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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足山绝顶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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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的演变

端午节要是看不到划龙舟，就像过
年看不到烟花一样，总会缺一点过节的
气氛。可是，为什么端午节要赛龙舟
呢？传说中，是和屈原有关。据南北朝
梁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端午节条
的记载，战国时期，楚国人因舍不得贤
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
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
踪迹，因此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
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以后每年五月五
日都会赛龙舟纪念屈原。由此，大家普
遍认定龙舟是起源于战国时期。
提起龙舟的起源，人们就会想起纪
念屈原，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绑定。其
实，龙舟作为一种文化，它的出现比屈
原所处的年代要早许多。据专家考证，
进行龙舟竞渡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在产
稻米和多河港的地区，这正是我国南方
地区的特色。
《事物原始》引《越地传》
云：
“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
也。”据此可以推测，赛龙舟的习俗最初
可能只在长江下游吴越民族中流行。
那么龙舟是如何形成的呢？据闻
一多先生考证，古代中国南方水系众
多，居民常受水灾之苦。他们发现，能
在水陆都任意沉浮，畅游无阻，神出鬼
没 ，且 百 无 禁 忌 的 动 物 中 ，蛇 是 佼 佼
者。出于对蛇的敬佩，南方先民不仅将

书话

□ 周学朝

鸡足山位于大理州宾川县西北，与
仪表端庄，温馨娇媚，把山川河
洱源县毗邻，北与鹤庆县相连。古称青
流照得翠色如流，分外娇娆；而鸡
岭山，又称九重山。鸡足山是我国最著
足山的下面，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让
名的佛教圣地之一，也是南亚最著名的
人怀疑是不是拂晓时分忘了敲钟？
佛教圣地，风光秀丽，景色迷人，名扬四
伫立在金顶寺大门前睹光台，可眺
海。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鸡足山情
望南现彩云奇观。这时，只见南天云涛
有独钟，于崇祯十一年和十二年（公元
滚滚，有的像金鸡长鸣，有的像骏马奔
1638、1639 年），不畏旅途艰险，跋山涉
腾，有的像猛虎下山，瞬息万变，千姿百
水，自浙、楚、粤、黔赶来此山共住 5 个
态，形态各异。
《云观》中写道：
“ 白云本
月，详细考察了鸡足山的地质、水文、生
是山中物，南极祥光五色偏。蓦地兜罗
物、景点和佛教文化，给后人留下了 3 万
成世界，一身却在玉毫巅。”诗句描绘的
余字的《滇游日记》。其中，描写鸡足山
意境是，站在金顶寺眺望南现彩云，百
“绝顶四观”的诗句，为天下的骚人墨客
里之外，山峦起伏，云篜霞蔚，气象万
拍手称赞。
千。鸡足山经常被云雾笼罩，云雾弥漫
徐 霞 客 登 临 鸡 足 山 绝 顶 ，东 观 日
时，自己仿佛是在天上游玩；而瞬间云
出，南观祥云，西观洱海，北观雪山，被
开雾散，
却发现自己站在山巅。
其美景所震撼，感叹说：
“ 不仅首云南，
西观苍山洱海，可目睹苍山十九峰
实首海内矣”，其意不仅是云南第一，而
的雄壮，可俯视西面的大理“洱海回岚”
且是全国第一。并赋《绝顶四观》诗。 的奇丽美景。
《海观》中写道：
“万壑同归
从此，
“绝顶四观”就成了鸡足山具有代
一壑沤，银河遥点九天秋。沧桑下界何
表性的景观。
须问，直已乘槎到斗牛。”诗句描绘的意
《鸡足山绝顶四观》共五首，第一首
境是，千万条溪流汇注成为洱海，洱海
七律是总写。站在鸡足山主峰天柱峰
静卧在万山群壑之间，波光粼粼，碧绿
能够看到东南西北的不同天然奇观： 如玉，在秋天夕阳的辉映下，放射出耀
“芙蓉万仞削中天，抟捖乾坤面面悬。 眼的光芒。这时湖水澄澈透明，能看到
势压东溟日半夜，天连北极雪千年。晴
天上的星星倒映湖中，山水相衬，山水
光西洱摇金镜，瑞色南云列彩筵。奇观
相连，
风光无限，
尽收眼底。
尽收今古胜，帝庭呼吸独为偏。”以下四
登 临 北 望 ，可 见 玉 龙 雪 山 银 光 闪
首皆为七绝，从观赏者移步换景的不同
闪，仿佛一片白银。
《雪观》中写道：
“北
角度分别描写了《日观》
《云观》
《海观》
辰咫尺玉龙眠，粉碎虚空雪万年。华表
《雪观》的瑰丽、
雄浑、
壮阔的独特奇景。
不惊辽海鹤，崆峒只对藐姑仙。”诗句描
东看日出，是四观中最为壮丽的一
绘的意境是，在鸡足山对面的玉龙雪
观。在天气晴朗的清晨，站在天柱峰向
山，绵延数十里，雪贯四时，莹洁如玉，
东眺望，只见东方泛出鱼肚白之后，天
长舞似龙仿，佛只有近在咫尺的距离，
空渐渐出现一片红色，又经过云海之上
伸手就可以触摸。若是在酷暑，则使人
艰难的跳几跳，一轮红日终于跃上天
神清气爽，如若在冬季，则使人有一种
宇，把整个山川大地照得分外妖娆。徐 “高处不胜寒”
之感。
霞客在《日观》中写道：
“ 天门遥与海门
徐霞客的这五首诗，描写生动，把
通，夜半车轮透影红。不信下方犹梦
登临绝顶四观的感受表现得十分真切
寐，反疑忘打五更钟。”诗句描绘的意境
传神。如果有暇，何不去领略一番徐霞
是，站在鸡足山天柱峰向东眺望，半夜
客笔下描绘的“绝顶四观”的诗情画意
就能看到太阳从东海升起，光华灿烂， 奇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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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平

