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谚说：“夏至三庚数头

伏”。今年的7月16日入伏，意

味着一年中最炎热的盛夏高

温季节就此开始。民间有“热

在三伏”之说，夏阳酷暑，流金

铄石，没有空调的古人如何消

夏避暑呢？古人纳凉的方式

可谓天然环保、情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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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扇轻摇风自来。手摇扇子来纳凉，
是中国古代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消夏方
式和风俗。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纳凉用的扇子。后
世一直沿用不衰，直到今天，扇子依然是
夏天人们手中常见的纳凉之物。扇子材
质较多，有苇扇、蒲扇、纸扇、帛扇、绢扇、
羽扇，款式有直柄扇、折扇，还有富贵人
家、宫廷中使用的超大号人工摇扇等。不
管材质、样式如何变化，扇子摇风取凉的
功能却始终没有变：“盛夏不销雪，终年无
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也正因
为如此，古籍中常把扇子亲切地称为“摇
风”“凉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时，
人们制出了史上最具机巧的纳凉神器
——“叶轮拨风”，《西京杂记》中记载：“长
安巧匠丁缓作七轮扇，大皆径丈，相连续，
一人运之，满堂寒颤。”“一人运之”而“满
堂寒颤”，堪比现代的电风扇。

更围高屋搭凉棚。搭凉棚、挂竹帘、
糊冷布，是古代比较普遍的夏季纳凉风
俗。据《北京风物杂咏》记载，入夏后，富
贵人家和宫廷里，都要在庭院、宫殿上，用
布或苇席搭成凉棚，用于遮阳、纳凉，“绿
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
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盛夏时节，
三五知己坐于凉棚之下，高谈阔论，吃瓜
饮茶，好不惬意！

铜碗声声唤卖冰。早在春秋时期，人
们就学会了冬季储冰夏季用，《诗经》中有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记
载，意即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
块藏入冰窖。周代的宫廷中，甚至还设有
“凌人”一职，专门掌管储冰。唐宋时期，
宫廷内均有皇帝举行宫廷冷宴和赐冰给
大臣的习俗和记载。明清两代更是几成
定制，明代有“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的
记载，清代有“京师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
止，各衙门例有赐冰，届时由工部颁给冰
票”的记载。说明明清两代，“发冰票”“赐
冰块”成了一种“待遇”。古代没有冰激
凌，但古人也别出心裁地造出了类似冰激

凌的消夏冷饮——“冰食”，且上市行售。
《唐摭言》中有“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的
记载。宋代时出现了“冰酪”，是一种果
汁、牛奶、药菊、冰块混合冰冻后形成的冷
饮，可以视为现代冰激凌的雏形或鼻祖，
诗人杨万里赋诗赞之曰：“帝城六月日卓
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
行人未吃心眼开。”到了清代，冷饮就更丰
富了，《燕京岁时记》中载：“那时的四大冰
食佳品，一是酸梅汤，二是西瓜汁，三是杏

仁豆腐，四是什锦盘，均以冰镇之。”清人
王渔洋也有“樱桃已过茶香减，铜碗声声
唤卖冰”的诗句，生动描述了北方夏日的
生活场景。

檐上飞流坠如雨。古时，皇宫内院和
民间富贵人家，还采取了一种气势磅礴的
纳凉祛暑方法：人造瀑布。即用翻水车把
凉水提到屋顶的储水池中，然后再让水沿
房檐四周流下，形成了一种人造瀑布，借
以冲凉降温。《唐语林》中即有“宅第有一

雨亭，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
秋”的记载。后来，人们为了节省水源，便
又发明了一种“循环瀑布”，借助风力，通
过器具，将瀑布流下的水再提到高处，再
淌下来，形成新的一轮瀑布。
饮茶赏荷暑气收。古人通过生活实践

