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
用暖房培育蔬菜

在汉代，人们菜篮子里常见的
蔬菜有：葵菜（即苋菜）、韭菜、薤（即
藠头）、芸（即油菜）、芦菔（即萝卜）、
菘（即小白菜）、葱等。葵菜在当时
种植食用很普遍，有诗就写到了种
植葵的景象：“青青园中葵，朝露待
日晞。”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也记载：葵，汉代被人常种，
而食之。薤有小根蒜、山蒜、苦蒜
等诸多别名。葱在汉代也有种植，
野生的叫做“茖”，《尔雅》说：“茖，
山葱。”张骞出使西域还带回了黄
瓜、大蒜、香菜、苜蓿、石榴、葡萄、
胡桃等蔬菜水果品种，大大丰富了
汉代人们的菜篮子。
我们今天常吃的芹菜，在汉代

已经进入人们的菜篮子，当时的文
献记载多为水芹，又称为“楚葵”，在
《尔雅》载：“芹，楚葵。”晋代郭璞加
注释：“今水中芹菜。”笋，在那时已
作为蔬菜食用了，有春夏笋与冬笋
的分别，西汉伏波将军南征“至荔
浦，见冬笋名曰‘苞笋’……其味美
于春夏笋”。
可见汉代的菜篮子里蔬菜品种

也不少，可是很多蔬菜在冬季不能
生产，为了在冬季也能吃上时鲜蔬
菜，那时的人们开动脑筋，探索出了
用建造暖房的办法来培育蔬菜。据
《汉书·召信臣传》载，汉元帝时，召
信臣曾经在皇家苑囿上林苑的太官
园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
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从这个
记载来看，当时暖房生产方法是：播
种后在其上造房屋，上面覆盖天棚，
然后在室内昼夜不停地生火以使室
内气温升高，便可以培育出严冬季
节十分罕见的时鲜蔬菜。由此可
知，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们就
在寒冬时节生产出了葱、韭等蔬菜，
开创了保护地栽培蔬菜的先河。

●唐代
用温泉种植蔬菜

到了唐代，蔬菜种类不断增多，
北方常见蔬菜品类多达三十多种，
其中菜瓜、菜豆、芜菁、芦菔、茄子等
较为普及，人们的菜篮子更加丰
富。在此基础上，又引进了一些新
品种，据《唐会要·杂录》载，贞观二
十四年三月，“泥婆罗国（今尼泊尔
一带）献菠菱菜……火熟之，能益食
味。”菠菱菜即菠菜。《清异录》载：
“呙国使者来汉，隋人求得菜种，酬
之甚厚，故名千金菜，今莴苣也。”莴
苣原产地中海沿岸，唐代诗文就记
载了不少在长安食用莴苣的情况。
还有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也在唐代出
现了，唐韩鄂《四时纂要·三月》载：“种
菌子：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

浇令湿，两三日即生。又法，畦中下烂
粪，取构木……截断磓碎，如种菜法，于
畦中匀布，土盖，水浇令长润。如初有
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
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这里记载
的是当时生产食用菌的过程。

当时，在条件最好的宫中，提前
大量收购各类新鲜蔬菜，储藏起来，
以备冬用，其储藏技术主要有冰镇
和窖藏。《太平御览》有载，当时冬季
储藏各类蔬菜规模大概在200万斤
左右，可见当时冬季宫内储藏蔬菜
量很大。唐代也用温室种植反季节
蔬菜，唐代的温室多用温泉及蕴火
增温，“蕴火”是一种不起火焰的燃
烧方法，目的是为室内增温，利于蔬
菜生长。唐代设有温泉监官职务，
专门负责管理京城附近的温泉，并
进行种植，使瓜果蔬菜早熟。《新唐
书》卷四十八记载：“凡近汤所润瓜
蔬，先时而熟者，以荐陵庙。”王建
《宫词》中也有描述：“酒幔高楼一百
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御园分得温
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同时，唐代
开始利用火室栽培蔬菜，并且规模
也不小。据《太平御览》载：贞元七
年（791）冬，“司农当供冬菜二千
车”，由此可见一斑。那时，花卉也
开始用火室培育，唐段成式《酉阳杂
俎》载：“常有不时之花，然皆藏土窖
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时即有牡
丹花。”

