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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编纂一份 《人生必看展
览目录》，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
应该是其中重要一章。

夏末秋初，武汉的炎热依旧
慷慨。此时藕带已经过季，但酸
辣藕丁和热干面一定不能错过。
饱食午后，我乘车前往湖北省博
物馆，打算在那里消磨整个下午
的时光。

两千年前的国宴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在一
楼大厅左侧，布展水平极高，更
要紧的是里边凉爽宜人。

我这次来主要想仔细看一看
宴会用品，因为近期我的头脑中
一直盘桓着一场两千多年前的宴
会，挥之不去。这场宴会的地点
在武汉市长江上游两百多公里的
荆州，当时是楚国的郢都，时间
是公元前 311 年。宴会主人是楚
怀王熊槐，主宾是著名的纵横
家、秦国国相张仪。

曾侯乙墓中有几件不起眼的
文物“漆豆”，木胎髹漆，类似
于今天的高脚汤盘。我想，在这
场宴会上，张仪面前的雕花漆案
上应该摆放有四只这样的漆豆，
里边盛放着腌腊和时鲜小菜，另
外还应该有两只小铜鼎，里边是
羹汤热菜。

楚国的食材比秦国丰富，当
时中国北方已经广泛种植大麦和
小麦，但产量极低，蒸麦饭常常
杂以菽粟，不像楚国种植水稻一
年两熟。农业发达、人口众多是
楚国国力强盛的基础，这一点宾
主双方都很清楚。

周天子当初将天下分封了
100 多个诸侯国，经过 700 多年，
楚国兼并了40多个诸侯国，其中
就包括曾侯乙墓主人的曾国，于
是，楚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唯一可
以与秦国单独对抗的强国。

然而，不论是周天子的近支
宗脉，还是历代史官，对楚国和
身份来源可疑的楚君始终抱有一
种刻薄的成见，就如同他们将秦
国看做凶残的野莽人一样。而常

被拿来当做楚国愚昧例证的，便
是楚怀王面对张仪时出现的两次
重大外交失误。

这是张仪第二次访问楚国，
他本想完成一次快速出访，不想
却被楚怀王囚禁。人们实在无法
怪罪楚怀王不顾外交礼仪，因为
张仪两年前第一次访问楚国取得
的成果，将楚国羞辱到极处。楚
国为此对秦国发动丹阳和蓝田两
次大战，却均遭败绩，损失十几
万士兵，只能割地求和。

张仪最终被释放，但他却没
有迅速离开楚国，软磨硬泡几个
月，赢来了这场正式的国宴。

物产丰盈的楚地

张仪的食案上，漆豆中的时
鲜应该会有新鲜莲子和莲藕。武
汉周边出产极鲜甜的莲子和极细
腻的莲藕，但只有夏末秋初才能
尝到。

食案上的一只小铜鼎中盛满
菜羹，稻米煮到开花，掺以水
芹、藠头之类楚国独特的蔬菜，
用鱼醢调味。张仪必定知道，稻
米饭软糯易食，不似北方的麦饭
是对牙齿和肠胃的考验。楚国将
稻米出口到北方六国，乃极为昂
贵的食品。

张仪还知道，楚王命官属直
接参与对外贸易，官方贩运商品
都 持 有 青 铜 铸 造 的 免 税 “ 金
节”，这是楚国独有的免税的对
外贸易政策，而秦、齐、魏等北
方大国却不得不花重金购买楚
国的青铜、丝绸和新近发明的铁
制品，以及他们的稻米等生活必
需品。

张仪担任相国的秦国，境内
没有可供出口的值钱商品，却要
维持强大的军队，必须大批进口
制造军事装备所需的金属和生漆
等楚国的昂贵物产，为此秦国的
财政每天都处在破产的边缘。