蛇的斑纹涂画在自己的身上，更形成了
图腾崇拜。当蛇被涂画在日常出行工
具——舟身上时，蛇舟就出现了。再接
着，当蛇的形象一代一代，从简单到复
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朴素到华丽，增加
了马头、鹿角、狗爪、鱼鳞等元素，变成
龙之后，
龙舟就诞生了。
远古时期划龙舟的目的主要是祛病
消灾、
祭祀和纪念，
也不一定只有在五月
初五才会下水。秦汉魏晋之后，龙舟才
开始越来越紧密地和端午节联系到一
起。随着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逐渐对
流，赛龙舟的习俗也从长江中下游地区
慢慢西进北上，
到长江上游和华北地带。
唐代之前划龙舟的主要仪式是招
魂，也继承了古代南方楚越民族的传统
文化。因为楚辞里的《招魂》，就是极具
地域色彩的篇章。
当远古文化渐渐远去，更激烈、更
好看、更刺激、更喜闻乐见的斗舸——
以比赛速度为主的竞渡，取代了其他一
切的龙舟形式，成为了端午节最引人关
注的一项活动。其实无论快慢与否，当
龙舟选手奋力划桨，从江河划向大海，
从原古划向未来，从农业文明划向现代
文明的时候，没有人能否认它往日的辉
煌，更没有人能视而不见它如今的与时
俱进。

混杂着家园想象的消费时尚
——读《帝国之裘》

□ 彭忠富
中国人是好面子的族群，对奢侈品
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
的追求尽人皆知。楚霸王项羽就曾说
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
过，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
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
丰饶、
充
者”。锦是一种华丽的丝织品，能消费者
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
往往非富即贵，如果锦衣夜行，你又从何
园，
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处收获路人艳羡的目光呢。除了锦，中
谢健最新出版的《帝国之裘》包括
国传统奢侈品还有丝绸、貂皮、人参、燕 “北京的视角”
“珍珠窃贼与完美的秩序”
窝、
熊掌、
珍珠等。这些东西普通人家望
等四章，以奢侈品消费为切入点，皇帝、
尘莫及，他们绝不会为了一时的炫耀而
贵族、边疆大臣、猎人、采珠者、挖参人、
导致自己饿几个月肚子。
流民、冒险者都被卷入全球市场的新故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社会已经
事中。本书的重点在于揭示 1760 年—
达到其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极限。实际上， 1830 年之间满洲、蒙古地区出现的环境
在和平、
繁荣和马铃薯种植推广三个因素
变迁，当时一股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
的共同作用下，
清帝国治下出现了史无前
自然资源开发热潮彻底改变了中国内地
例的商业扩张和人口爆炸。中国曾用千
和边疆的生态环境。这股浪潮在制度、
意识形态、
环境方面渊源颇深，影响也相
年的时间才让人口翻了一番，而到了清
代，
仅仅从 1700 年至 1850 年的 150 年间， 当深远。其中，还有伴随而来的动荡、
对
人口几乎达到原来的三倍。大量的人口
环境的焦虑和危机意识。地方官的请愿
自然会刺激消费，
于是奢侈品消费也达到
书如潮水般涌进北京，朝廷千方百计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燕窝、黄金、海参、 试图让满洲大地恢复原始的状态。清帝
玳瑁、
海獭皮、
檀木、
玉石、
毛皮、
蘑菇、
人
国并不是在保护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
参和珍珠蜂拥而至。面对空前的市场繁
而是“创造”了它。本书即旨在阐明这一
荣，学者 、消费者 、店铺掌柜发现过去
创造的历史过程，并探究其背后的环境
的词汇已经不足以满足眼前所需了。
压力和制度框架。
哈佛大学博士谢健长期致力于中国
为了说明演变的来龙去脉，本书将
与内陆亚洲，环境史，早期现代帝国的族
聚焦在档案记录最多的三种现象上：东
群、
商品与消费的研究，他发现清帝国的
珠的消亡、蒙古地区采摘野生蘑菇的狂
档案不仅仅关注人和土地，同样注意到
潮 、中 俄 边 界 地 区 毛 皮 动 物 数 量 的 锐
了这些奢侈品。从满洲地区到新疆、云
减。本书讲述了一个由市场驱动的精英
南，政府财政、
司法判例以及官方对犯罪
阶层的消费时尚，奢侈品的消费混杂着
的焦虑总是集中在高端商品上，如人参、 家园想象，为我们带来很多耳目一新的
珍珠、
毛皮、
鹿角、
玉和铜。有时，商品又
发现。
为清帝国的统治提供了逻辑依据，使其
控制范围能够超越辖区和人群的界限。
《帝国之裘》；
（美）谢健/著；北京大
谢健认为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
学出版社；
2021 年 2 月；
定价：
68 元