发现，夏天喝热茶，恰恰有助于消除暑气。
一茶热茶入腹，热汗淋漓，经风一吹，自然
带走了全身的暑热。于是“品茗袪暑”便成
了一种接地气的大众消暑方式。就连苏东
坡也在炎热的盛夏，到处寻热茶喝：“酒困
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
人家。”夏日赏荷也是大众比较喜欢的一种
纳凉方式。宋代诗人杨万里在《暮热游荷
池上》诗中写道：“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
得一西风。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
伞中。”人在河畔，凉风拂面，波光潋滟中，
满塘荷花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确实
令人神闲气定、心旷神怡。

浮瓜沉李解暑烦。赤日炎炎，吃些清
热防暑食物，也是古人的消暑方法之一。
因此，古人发明了西瓜、李、荷叶、绿豆汤、
鳝羹、银苗菜、新莲、避暑汤等很多消暑食
物。《膳夫录》中载：“汴中节食，伏日绿荷
包子”。荷具有清暑利湿、生津止渴等作
用，所以，古人赏荷之余，也用荷制成美食
来消暑，开发出了“荷水”“莲子羹”“荷叶
茶”“莲子饮”等一系列“荷族凉食”。

一枕清凉入梦来。用睡瓷枕的方式
来纳凉，这种消暑方式就有些精致的味道
了。隋唐时期，社会上流行用瓷作枕，“瓷
釉枕”几成生活日用品。盛夏时节，睡这
种瓷枕午休、夜寐，自然凉气丛生，“半窗
千里月，一枕五更风”。明清两代，瓷枕纳
凉更是大行其道，乾隆皇帝曾作诗曰：“瓷
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梦
蝶更应安。”意思是说瓷枕不但有纳凉消
暑的作用，还有催眠、安眠的功效。

由此可见，在古代，在没有冰箱、电风
扇、空调的夏天，古人凭借无尽的智慧和
创造力，想出种种消暑妙招，让夏天过得
清凉又有诗意。

夏木阴阴正可人

夏天烈日炎炎，如果能得到遮天蔽日的一片树阴真
是乘凉的好去处。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魏收，夏
天坐在板凳上，躲在树阴下读书，随着日光的移动，树阴
自然也随之移动，魏收也就跟着树阴移动，由于读书精力
集中，竟忘记了溽暑。而唐朝著名宰相姚崇的避暑方式
则是穿着细葛布做的单衣，骑着小马，在树阴下漫游，优
哉游哉，烦热全消。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

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唐末将领高骈的七言绝句《山亭夏
日》，描写了在山间幽静的庭院里，满目绿树浓阴，帘子随
风轻轻晃动，蔷薇的香气伴着阵阵凉风袭来，充盈在庭院
的每一个角落；尽管是暑气蒸人的夏日，在树阴之下依然
是悠闲与宁静，唐代诗人李频有“当暑忆归林，陶家借柳
阴”的诗句；曾任唐玄宗侍卫的韦应物喜欢到山野的树林
里乘凉，清风绿叶，月光清辉，天然氧吧，他在《精舍纳凉》
中写道，“山景寂已晦，野寺变苍苍。夕风吹高殿，露叶散
林光。清钟始戒夜，幽禽尚归翔。谁复掩扉卧，不咏南轩
凉”；北宋诗人秦观感觉在浓密葱绿的树阴下更让人凉爽
可心，“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南宋诗人曾
几喜欢一个人在绿阴如盖的山路上行走，四周杳无人踪，
万籁俱寂，曲径通幽处传来的几声黄鹂鸣叫，更显山道空
旷、幽静，闷热、烦躁顿时消失，令人凉爽、惬意。他写道：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
添得黄鹂四五声。”

风定池莲自在香

河岸、池塘边也是乘凉的好去处。炎炎夏日，热风经
过河水的浸渗，再徐徐吹来，立即变得凉飕飕的。唐代诗
人孟浩然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隐居于老家襄阳。夏
季，他常到襄阳郊外的岘山涧南园的南亭荷花池边纳凉，
并约上同乡好友辛大在此抚琴饮酒。辛大仙逝后，孟浩
然在夕阳西下、素月东升的夜晚，独自一人在池边纳凉弹
琴，却无知音喝彩，一阵阵的荷香飘来，竹子上的露水滴