侍者用长柄漆花木勺舀酒斟
入张仪的耳杯，宾主祝酒如仪。
这米酒非但醇甜，居然还是冰镇
的，一杯入喉，身体内外的暑气
便消了一半，胃口也开了。

另一只小铜鼎中是豚肉炖莲
藕和芋头，类似于今天的湖北名

菜 “ 藕 汤 ”。 张 仪 必 定 感 觉 好
吃，也深知其中最为重要的调味
品是海盐。

楚国享有丰富的鱼盐之利，
出产的海盐色泽如雪，味道鲜
美，不似秦国盐池出产的土盐，
灰黑苦涩，且产量不足。秦国如
果进口齐鲁两国的海盐，非但陆
路运输路途遥远，还必须得向沿
途的赵魏诸国支付高昂的过境关
税，而楚国的海盐可以通过水路
运输直达秦国边境。

又上菜了。两位侍者提着铜
炉盘两边的索链走来，放在张仪
的食案边，第三位侍者将铜漏铲
中燃烧的木炭放在铜炉盘的下盘
内，为上盘加热。

一位庖人端了只大漆盘来，
里边盘盘盏盏，有肉有料。铜炉
盘的上盘已经热得发烫，庖人在
上盘里抹油烤鱼腹肉，同时为张
仪调制“蘸水”。庖人示意张仪
将烤熟的鱼肉放入蘸水，然后再
吃。这是怎样的美味啊！酸鲜辛
香，肥腴满口。

走向统一的转折点

开宴的饮酒之礼过后，乐队
开始演奏。壮观的铜编钟，秦国

有；音调清越的石磬，秦国有；
男操琴女鼓瑟，秦国也有。

但楚乐的曲调，不似齐鲁端
庄，不似秦赵激越，不似韩魏
轻佻。它似周乐又不是周乐，带
着一股子洋洋的富足和自得的
与众不同。哪怕只为了看一看这
些乐器真品，听一听仿制编钟编
磬演奏的音乐，就值得前往武汉
一游。

张仪知道，这种级别的国
宴，不会为他跳舞，但自古至今
的宾主之乐中，若有人即席高歌
一曲，总是受欢迎的。张仪出
访，随行的下属必定有人擅长此
道，从 《大雅》《小雅》 中找一
段合适的诗歌，唱出来恭维主
人，这是一位好客人的本分。

张仪是当时最出色，也最有
名望的纵横家，他可能会被诗歌
感动，也可能会同情楚怀王的不
智，然而，他只对自己的君主负
责，在秦国之利面前，任何软弱
的情感都是危险的。

况且，天下七个大国，人口
不均衡，军力不均衡，粮食生产
不均衡，对外贸易不均衡，而这
些诸侯国近年来能够想出的唯一
相处之道，居然是“一国之私”。

所谓“合纵连横”就是极大

地发挥这个一国之私，“合众弱
以攻一强”即为“合纵”，“事一
强以攻众弱”便是“连横”。

为什么七国不能平安相处下
去呢？确是不能，因为有周天子
天下一统的传统，因为同根同种
同语言同文字，这样的天下必须
是趋向统一的天下，长期分裂便
是灾难。

因此，就在此时此刻，在这
场宴会之上，不论是于公于私，
不管他人和后人如何评说，张仪
都必须达成与楚国的和谈。

对秦国来讲，关东六国以楚
国为首，说服了楚国，其余五国
瞬间可下。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张仪与楚国达成和议之后，直接
北上出访五国，使他们全部屈从
于秦国。这位内心冰冷如铁的连
横家，一举扫灭了合纵之势，成
就秦国一国之强。

这场夏末秋初的“楚宴”，
成为了中国历史从战国走向统一
的转折点。

（龙一，本名李鹏。代表作
有《地球省》等中长篇小说，其
中《潜伏》《借枪》《代号》被改
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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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一 场 楚 宴
龙 一

前 不 久 ， 在 北
京世园会的贵州日
活动中，贵州省重
点向大家推介其特
色中药材品种，如
赤水金钗石斛、播
州杜仲、绥阳山银
花 等 ， 这 种 展 示 ，
既体现了贵州植物
资 源 的 丰 富 多 样 ，
又是贵州“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
生动写照。

