水平，也
让人大惑不解。玉人身上居然发
现 了 直 径 不 过 0.15 毫 米 的 微 孔 ，

带传动装置和琢磨的圆盘。
有专家大胆推测，凌家滩时
期，先民们可能已经掌握金属冶
炼 和 皮 带 传 动 技 术 —— 果 真 如
此，就一定有特殊的加工工具，
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让人
信服的踪迹？
不过，有一点专家们可以断
定，凌家滩先民已掌握阴刻线、
镂孔、线锼、浅浮雕等多样化玉
石加工技术。无论制作工艺、设
计思想还是器物类型，都代表了
同时代玉文化的最高水平。
更为神奇且至今众说纷纭
的，是出土的玉龟和夹在龟腹、
龟背之间的玉刻图长方形版。玉
版长 11.4 厘米，高 8.3 厘米，最厚
1 厘米，呈长方形，正面略弧
凸，反面稍内凹，光素无纹。四
周两面打孔，共 22 个。玉版正面
抬高，三边缘琢出台阶。正面刻

纹，中部一小圆，内琢刻八角星
纹，两两一组呈十字形。小圆外
琢磨一大圆，大小圆之间以直线
平分八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各有
一条圭状纹饰，大圆外有四条圭
状纹饰指向四周。
玉龟和玉版叠压一起，说明
它们之间一定有某种紧密联系。
这让考古专家们欣喜地联想到中
国古代文献曾记载却苦于始终无
法印证的传说，比如 《黄帝出军
诀》 中的“元龟衔符”、《尚书·中
候》 中的“元龟负书出”、《龙鱼
河图》 中的“大龟负图”。可如何
解读？至今无法定论。
玉刻图长方形版与后世日晷
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可又神秘
莫测。专家们的观点更是莫衷一
是，认为或与方位和数理有关，
或与天文及观象授时有关，大致
应该与后世天文、方术甚或谶纬
学说等能挂上钩……
凌家滩有太多的待解之谜。
这许许多多的谜团，更坚定
了我过去一直所持的疑惑。比
如，远古先民真的是我们一贯所
说的“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生
产力极其低下、物质极其贫乏”？
凌家滩出土的文物至少显示，在
那个时代，先民们不仅穿着讲
究，而且服饰配套，有超出我们
想象的技术和技艺，还可能有我
们至今解读不了的原始信仰和宗
教思想——它所呈现的文明程度
以及折射出的文化，让人不敢相
信，唯有惊诧。
惊诧，或许也是一种不自
信；而不自信，有时候是因为不
知，有时候是因为无知。蛊惑今
不如昔，或是昔不如今，都难免
武断。今人超过古人，是一定
的，但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难
免遭遇尴尬。焉知古人与今人相
比，竟全无过人之处？恐怕谁也
不敢妄断。
透过时空隧道，凌家滩使我
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古今接轨、
隔空对话，仿佛窥见了中华文明
的曙光。穿越，难免带来迷失。
好在以凌家滩为核心、沿太湖山
周边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仍
在进行。
预测未来，不易；探究过去，亦
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又一
个谜底，终将揭开。到那时，人们
要么大跌眼镜，要么大开眼界。凌
家滩，真的值得期待。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何须夜赶嫁衣裳
籍满田

意，不少丈夫一言不合老拳横
加，不少家庭牝鸡司晨河东狮
吼，鸡声鹅斗，散伤丑害。夫妻
一场，冷暖自知，一路上磕磕绊
绊，风风雨雨，白头偕老绝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能维系婚姻不只
是爱情，还要有忍让与责任。恋
爱时欣喜若狂，彼此之间除了
爱，什么也没有，一旦激情过
后，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对方更多
一点儿爱，于是就有了计较，有
了分歧，有了争吵，有了战争，
有了分手。婚姻把两个人结合成
利益相同体，在磨合中逐渐达到
价值观的相同，要求同存异，应
该是一场彼此取悦的比赛，不应
该成为真刀真枪的较量。