●宋代
温室技术不断发展

宋代的蔬菜，葵菜在人们的菜
篮子里打头阵，被之为“百菜之主”，
是当时食用量最大的蔬菜。除此之
外，主要蔬菜还有葱、韭、蒜、姜、瓠、
黄瓜、茄子、水芹、藕、芋等，而且流
传至今，依然能在菜市场见到它们
的踪影。当时的蔬菜还有牛蒡、紫
苏、香薷、白蘘荷等。宋代人们菜篮
子里还常见一些野菜，有竹笋、蕨
菜、莼菜和各类食用菌菇等。

冬季天气寒冷，蔬菜难以种植
生长。宋代人们除了使用温室以
外，还利用浇粪，通过粪土发酵所提
供的热量来给土壤加温等技术，使

得蔬菜能够在寒冷的季节生长上
市，这样普通百姓就有机会品尝到
稀有蔬菜了，宋代大诗人苏轼有诗
曰：“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
春盘。”记载了冬春时节韭黄上市，
受人们欢迎的情况。北宋孟元老在
《东京梦华录》卷十中有详细记载：
“十二月，街市尽卖撒佛花、韭黄、生
菜、兰芽……”陆游《与村邻聚饮》诗
也说：“鸡跖宜菰白，豚肩杂韭黄。”
从这些诗文记载来看，韭黄、芽菜等
稀有蔬菜，经过温室种植已经能在
冬天看到了。当然，这些反季节蔬
菜都很贵，如韭黄“比常韭易利数”，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消费得起的。
而到了南宋，其温室栽培技术

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据宋周
密《齐东野语》卷十六载，在杭州发
明了一种温室，他们先在地上凿地
为坎，在坎上用纸糊个不透风的“密
室”，室内用竹芭做床子，床上覆以
一定厚度的肥土，上面种上各种花
卉。坎下壅以粪土，掺入牛尿、人
尿、硫黄之类，使之发酵生热。若遇
到天冷气温降低，则还要往粪土中
不断增灌开水，增加热量，加快发
酵，使室内温度增高。这样，温床上
的花卉便很快相继开放。这里记载
的温室是半地窖半密室式的，采用
综合增湿法，即利用粪便、硫黄发酵
生热及日暖等同时增加地湿和温
度。另外，还有一种利用浴室湿热
蒸汽熏蒸花卉使之提前开放的做
法，南宋范成大在《梅谱》中载：“行
都（杭州）卖花者，争先为奇，冬初折
来未开枝，置浴室中，熏蒸令拆，强
名早梅。”可见，温室技术已经逐渐
成熟，不仅用于蔬菜种植，更是增加
了冬季花卉品种的培育。

●明清
温室栽培有新突破

到元代时，人们继续利用畜粪
进行冬季蔬菜生产，王桢《农书》载：
“旧畦内，冬月以马粪覆阳处，随畦
以葛黍篱障之，用遮北风。至春，其
芽早出。”这是当时人们使用的一种
温室增温方法来种植反季节韭菜，
因为畜粪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后不

仅可以增温，还可以起到肥料的作
用。这种方法技术含量低，简单易
操作，成本较低，更易于普及，至今
北方的一些菜农仍沿用这种方法。
明清时期，用火室和土窖培植

蔬菜花卉很是普及，明嘉靖时太常
少卿王世懋《学圃杂疏》载：“王瓜出
燕京者最佳，其地人种之火室中，逼
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中官取以
上供。”明代对于土窖的使用更为广
泛，它的原理是：用马粪覆培植物根
部，利用马粪发酵生热以增加地温；
同时在窖内燃马粪生火以增加气
温，从而培育出各种蔬菜花卉。在
明代的大量文献中包括徐光启《甘
薯疏》、刘侗《帝京景物略》等对此种
方法都有记载，京师等地用这种方
法培育出了白菜、芫荽、韭黄、黄芽、
黄瓜、椿芽、牡丹、鲜小桃、鲜郁李等
反季节蔬菜和水果。
明清时期还有更为先进的温