在 北 京 世 园 会
上，中草药一直是
大 家 关 注 的 焦 点 。
种植有300多种中草
药 植 物 的 百 草 园 ，
是北京世园会具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专
题展园之一，也是
来园区参观的游客
的青睐之地。

时 值 暑 假 ， 不
少孩子也在百草园
中找到了乐趣，这
里既能认识和品尝
中药饮品，还可挑
选在阳台上种植的
中草药，更有独具
一 格 的 “ 音 药 方
舱”，可以感受古人“宫、商、角、徵、羽”五音
疗法的特殊魅力。

一株草，缘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这要
从草与人的关系说起。

自古以来，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中所说的那样，草的顽强的生命力就常常是
诗词中常提到的对象。事实上，草并非将自己强
大的生命力独享，而是与人类共享。早在远古，
中国人发现许多草类植物都具有药品的疗效，中
草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绵延至今，草的生命力也
延续了下来。通过治病救人、养生保健，草将自
己的生命力与人类的生存相连接。

不仅如此，草还一直与人类的发展相呼应。
草作为生态要素中的重要一环，与山水林田湖相
互补充，共同为人类的生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
境。在草原地区，草就是牧民生活中亲密的伙
伴。草养人，人护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
类对于草的保护，也正体现出了人类不断向前进
的求索。

中草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不可或缺的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因此，在人类不断发展的
历史长河之中，草也是一直与人类的文明相促
进。由草而衍生出来的中草药文化、中医文化，
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张独特的名片。而随着人类文
明的不断丰富发展，人类对草的价值认识得更为
全面。中医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认可，其实也正是草
与人类有了更为深入
的互动。

一 株 草 中 见 真
情。这情，是草对人
类的馈赠和给予，也
是人类对草的爱惜与
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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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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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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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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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一 郭红松绘

在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野市乡一家水
上乐园里，许多家长和孩子们走进水的世
界，避暑纳凉，尽情享受凉爽与欢乐。

陈旗海摄/人民图片

乐享清凉

本报电 （泽 成） 日前，2019 年第七
届南京禄口国际皮草嘉年华在南京禄口皮
草小镇举行，本次活动由南京市江宁区人
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处、南京中铁二局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本次嘉年华活动以“聚工匠一心，传
裘艺风韵”为主题，结合沙画、舞蹈等多
种表现形式，展现了禄口皮草的历史文
脉、毛皮制作的精美技艺。

皮草加工在南京禄口有着600多年的历
史，皮毛制作技艺也已经入选江苏省第四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禄口街道不仅扶持皮草小镇
整体形象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还在省非遗
的基础上继续挖掘皮草文化，在保护和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居民增收，

让广大群众成为小镇发展实实在在的受益
者。2018 年，禄口皮草小镇获评“江苏省
工业旅游示范点”。

本届皮草嘉年华结合禄口皮草的产业
优势和区域特色，旨在继续探索皮草“商
贸+时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
一步打造禄口皮草的品牌影响力。

禄口小镇共话传统技艺

八百里沂蒙山，青翠绵延不
绝；五千年沂河水，清流潺潺奔
远方。作为革命老区的沂蒙山区
曾经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
外货不入，土货不出之地。”如
今，这里已成为鲁苏豫皖地区最
大的商品集散地。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九间棚
村历史久远，相传一刘姓夫妇于
乾隆年间至此，穴居石棚，刀耕
火种，繁衍子孙，砌石为墙分为
九室，故名九间棚。

九间棚村山高涧陡，四面悬
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里
土地瘠薄，缺水没电，自然环境
和生存条件恶劣，村民生活十分
艰苦。112亩土地挂在23条山梁
上，零零星星分成 3100 多块。
即使赶上好年景，村民也只能吃
个七八成饱。

“买了自行车三年没进家
门，只能放到山下亲戚家”“旱
天要用秤分水。”平邑县九间棚
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回忆说，

“俺们村坐落在沂蒙山海拔 640
米高的龙顶山上，以前没有路，
上下山只能攀悬崖。”