到池水中，发出清脆的声音，他不由追思故人，写下了《夏
日南亭怀辛大》一诗：“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
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
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唐朝的达官显贵们在私家花园的池塘边建有水亭以
避暑，先将冷水贮在亭顶的水罐中，然后让水从亭子的顶
檐四周流下，形成雨帘，从而起到降温的效果。有一次唐
朝诗人刘禹锡在刘驸马府邸的水亭避暑，碧波涟漪，翠
竹、红莲环绕，凉爽的河风吹来，地上竹席也自然生凉，端
起琥珀杯，饮着美酒，品尝着御厨做的佳肴和冰镇水果，
真是奢侈和闲适。刘禹锡不由地诗兴大发，赋诗一首：
“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琥珀盏红疑漏酒，
水晶帘莹更通风。赐冰满碗沉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
尽日逍遥避烦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唐朝诗人陆希声也喜欢在水亭中纳凉，他写有《绿云
亭》一诗描写了这一情景：“六月清凉绿树阴，小亭高卧涤
烦襟。羲皇向上何人到，永日时时弄素琴。”

北宋诗人秦观寻访到一个绝离烦热的避暑佳所，那
就是位于画桥南畔绿柳成行的地方，他安上胡床，斜躺在
上面，尽情领略纳凉的悠闲自在。船妹子的笛声在水面
萦绕起伏，盛开的莲花在风中飘着幽香，沁人心脾。他不
由地写下了《纳凉》一诗：“携扙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
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但能心静即身凉

心里平静，内心自然凉快，而心静又何尝容易？心静
是指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幽居独处时的一种自然、平和
的心态。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
人间尘世，能做到“心静自然凉”者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

到，但能心静即身凉。”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的夏季，酷
暑难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到东都洛阳的寺
庙拜访恒寂大师，禅房内恒寂大师安静自如地盘腿而
坐。大汗淋漓的白居易惊讶地问道：“大师，此处好闷热，
如何不换个地方纳凉？”恒寂大师淡然一笑，不以为然地
说：“我感觉此地很凉快啊。”白居易听后，猛然醒悟，烈日
炎炎，禅房也非凉爽之地，但是恒寂大师超脱尘世纷繁的

干扰，心如止水，凉爽之意顿时而来。受到启发，白居易
作了这首《苦热题恒寂师禅室》。白居易在历经官场仕途
的险恶沉浮和人生的曲折坎坷后，看破红尘，晚年欲弃官
归隐，当被任命为同州刺史时，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
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时，勉强就任，但仍留在洛
阳安享晚年。在封建社会官场上互相倾轧、你死我活的
大环境下，白居易能够大彻大悟，真正做到“心静自然
凉”。他在另一首《销暑》诗中，幽默调侃地说：“何以销烦
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
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意思是只要
你在院子里坐着，心无杂念，静下心来，你就会感觉窗子
有凉爽的清风徐徐吹来，凉爽无比。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

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杨万里的这首《夏夜追凉》诗，描写
了夜深气清、静中生凉的感悟。中午时分，烈日暴晒，是
一天中最为酷热的时刻，然而夜晚还是那么热，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推开房门，一股热浪迎面扑来，他来到婆娑的
竹林中，站立于皎洁的月光之下，听着悦耳的虫吟，清辉
孤影，夜深气清，凉意顿生，闷热暑气一扫而光。而这凉
意并非夜风送爽，而是心静而致。

北宋著名诗人、学者梅尧臣对心静自然凉又有另一
番感受。他在《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一诗中写
道：“绀宇迎凉日，方床御绤衣。清谈停玉麈，雅曲弄金
徽。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
归。”尽管是热浪翻滚的中伏时节，清幽寂静的佛寺，没有
俗世间杂念的羁绊，清谈高深的佛法玄理，时而有钟鼓琴
瑟之声悠扬，凉爽气息迎面而来，何须酣饮避暑，在此品
上一杯清茗就令人乐而忘返。