室，早期是一种土墙纸窗结构的温
室，建设方法是以黄土筑墙建屋，在
南面墙上安装倾斜的纸窗以透进日
光，增加室温。室内分为三部分：靠
纸窗的前面部分用于栽培植物；中
间部分是人工加温的设备，包括火
炉、火炕、烟囱等；后面部分用纸窗
隔开，作为气温的缓冲地带。可以
看出，这种温室实际上是日光温室
和火室的结合体。清代以后，随着
最新的玻璃、塑料薄膜等透光耐磨
新材料的出现，使用玻璃、薄膜建造
的温室出现了，已经接近现在的温
室大棚，所以这时温室蔬菜栽培管
理和技术有了新突破。
即使这样，在科学技术尚不发

达的古代，大规模生产反季节蔬果
还是超越了农民们的能力范围。古
代的反季节蔬菜，产量相对来讲依
然十分稀少，也因此价格始终居高
不下。例如明末，一根不到两寸长
的小黄瓜，在早春时节居然可以卖
到1000文钱的天价，远不是寻常百
姓能吃得起的。古往今来，人们在
冬季食用的蔬果，从昂贵的韭黄、黄
瓜，到几十上百斤储存起来的白菜、
萝卜，再到现在琳琅满目、大体上没
什么地域和季节差别的各类生鲜果
蔬，这种改变，还要多亏了现代科技
农业和运输业的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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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贫子”朱裳和“无愧亭”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冬季的菜篮子丰
富多彩起来了，反季节蔬菜已成为常态，人们想吃什么都
有，不用再过那种冬季只有大白菜为主要蔬菜的日子了。
其实在古代，为了丰富人们冬季菜篮子里的蔬菜，也作出
了不少的探索，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朱裳一生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勤政爱
民，政绩卓著，是明朝著名的清官。

朱裳执法严明，不避权贵。他出任河
东巡盐御史时，发现锦衣卫左都督钱宁长
期派人买卖私盐，从中牟利。钱宁是皇帝
的亲信、宦官钱能的养子，当时没人敢管
他，而朱裳却毫无畏惧地依法惩处了他。

朱裳为人刚正，敢于直言。中宫宦官
黎鉴假借给皇帝进贡之名，从山东聚敛财
物，刚直正派的监察御史王相巡按山东时，
发现了他的罪行，上奏弹劾他，结果反被黎
鉴诬陷，被收监治罪。朱裳得知后，十分气
愤，决心为王相翻案。他借巡按山东的机
会，查明了王相被诬陷的事实。为此，他同
时上了两道奏折，一是为王相申冤，一是弹
劾黎鉴，列举了他八大罪状。最后，虽没能
使王相官复原职，却使王相免于一死。

明武宗是位极其昏庸的皇帝，重用宦
官，不理朝政，挥霍无度，在奸臣江彬怂恿下
游山玩水，此事遭文武百官反对，明武宗不仅
不听，反而下诏南巡。众臣纷纷上书阻拦，
明武宗大怒，竟下令罚107人在午门前跪5
天、146人受廷杖，想以此堵住朝臣进谏。朱
裳从外地巡按回京，听说此事，冒死上书，力
谏明武宗“正心、讲学、戒游佚，近君子远小

人”，并大胆地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向黎民
百姓谢罪。在当时那种环境中，朱裳敢于冒
死进谏，其忧国忧民的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

朱裳廉洁自律，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他
以清贫为乐，年轻时，自号“安贫子”，这也成了
他的绰号。朱裳当官后，还一直让妻子亲自烧
火做饭。饭菜也十分简单，很少见荤腥，同僚
为此送他一个“长斋”的绰号。他听了之后，索
性将自己的号改为“安斋”。妻子生孩子时，朱
裳穿一身旧衣，亲自下厨做饭。接生婆来了，
认为他是仆人，还吆喝他做这做那，当接生完
了，从朱裳手中接过接生费时，才知道他是布
政使大人，感动得直落泪。

朱裳父亲去世，他回家守制。此时，他家
中仍是“草舍席门”“一如寒士”。他为官几十
年，没为家里添置一亩地、没有翻修过一间
屋，却常常尽其所有周济乡邻，救助穷苦之
人。人们敬佩他的人品和清廉、爱民、正义、
敢言的风骨，在家乡为他修了一座“无愧亭”，
并立数块石碑表彰他的功德和业绩。