1984 年底，刘嘉坤当上了
平邑县九间棚村的党支部书记，
带领村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仅用半年多就架上了电，修成了
一条宽 6 米、长 3500 米的盘山
路。苦干 5 年，修砌石渠 3500
米，开山整地500多亩，新栽果
树2万多棵……迈出了艰苦创业
脱贫致富的第一步。

随后，九间棚大做金银花和
旅游业文章，形成了“山上农业
加旅游、县城企业、农业科技
园”三大经济板块，成为全国闻
名的先进典型富裕村。

九间棚的巨变，是沂蒙山区
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那时，沂蒙山里穷，城里人
的日子也不好过。退休干部王毅
然回忆说：“当时吃穿住行都犯
愁，整个临沂城只有三两条街，
如今的滨河大道，在当时还只是

一片芦苇荡。”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为

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
来，沂蒙人民把当年的革命精
神、奋斗精神转化为创业创新精
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换来
老区崭新面貌。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头脑活
络的农民进城，在街道摆起露天
小地摊。政府因势利导，先是帮
着搭建雨棚，后又引导商户室内
经营，产生了第一代临沂商城。

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临沂
已有 16 处市场，年成交额过亿
元。品种大到汽车配件、小到针
头线脑，“只有想不到，没有买
不到。”2000年起，临沂推进传
统批发市场升级换代，如今已发
展到第五代，拥有专业批发市场
134 个，产品远销 1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2010年8月，临沂被授
予“中国物流之都”称号。

电子商务的兴起，给临沂商
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于庆洋在临沂商城里经营劳
保用品十几年，如今成为新明辉
网上商城主要负责人之一，“互
联网让我们的劳保用品可以卖到
世界各地”。借助网上平台，临
沂商城实现电子商务和实体市场
融合发展。

曾从事生猪养殖的蒙阴农妇
牛庆花，是新时代沂蒙扶贫“六
姐妹”之一。自从改行搞起农村
电商，她就与村里 16 户贫困户
攀“穷亲”。“俺家里也穷过。”
牛庆花说，是政府办的农村青年
电商培训班，让自己找到了脱贫
致富路。如今，通过在牛庆花的
网店打工，这些“穷亲戚”年人

均增收 3000 元至 8000 元。不到
两年，她的网店销售额超过 600
万元。“一部改革开放的沂蒙发
展史，也是一部沂蒙人民代代弘
扬伟大精神的艰苦创业史。”临
沂市委书记王玉君感慨地说。

2014 年，一部 《舌尖上的
中国 2》，让地处蒙山深处的蒙
阴县椿树沟一播成名。在名气越
来越大的同时，蒙阴县对椿树沟
景区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改造
提升，将其打造成集沂蒙民俗文
化、传统美食体验、原生态慢谷
生活为一体的休闲乡村旅游目的
地，全面打响“椿树沟”旅游品
牌，形成以孟良崮红色文化教育
为主导、椿树沟美食体验为特色
的以“红”带“绿”，以“绿”
托“红”的乡村休闲度假全域旅
游发展新格局。

“我们原来是平房，改造后
变成二层小楼，床位由原来的 4

个增加到16个，餐桌由原来的6
个增加到现在的 18 个，菜品增
加到 30 余个种类，接待游客的
数量增加 2 倍。”椿树沟刘三哥
贺家农家乐的老板刘英启说。在
椿树沟的改造提升中，蒙阴县投
资340万元对农家乐美食体验区
进行了集中打造，按照星级农家
乐标准，改造了餐厅、客房、接
待室、厨房，提升了饭、菜质量
水平以及接待服务能力，把有条
件的农户连片发展民宿旅游。

据了解，建成后的椿树沟景
区，将成为原始生态观光区、山
水休闲旅游度假区、产业富农
区、民生共建共享区，当地2万
多农民参与其中经营，带动区域
内群众致富，户均增收 1 万多
元，农家乐经营户年均增收5万
元以上。

下图：沂蒙山深处的梯田
杜昱葆摄/人民图片

以红带绿 以绿托红

沂蒙老区旧貌换新颜
汲梦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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