好的婚姻要有共同的价值
观，在一个水准线上。一个大步
流星，一个踉跄追随，步调不
一，鸡同鸭讲，婚姻很难长久。
爱的决定应该基于平时细致的考
察，而不是一时的冲动。所谓成
年，就是有了独立思考和判断能
力，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
断，相信他人。每个人都是立体
的、矛盾的，既有可爱的一面，
也有可恨的一面，和谐的婚姻会
扩大对方的优点，不和谐的婚姻
会突出对方的缺点。信任危机不
是不再相信对方，而是怀疑自己
选错了人，婚姻里充满埋怨与懈
怠，只能另谋出路。许多人自己
一身毛病老嫌别人多缺点，当你

的爱没能扩大对方的优点时，应
该从自身的原因找起，负起自己
的责任，通过交流和沟通寻找爱
的方法，而不是轻言放弃。恋爱
之前，要好好审察一下自己，有无
立身的资本、文雅的姿态、温和的
表情、得体的礼貌、内心的骄傲？
女孩儿只有物质和精神的彻底独
立，才可以谈爱人或被人爱，否则
就成为男人的附庸，色衰爱驰、始
乱终弃的例子不胜枚举。
金钱对物质生活的影响是巨
大的，但无法与感情画等号。在
真爱面前，金币会黯然失色。一
个好女孩不会通过穿金戴银去体
现自身的价值，也不会看对方的
财富多寡决定是否付出感情，夫
妻要给予对方感情上的关怀，尽
可能除掉金钱的烙印。结婚是一
辈子的事，不是一阵子的事，三
穷三富过到老，靠金钱维系的感
情最终会成为一种负担。恩爱不
是用来秀的，结婚的排场大可不
必，因为与婚姻幸福没有必然的
联系。
婚姻很严肃，对待须谨慎。
步入婚姻，不再有花前月下，更
多的是义务和责任，更多是日常
生活的繁杂。想明白了，再谈婚
论嫁。

店餐厅匆匆吃上几口“自助”，又赶着和
当地文学爱好者座谈。座中有一位本地
人，身材壮硕，脸盘红润饱满，肩膀更是
比常人厚实得多，他言语不多，面容沉
静，一直都在倾听别人的高谈阔论。
大家聊着聊着就到了深夜，附近县市
的文友纷纷返回。这时那位红脸汉子站起
身来，快步走到那位东道主老作家耳边低
语了几句。只见老作家神情惊喜，大声说
这位文友是当地餐饮行业翘楚，所开饭馆
在食客中美誉度极高，炝拌螺肉、响油鳝
糊、蟹粉烧麦等几道菜尤其出名，常有人
从绍兴甚至省城杭州赶来品尝。恰逢今天
店中进有顶新鲜的黄鳝，他已经命厨师按
座中人头，做了鳝糊面请各位消夜，片刻
后即可送至会场。在座诸人都是吃过见过
的，也没太当回事，都按了礼数，向这位
店老板点头致意。
大家又聊了一阵，就见两名伙计提着
四只二尺多高的藤制食盒进了会场，打开
食盒，在每人面前摆了一碗面。这碗面汤
色清爽透亮，面呈象牙黄色，上面堆着金
灿灿油汪汪的鳝丝。有一两根鳝丝滑入汤
中，漾起几圈油花，更显出汤的清澈。
我先低头啜饮一口汤，只觉温热适口、