党的百年历史当中，曾经涌现出很多
卓有特色的党员。和钱壮飞、李克农并列
中共隐蔽战线“龙潭三杰”的胡底，他不仅是
出色的特工，而且还是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
中央苏区著名的编剧和演员。他创作的剧目
很多，题材涉猎广泛，如影响较大的《为谁牺
牲》等，但是笔者认为成就最高且颇有特色的
当推滑稽喜剧《松鼠》。

这部剧作于1933年11月2日，又名《红色
间谍》。现存的一张演出海报记载了它的创作
和演出时间，同时还标明“工人剧社总社印发”。

当时中央苏区非常注重文艺，尤其是针对
战士和群众的宣传，以达到迅速及时地传达党
和红军的宗旨、鼓舞士气、提振军心、团结大众
的目的。因此，虽然条件简陋、时间仓促，但是
当时的戏剧氛围十分浓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
作品。毛泽东、瞿秋白都对红色戏剧有过具体
的指导和帮助，很多高级干部如聂荣臻、罗荣
桓、罗瑞卿、肖华等人都直接参与过创作和演
出。因为热情高涨，各种剧团层出不穷，其中
第一个专业剧团是红军学校的八一剧团，而
工人剧社即由八一剧团扩建而成，它成为当
时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引领者，创作骨干除曾
经留洋的戏剧家沙可夫、李伯钊等人之外，“龙
潭三杰”也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

由于年久和各种因素所限，那时的戏剧
作品保留下来的并不多，但是大浪淘沙，还是
有一些作品经过各种途径得以存世，胡底的
这部《松鼠》则是其中重要代表。

为什么推荐它？因为它巧妙地用喜剧的
方式表达了严肃的事关敌我的主题。它是一
部红军的侦探剧，作为党的谍战工作主要创
始人物之一的胡底，把个人的侦探智慧融入
编剧智慧，以两种智慧生成了一部喜剧。

剧本正文前面有一个题记——“侦探灵活
如松鼠”，强调侦探工作是军事胜利必备的条
件。本剧指出，侦探工作是一种艺术工作，健全
侦探工作及消灭敌探工作必须双管齐下。

侦探工作是一种艺术工作，这是胡底从事
侦探工作和艺术工作的心得。早在来到中央
苏区之前，胡底就已经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从
事党的地下工作，而他一度公开的身份是电影
演员，他将自己双重实践得来的思维运用到戏
剧创作当中。高大帅气的胡底是一名武打喜
剧演员，有文章称他为“东方的范朋克”。范朋
克是美国著名幽默电影明星，是第一代佐罗的
扮演者，由此约略可知胡底的风采，而他创作
滑稽喜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对《松鼠》这部剧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这部剧分为四幕，第一幕是《操场》。在

野外草坪，白军旅长让白军们去当红军，队伍
中有人信以为真，而旅长说是让他们到红军
里去当白军，即卧底。经过做出笑、哭和傻瓜
的表情考察，只有白军连长符合一个侦探的
条件，这时白军党部秘书长前来，又对白军连
长进行了政治上的考察，命令白军连长先到
师部侦探培训班培训。

第二幕是《红军连长办公室》。白军连长

伪装成红军文书上士，并在一天夜晚潜伏到红军
连长的床下，企图偷盖印章，此时红军传令员和红
军列宁室主任突然进屋并和红军连长开玩笑说
活捉了蒋介石，因而产生误会，致使红军列宁室主
任发现床下有人并指出时，都不能使红军连长相
信，由此让白军连长得以逃跑。而这时红军指导
员来传达团部一项任务，即派一个侦探到白军卧
底，红军指导员推荐红军列宁室主任，但是红军连
长认为他有流氓习气而不同意。红军列宁室主
任再度进来，指出白军连长具有嫌疑，红军连长不
认同，但是红军指导员同意这个观点。红军列宁
室主任按照红军连长的命令去找白军连长，将其
带来审问考察，红军连长仍执迷不悟。红军指导
员最终确定让红军列宁室主任去当白军。