王维出仕后，曾任太乐丞、右拾遗和监察御史，他在
京城南面的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林木茂密，郁郁葱
葱，湖泊碧波荡漾，溪流潺潺，馆舍、房屋散布其间，每到
夏季，山风习习凉爽怡人。王维与他的知心好友在此度
夏避暑，垂钓饮酒，谈论诗文，修身养性，过着悠闲自在的
隐居生活。他在《纳凉》诗中有详细描述：“乔木万余株，
清流贯其中。前临大川口，豁达来长风。涟漪涵白沙，素
鲔如游空。偃卧盘石上，翻涛沃微躬。漱流复濯足，前对
钓鱼翁。贪饵凡几许，徒思莲叶东。”如此雅致闲适的休
闲纳凉方式，仿佛远离了喧嚣和浮躁，令人神清气爽，倍
感清凉与宁静。

天然环保有情趣
贾传静

三国时，走投无路的马超投降了已在蜀称帝的刘备。刘备
很高兴，当天就任命他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但高兴没几天，
烦恼就来了。

原来马超出身名门，乃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少年成名，
曹操曾多次征召他入京为官，都被心高气傲的他拒绝了。如今到了
刘备手下，得到了特别的礼遇，他有些飘飘然，说话间常直呼刘备其
名，大有跟刘备哥们儿相逢相见恨晚的意思，完全没了君臣之礼。
对此，素有涵养的刘备只能苦笑，不好直面申斥。关羽却看不过

眼了，他恨恨地对刘备说：“马超无礼之极，不如让我杀了他以立君
威。”刘备以值此用人之际不可擅杀大将为由，没有同意。张飞见此
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做个榜样，让他知道应当遵守礼法。”

第二天，刘备召集全体部将，关羽、张飞携刀佩剑肃立在刘备身
边。马超入席后向两边看了看，没见关羽和张飞在座席上，正自奇怪，
抬头一看，才见两个人毕恭毕敬地侍立在刘备身旁，不禁大吃一惊。
自此，马超知道了刘备的尊贵，说起话来分外恭敬。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唐邓节度使李愬奉命讨伐淮西藩镇叛

乱，他率一支奇兵雪夜突袭叛军的老巢蔡州，活捉了叛首吴元济。李
愬计划将吴元济押解往京城长安，出发前，他在一处玩蹴鞠的宽阔球
场整肃队伍，等待迎接战役总指挥、宰相裴度。

裴度入城，蔡州百姓蜂拥出来观看。李愬全副戎装率部出来迎
接，见到裴度的仪仗，他立刻下马在大路的旁边拜倒施礼。
裴度一见，忙朝旁边避开，因为他虽是主帅，但两人官级相仿，而

立下首功的又是李愬，所以裴度不愿接受李愬如此恭敬的一拜。
李愬说：“蔡州人野蛮骄横，弄不清上下的礼节已经几十年了，今

天希望裴公能以你我之间的礼节，给他们做个示范，使他们知道朝廷
的尊严。”
裴度闻言，马上正容接受了李愬的拜见。蔡州的百姓见了，无不

感到惊憾，自此民风得到了转变。
当初，东晋宰相谢安的夫人曾经抱怨他从来不管教自己的孩子，

谢安并不辩解，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我常自教儿。”意思是，我常常用
自己的行为来教啊！
谢安说得没错，教育他人，与其夸夸其谈，不如以身作则，亲自打

个样，更能让人口服心服。

古人消暑有妙招
钱国宏

“灯红酒绿”也可以写作“绿酒红灯”，这个形容奢侈豪华、纸醉金
迷的享乐生活的成语让很多人困惑不已：灯可以是红的，但是酒为什
么用“绿”来形容呢？

让我们重温一下白居易的著名诗篇《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
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很显然，诗中的“绿蚁”指美酒。
为什么叫“绿蚁”？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用各种青色的草药兑制而成的
酒，呈绿色。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刚刚酿出来、还没有过滤掉酒糟的酒
称“醅”，白居易明明说饮的是“新醅酒”，而草药泡酒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将各种草药兑制的酒调到一起，绝对不能称之为“新醅酒”。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认为蒸馏酒“自元时始创其法”，在没有蒸
馏技术的中古时期，新酒酿熟，饮用时要将酒糟分离，李白《金陵酒肆留
别》一诗中的名句“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所谓“压酒”，就
是指吴姬压糟而取酒，李白所饮的，也正是“新醅酒”。
相对于“新醅酒”，久放的酒称“旧醅”，杜甫《客至》一诗中有“樽酒家