了句“出彩虹啦”。我们马上对吃饭没了
兴致，要司机马上带我们进戈壁寻宝。我
和朋友正发愁那一大盆羊肉咋办，店老板
说可以送到我们所住酒店。
我们按计划进了戈壁。可惜，戈壁玛
瑙名气太大，这几年数以万计的寻宝人从
全国各地纷至沓来，早就把近处的戈壁搜
刮一空。我们在戈壁滩上空转了四五个小
时都一无所获。悻悻然回到市区，胡乱找
家小店，简单吃吃就把晚饭应付过去了。
第二天就要返京，我闷在房间里好不甘
心，又出门到街边售卖当地特产的店面里
转悠，竟然真找到了几块颇为满意的原
石，接着又到店家推荐的一处加工点打磨
抛光。等一只玛瑙手串加工完毕，已是午
夜时分。这手串虽然不是用自己亲手捡来
的原石打造，但是连工带料算起来，比起
在北京买，便宜了至少两三千元，此行也
算是有收获。人的心情一好，食欲也随之
而来，回酒店路上，我忽然饥饿难忍，腹
中连珠价咕咕叫了起来。这时街面上灯火
寥落，能望得见的所有饭馆都已打烊。幸
好福至心灵，我竟然又想起了那盆羊肉。
赶紧到了酒店大堂，发现那羊肉正好好地
在服务台角落的冰箱里呆着哩。于是，找
服务员要了一柄牧民常用的铜柄小刀，从
盆里扎取了两块羊肉装盘。
回了房间，在落地灯下细看那两块
肉，只见精肉部分呈枣红色，肌理分明，
油脂部分则是油汪汪、白润润，色泽形态
简直不亚于上等白玉。我顾不得凉，屏住
呼吸，切一片放入口中，轻轻一嚼，只觉
肉质酥融肥美，还有一股淡淡的药香。连
着吃完几片，肚中没那么饿了，我索性端
着盘子来到阳台上。此时星河满天，夜风
拂面，我把盘里羊肉切一片、吃一片，再
摩挲着腕上手串，真不知今夕何夕、身在
何方。因为当初要的是极嫩的羊羔肉，所
有肉片嚼到最后，完全化为稠浆，口中竟
然毫无碎渣。如今几年过去了，那只玛瑙
手串早不知扔在家中哪处犄角旮旯，可当
晚的羊肉滋味，至今在唇齿间萦绕。
还有一年，我和多位来自天南海北的
文友，共赴浙江绍兴的柯桥参加笔会。白
天参观完鲁迅故居、徐渭故居，傍晚在酒

鲜 香 扑 鼻 ，显 然 是 老 火 精 心 吊 出 的 高 汤 。
鳝 丝 呢 ，都 取 自 软 兜 鳝 腹 ，又 切 成 竹 筷 粗
细，吃起来比起鳝背更加肥嫩软糯。面是
用鸭蛋和面的新制手擀面，吃起来也是爽
口弹牙。大家一碗面落肚，用纸巾擦擦额
头细汗，又向那红脸汉子再次道谢。那汉
子虽然生意人，竟然颇为内向羞涩，一时
竟有些不知如何接口，脸色涨得更红了。
这时，那位当地老作家匆匆起身去了
停车场，片刻后拎回两瓶当地特产花雕。
他说，自己前不久刚为一家酒坊写了篇软
文，这两瓶陈年花雕就是稿酬的一部分。
酒倒入茶杯，这时，大家吃面吃得热
了，有人打开了窗子，花香入室，助人酒
兴，花雕酒喝起来就更觉醇香了。如我这
般不善饮者，都把这杯酒喝了个干净。第
二天，我在酒店花园晨练时，遇到一位同
来的京城文友，他说自己平时苦于失眠，
在床上辗转整晚都难得合眼一两个小时，
可昨晚酒后的一场酣眠，竟然香甜无比，
一觉睡到清晨，睡眠质量算得上多年来第
一呢。
其实，深夜进食，一般来说多少都有
些私隐性质，适宜独自一人进行，最多也
就是和家人或者一两位至交同坐，大家吃
完喝完，闲谈几句，也就各自洗洗睡了。
唯独这一次，人数多达十几位，但说到菜
品之可口、氛围之轻松，平生消夜，实在
无出这晚之右者。
上面说的是消夜里比较正式的。如果
夜里懒得出门，嘴里又觉得寡淡，谁还不
会蒸碗蛋羹、下把挂面？真正所需的，无
非是一份闲适散淡的心境而已。
我深夜读书写作，喜在桌边置一瓷
碟，内放薯片、锅巴等物。这样眼神不离
书页、键盘，就能轻轻松松地把食物拈起
放入口中。这两样东西都是口感咸香脆
爽，嚼起来有崩裂破碎之音，吃起来既垫
饥又提神，多年来效果一直不错。迨至几
章文字读罢，或者电脑屏幕上文字渐满，
此时碟中食物往往也吃得差不多了，我这
才打个哈欠站起身来，洗漱后睡了。
有时午夜梦醒，我都会到书房里再拈
上几枚薯片，细细嚼了咽下肚去，这才躺
回被窝，再续前梦呢。