第三幕是《白军课堂》。红军列宁室主任伪
装成白军三班班长，带领白军士兵与敌周旋，在
白军课堂上，与白军党部秘书长和白军旅长舌
战，此段情节充满了戏谑和笑梗。红军列宁室
主任成功地策反了白军战士，使他们能够嘲笑
白军党部秘书长和旅长，嘲笑蒋介石，而深信只
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第四幕是《贫农家庭》。白军甲想抢茶馆老
板娘的鸡，被红军列宁室主任阻止，因为误会，老
板娘以为白军甲当过红军，而白军甲负气说出：
“我明天就当红军，你把老子怎样？”老板娘居然
因此把鸡拿出送给白军甲，由此态度可见人心
向背。老板娘又拿出茶水花生招待众人，说如
果他们想当红军可以马上带他们去，但是红军
列宁室主任则说，不能这样简单地去，要暴动，要
将一旅的人都拉过去！红军列宁室主任写了一
封信让老板娘给红军送去。全剧由此而终。

这部油印保留下来的剧本弥足珍贵，而剧
情更是力透纸背，这部剧本代表了当年中央苏
区话剧的较高水平，它化怒骂、控诉与批判在嬉
笑之间，看似荒诞不经，其实深刻地表达了作者
的思想倾向。在当年，《松鼠》这部剧曾经成功地
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提高了战士们的觉悟。

拾遗
朱德：写在墙上的留款信
“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

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
板手礼（里）。红军”，在福建省漳平
市杨美村传统民厝荣福堂内的墙壁
上，一幅高0.55米、宽0.35米的留款
信十分引人注目。
1929年8月，国民党“会剿”闽

西革命根据地。为了保卫闽西土地
革命的胜利果实，粉碎敌人的三省
“会剿”，扩大红色区域，红四军决定
由军长朱德率领二、三纵队向闽中
进军。其间经过杨美村，当地群众
对红军不甚了解，群众扶老携幼、带
着财物，纷纷离家躲进深山老林。
当时，杨美村上埔山有个腿脚

不便的老人叫苏观泗，他曾经听过
红军三打龙岩城的传奇故事，对土

豪劣绅造谣抱有怀疑，很想看看红
军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全村只
有他一人留了下来。

朱德率部到达杨美村时，正值
中午，部队没米下锅，为了购买粮
食，红四军战士跑遍全村，在一间小
杂货店里找到了苏观泗老人。战士
们耐心地向老人解释了红军的宗
旨、任务以及纪律，同时请他帮忙购
买粮食以解决军中急需。在他的带
领下，红军战士来到了苏观泗堂弟
苏和的家中，苏和不在家，米缸中却
盛满了大米。

在苏观泗的应允下，红军战士
为主人留下充足的口粮后，以高于
市价的价格买下了26斤大米，并请
苏观泗老人转交米款二元大洋给苏
和。考虑到当时复杂的环境，为了
便于提供主人查核，临行前红军返
回苏和家中，在他家的墙壁上写下
了这封红军留款信。

李苦禅：巧作画支援抗战
李苦禅不仅在绘画上拥有极高

的造诣，而且还是一位爱国人士。
在抗战时期，他曾用卖画得来的钱
为党组织解了燃眉之急。
有一次，一位商人想让李苦禅

帮他画 100个扇面。虽然对方付
的价钱非常不错，但给出的时间
却很苛刻，要求一周之内提货。
李苦禅思忖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这笔买卖。
按照往日的作画方法，一个一

个地去画扇面，少说也要一个多月
的时间，约定的时间肯定无法交
差。思来想去，李苦禅最终想到了
一个好办法：他先是用半天的时间
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这个夹子
的大小与所要画的扇面大小吻合。
接下来，他又提前找出100个需要

画的扇面放置旁边，等一切布置停
当后，李苦禅便开始作起画来。如
果第一笔画的是山石，那么，李苦禅
会随即在其余99张的扇面上也画
上山石；而下一笔要是画花鸟，相应
的，他也会在其余99张的扇面上也
画上花鸟。他的这个做法，就像一
个加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一样，既简
洁、又方便。
就这样，李苦禅连续工作了好

几天，终于在约定的时间内交货。
那位商人也非常爽快，不仅按规定
支付了全部的费用，而且还多给了
十把扇子的钱，他觉得李苦禅能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任
务，内心既敬佩又感动。
李苦禅在拿到画酬的第二天，

听说正在前线打仗的八路军生活
非常艰苦，连吃饭都成问题时，想
也没想，便将那一大笔钱无偿捐了
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