贫只旧醅”的诗句，就是指久放的酒，毫无疑问，这种酒的味道比不上“新
醅酒”，才会让杜甫感叹乃是“家贫”的缘故。
“绿蚁”之“蚁”字也可以说明白居易饮的是“新醅酒”。用“蚁”字来

形容酒，始出东汉学者张衡的《南都赋》，其中有“醪敷径寸，浮蚁若萍”的
句子，这是指用米酿制而成的酒，“醪”即指尚未滤去酒糟，想一想我们都
吃过的醪糟就明白了。尚未滤去的酒糟很稠，浮在酒面上，同时还生成
了许许多多的泡沫，这些泡沫就被古人风雅地以“浮蚁”相称，因为看起
来就像一只只蚂蚁的形状，只有新酿的酒才会产生“浮蚁”。

据《周礼》记载，周代酒分五等，第一等叫“泛齐”，东汉学者郑玄
注解说：“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唐代学者贾公彦则
进一步解释说：“言泛者，谓此齐熟时，滓浮在上，泛泛然。”东汉学者
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也同样写道：“泛齐，浮蚁在上，泛泛然也。”
由以上这些解释可知，“浮蚁”乃是“新醅酒”产生的特有现象。
那么，蚂蚁明明是黑色的，为什么称之为“绿蚁”呢？这是因为古

人只取了蚂蚁的形状来形容新酒的泡沫，而新酿的酒则呈绿色，张衡
“浮蚁若萍”的比喻，不仅形容新酒的泡沫像浮蚁，像浮萍，而且用
“萍”字点明了新酒的颜色，即绿色。

古代真的有绿色的酒吗？答案是：有。这种酒有一个极其美丽
的名字“醽醁”，据文学家盛弘之所著《荆州记》载：“长沙郡有酃湖，取
湖水为酒，极甘美。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县有井，官取水为
酒，与湘东酃酒常年献之。”所谓“醽醁”，即这两种酒的合称，不过将
酃、渌二字都改为了“酉”字旁而已。

盛弘之没有记载醽醁酒的颜色。酿制醽醁酒的水好，用黍米刚刚
酿制出来的时候，酒的颜色呈淡淡的碧绿色，因此醽醁又称“醽绿”“绿
酒”“碧酒”，正符合张衡“浮蚁若萍”的形容。

从魏晋开始，文人们的诗词中屡屡出现绿酒的倩影。比如陶渊
明《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杜甫《送率府
程录事还乡》：“素丝挈长鱼，碧酒随玉粒。”最为雄辩的描述分别出自
杜甫和唐末诗人李咸用之手。杜甫《宴戎州杨使君东楼》：“重碧拈春
酒，轻红擘荔枝。”“重碧”与荔枝的“轻红”对举，即为酒的绿色的写
照。李咸用《短歌行》：“一樽绿酒绿于染，拍手高歌天地险。”绿酒的
碧绿之色竟至于“绿于染”！

除此之外，绿酒的别名还有很多，无一不是用“绿”来比喻的：绿
杯，绿樽，绿觞素蚁，绿酎，绿醅，绿醑，绿醪，碧香，碧醪……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总结了各种颜色的酒：“红曰醍，绿曰醽，

白曰醝。”浅红色的酒称“醍”，绿色的酒称“醽”，白色的酒称“醝”。
以上就是“绿酒”的出处。蒸

馏酒的技法发明之后，酒呈白色，
人们再也喝不到“绿蚁新醅”和吴
姬现场所压的绿酒，因此也就完全
不理解“灯红酒绿”这个成语对美
酒的形容了。

盛夏来临，中华大地一片

赤日炎炎。现代人想尽了各种

方法避暑纳凉，那么，在科技远

没有今天发达的古代，人们是

如何消暑的呢？

刘贯道《消夏图》
佚名《柳院消暑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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