宋朝夜市吃夜宵的人们

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征求我的意见，我送她聂绀弩的
两句诗“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须
夜赶嫁衣裳”。
每个少女对爱情都有美好的
憧憬：郎情妾意，牵手凝视，共
沐爱河，温暖小窝，风雨互助，
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这是多
么感人的画面！但现实中有多少
熙熙攘攘的婚礼场面，相爱的两
个人欢欢喜喜进了洞房，又哭哭
啼啼走出来。有多少男女相恋携
手后，还能保持着初恋的激情？
有多少家庭会像人们祝福的那
样，百年好合善始善终？有多少
婚姻名存实亡？有多少婚姻形同
陌路同床异梦？
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用在
婚姻中非常恰当。激情之短暂令
人哀叹，能平淡相随走下去就不
错了。婚姻可以使男女之间最阴
暗的东西最集中地爆发，满脸假
笑可以瞒得了许多人，但瞒不过
枕边的人，因为梦中会露出狰
狞。结了再离，不如不结，对一
生来说，结婚是值得思前想后的
事。
家是温馨的港湾，男欢女爱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男人因为
女人而成熟，女人因为男人而丰
盈，好的婚姻既有亲情的关怀与
互助，又有爱情的欣赏和喜爱。
婚姻始终是两个人的游戏，需要
两个人的经营，首先要有爱，大
多数人认为白头偕老是水到渠成
的事，其实没有爱的结合很难称
其为婚姻。夫妻间还要有平等和
尊重、真实和坦诚、自如和随

“ 三 礼 ” 规 定 ，“ 饭 黍 毋 以
箸”，就是说用筷子吃米饭米
粥是越礼的行为，一定得用
“匕”即勺子。据专家考证，
凌家滩可能是有了初步礼制的
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范。
当然，这种形制应该是更晚时
期才能出现的，为何 5000 多年
前就已经如此成熟？现在还是
一个谜。
看着这把精致的玉勺，我
感到有些难为情。数千年前已
有的这些礼制和规范，多有仪
式感、多有文化啊！反观我们
现在，一把勺子就可以吃所有
的饭菜；即使是在宴席上，也
可以一双筷子“打天下”——
进步乎？倒退乎？
过去我们理解的古代先
民，大抵都是披头散发，佝偻

立姿玉人

距安徽省含山县城西南 40 公
里，有凌家滩。
它南临裕溪河，连接巢湖与
长江，北靠太湖山，山水交错，
属典型的江淮平原丘陵地貌。
1985 年 12 月，凌家滩村民在
村子北面土岗挖墓穴时，从地下
挖出玉环、石凿、石钺等一批玉
器、石器。
情况逐级上报，安徽省文物
管理所即派专家前往实地调查，
并于 1987 年 6 月第一次试掘，结
果取得惊世的发现——凌家滩是
一座距今 5800-5300 年的新石器
时代晚期遗址！
试 掘 面 积 不 大 ， 仅 50 平 方
米，发现墓葬 4 座。出土文物也
不算多，200 多件。但其中的几
件，让专家们目瞪口呆：包括现
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玉人、玉
版、玉龟、玉勺等一大批精美绝
伦、工艺精湛的玉器和一个重达
4.25 公斤的石钺，而后者是我国
新石器时代迄今发现的最大一把
石钺。1987 年至今，这里先后进
行 8 次发掘，发掘总面积约 3280
平 方 米 ， 出 土 各 类 文 物 2000 多
件。
凌家滩这座淹没了数千年的
远古遗址，虽不见于史书记载，
但其透露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反
映了当时玉石加工技术的高超先
进、史前文明的高度发达，在中
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
志性地位。凌家滩的这些发现及
其所代表的史前文明，由此，被
正式确认为“凌家滩文化”。
甚至有专家认为，凌家滩可
能会改写人类文明史。
凌家滩由此声名鹊起，享誉
中国，震惊世界。
走进凌家滩文物陈列馆，首
先吸引我的是那把温润亮泽的玉
勺：勺身长 16.5 厘米，勺池宽 2.7
厘米；青绿色，泛白斑纹，长柄
舌形；柄面呈半圆凹形，勺柄为
微弧形曲线，柄端略扁圆并有一
对钻圆孔。
造型和制作之成熟、精美，
堪与今世之佳作媲美，为中国新
石器时代首次发现，也是史前发
现最完美的餐匙，令人称绝，更
耐人寻味。
勾起我好奇心的是，5000 多
年前的先民使用勺子也和我们现
在一样，主要是用来喝汤的吗？
解说小姐听后笑了。她说，
中国的礼制规范在周代正式形
成，比如吃饭时，已固定用筷与
勺，以后形成定制，直至今日。