话外

纸上说书：
贵/金

曾经希望做一个会口技的说书人。
这是两个故事，第一个把两个小说
嫁接了，
第二个是亲眼所见。
家族世袭爵位，到了她这代已然破
落。
“ 人间造孽钱”他们这等人家是不屑
弯腰去挣的，破船仍有三千钉，家中承袭
珠宝还有几件，眼见也要留不住——得
变卖维生用了；曾经光鲜的几件裘皮大
衣年代久远，是所谓“布满蚤洞的华袍”，
她不得不常常自己动手小心修补，请人
补的话又是一笔开销。丈夫留下的年金
少得可怜，
不足以支撑一个阔气的派头。
她有一个爱好——盛装到公园散
步。戴上插翎毛的淑女帽，挂上镶细小
珍珠和蓝宝的面网，两手各有硕大的祖
母绿戒指以及钻石戒指，颈间闪耀着浑
圆珍珠的柔和辉光，以及行动间漾出宝
光的红宝石耳环，再披上一身精心修补
的皮草，仿佛一个珠光宝气的首饰衣帽
架盛装出动。选黄昏时分——人们只能
朦胧间辨认出她那闪着光晕的华丽轮廓
的“好时候”——她心里这么称呼这个钟
点——挑选各式贵人最爱消食散步或遛
马车的皇家公园，在主干道上神气十足
地溜达一圈，端出贵族目无下尘的派头，
迎接各色好奇揣测的目光慢条斯理的走
着，又回味起祖母曾给她描绘过的那些
光芒四射的场景：盛大的舞会，惬意的下
午茶……与有荣焉。每天，镶着小钻的
金怀表指向六点五十就准点出门……
直到某天，几个早已盯上她华贵“装
备”的年轻人突袭了她——华袍拉扯破
了，珠宝和怀表被抢走，人没大碍却给吓

□ 海涛

得不轻。接下来好几天再没出现在那个
公园。一些公园常客还费了一番思量揣
测她为何不再准点出现。有两个老绅士
也对自己散步的时刻迷糊起来——她俨
然成了那个钟点的象征。
后来，有一个和她很像的老太太出
现在公园，只是衣服破旧，没有首饰，行
动姿态更龙钟一些，不像她那么高贵气
场十足，仿佛一个悠游在残破梦境的梦
游者……渐渐的，人们对她兴味不再，他
们又有了新的谈论对象：一个来此地温
泉疗养的未婚新贵也常常来公园遛马
车。人们开始关心起他的婚事——甚至
试图设计一次巧妙的邂逅，借机把家中
适龄的美貌女儿介绍给他……
“凡是有财产的单身男士，
必然需要娶
一位太太的。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
炎热的下午，公交车上来了一个金
光闪闪的老头。空位其实还多，他特意
挑选了高踞汽车前轮上的倒座，面向了
后 排 许 多 观 众 。 车 内 空 调 开 着 ，并 不
热，虽然穿宽荡的短袖衬衫和短裤，仍
然举着扇子挥舞着，仿佛仍很热，也使
得人们把诧异的目光投向他：原来金光
闪闪来自于小手指粗细的金项链，每个
手指都戴着形状各异的戒指，甚至还有
手镯……仿佛一只把珠光宝气集纳一
身的喜鹊。我尽量不望向他，即使“金
主”
其实是指望我们成为他的观众的。
心中几分怀疑：全是真金吗？同时
几分担忧：若是真的，一个独行老人也太
招摇了。我小声对一旁坐着的儿子说，
这个老爷爷真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