□食 话

■ 斯

俗话说，“一日三餐”。由此看来，消
夜不算是正式的一餐饭。现如今对身材或
者血压、胆固醇指标比较在意的人士，晚
餐都异常简单，有的甚至不吃晚餐，遑论
消夜。但是，也有人非得在夜深人静时吃
些东西，否则就觉得口中寡淡异常，睡觉
都不安稳。说来惭愧，我就是这类人。
我的消夜习惯，始于中学时代。那时
下了夜自习，往往就要在路边摊前吃碗羊
肠 汤 才 回 家 。 名 为 “ 羊 肠 ”， 是 把 羊 血 、
芡粉灌进肠衣，煮熟后捞出切段，再放入
用羊肉、羊骨熬制的滚烫汤底。隆冬时
节，还要大量加入辣椒面，一定要喝得额
角生汗，我才有力气骑上自行车，顶着一
路寒风返家。
参加工作后，多了些在祖国各地的游
历，才发现在消夜一项上，南方的选择比
北方丰富得多。究其原因，大约是北地苦
寒，入夜后出门困难，而南方物产丰富，
加之夜间清爽宜人，正宜安享吃喝之乐。
10 多年前，我在厦门参加一次带有培训性
质的业务会议，会期长达两周。那培训基
地位置偏僻，网络欠奉，我不耐烦苦挨那
漫漫长夜，每晚都坐公共汽车到市区，在
南普陀、厦门大学周围觅食。当时那一带
食肆林立，人流熙攘，俨然美食 N 条街。
我混迹在厦大的学生堆里，对周围小情侣
的卿卿我我视而不见，埋头于面前的蚵仔
煎、海米粉、沙茶面、咖喱蟹之类，硬是
连续两周没吃重过花样！
其实，消夜不求山珍海味、花团锦
簇，简单适意才最好。金庸先生在 《书剑
恩仇录》 中写乾隆皇帝在名妓玉如意家中
消夜，“八个碟子中盛着肴肉、醉鸡、皮
蛋、肉松等消夜酒菜”。这几样每一样单
拎出来都堪称上选，但合在一起就太过繁
复，还不及书中出现过的另一餐消夜，也
就是陈家洛重回相府时所用的银耳汤、糯
米藕那样温润贴心、搭配精当。
算起来，我生平最满意的几次消夜经
历，菜品也都不过一两样，但却成就了多
年难忘的味觉记忆。
一次是在内蒙古西端的阿拉善。那
年，我和几个朋友在阿拉善，本来已经租
定了一辆越野车，要到戈壁滩里寻拣玛
瑙。可草原上的天气变幻多端，中午时分
竟然下起倾盆大雨，出游计划只得作罢。
一行人找了家颇上规模的馆子，准备好好
打一下牙祭。过了个把钟头，一只直径二
尺有余的铜盆端到，里面满满当当盛着清
炖羊肉。粗看了几眼，拳头大小的羊肉约
摸八九块。正要举箸，店外不知有谁大喊

■邱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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