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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中国食客们早已习惯了

“中华美食甲天下”的尊荣，街边商厦林

林总总的小吃店，墙上往往喜欢挂一段

上逾千年的传说——虽然食客大多也不

会把这些动辄与乾隆、诸葛亮、秦始皇甚

至是黄帝、女娲的故事当真，但换个视角

将华夏五千年历史视为五千年美食史，

似乎也不算太夸张。

然而，历史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

外。中国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中华美

食文化其实异常晚熟：“南食”“北食”直

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分野，土豆、玉米、番

茄、辣椒等食材直到明代才传入，“四大

菜系”直到清初才成型，而当“八大菜系”

隆重登场时，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走向了

尾声。不少如大盘鸡、螺蛳粉这种人们

习以为常的小吃、菜肴菜式直到新中国

成立之后才诞生，而“菜系”作为一个专

有词条，直到1992年才被收录到《中国

烹饪辞典》中。

没错，中华美食的确博大精深，但它

的成长之路却也曲折萦纡，历经磨难。

了解到中华美食荣光背后的漫漫长

路，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岁月里，食客

们或许会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

句古训有更深的感悟。中华美食是美好

的，华丽的，精致的，同时也是坚韧的，顽强

的，隐忍的。中华美食文化是古老悠远的，

同时也是大器晚成的。三代以降，五千

年时光仿佛是一场漫长的蛰伏，为的只

是在某一个时间，爆发出最绚烂的华章。

更值得回味的是，这一个爆发的时

段，正是中国人面对大变局积极吸收先

进思想和制度，重塑华夏荣光的时代。

其实，饮食之道、为人之道、谋国之道，在

某种层面上也是相通的：食客们觥筹交

错之中、在推杯换盏之时其实不难发现，

中国美食自古以来最不缺的，就是兼容

并蓄的气度和能力。倘若孔子泉下有

知，见到这一幕大约也不会再坚持“君子

谋道不谋食”了吧——谋食之道里，自有

一个民族最坚韧的初心。

“民以食为天”逼
出的想像力

司马迁所引的“民以食为天”，指的

不是百姓对食物的盲目热情，而是传统

农耕社会生存压力的写照。作为农业古

国，中国较之其他文明更早出现了人口

生态压力，这一压力在缔造了灵渠、都江

堰、大运河等奇迹的同时，也极大激发了

中国人对食材的想象力。

中国人的美食追求并非天然通向

“味道至上”。先秦以降，中国饮食与养

生、医疗结合得更为紧密，两汉时期谶纬

之学与仙道之风盛行，饮食养生的风气

远较宴席间的觥筹交错更吸引士大夫阶

层。历史悠久的辟谷习俗，从某种角度

来看甚至是反美食主义。

后人言及“盛世”，大多会将目光指

向汉唐两代。这两个朝代，国家统一、文

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直到几千

年后，“汉字”和“唐人街”依然是中华文

化的代名词。然而即便是这两个朝代，

中国人的粮食危机也不绝于史。《汉书》

中动辄出现“大饥，人相食”“饥，或人相

食”的记载，而唐代皇帝曾十余次因缺

粮暂时迁都洛阳，留下了“逐粮天子”

“就食东都”这个历史名词。帝尤如此，

民何以堪。

穷则思变，在巨大的粮食危机面前，

也不由得古时的中国人对食物不具备足

够的想像力。三国时期，中原动荡不安，

天下四分五裂，曹操一边感叹着“白骨露

於野，千里无鸡鸣”，一边编著了中国第

一部独立饮食著作《四时食制》。南北朝

时期，战争连年不断，自然灾害频发，集

北方民间减灾思想和经验之大成的著作

《齐民要术》应运而生。金朝入主中原，

宋室及北方士大夫阶层大举南迁后，以

水稻栽培为主要内容的《陈敷农书》问

世。元朝借助强大的骑兵缔造了人类历

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但也让无数肥沃富

饶的田地变得满目疮痍，司农司受命编

著官书《农桑辑要》，之后王祯《农书》、鲁

明善《农桑撮要》几乎同时出现，这一系

列农学方面的成熟绝非偶然的巧合。

掩卷，又不得不联想到中华美食的

烹饪技法和食材范围，相较于其他国家

的菜系简直到丰富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这是不是因为生存状况倒逼而形成的想

像力呢？

“五谷杂粮”隐藏
的包容性

如果说尽可能提高食材的利用率是

“节流”，那积极引入外来物种为己所用

就是“开源”；如果说“节流”表现了中华

美食背后的地大物博，那“开源”则揭示

了中华美食文化的兼容并蓄。

俗语有云：“人食五谷杂粮，孰能无

疾。”“五谷”，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

代表。“五谷”有两种说法，一是郑玄认为

的“麻、黍、稷、麦、豆”，二是赵歧认为的：

“稻、黍、稷、麦、菽”。无论哪一种说法，

麦——这里主要指小麦，都是中国人自

古以来最重要、最普遍的主食之一。

然而，小麦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农

作物。换句话说，支撑起中国几千年文

明、给中华美食带来无限荣光的小麦，其

实是个货真价实的舶来品。小麦起源于

新月沃地，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新疆

孔雀河畔的古墓沟等西北地区分别发现

了公元前两三千年的小麦遗存，这让后

世的考古学家大致能勾勒出小麦传入中

国的路线。小麦古称“麳”，在甲骨文中，

“来”为小麦植株形象，“来”的“行来”之

义正渊源于小麦的舶来品身份。当然，

小麦的本土化也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

年之久，直到北宋时期，中国农人才在土

壤耕作、种子处理、栽培管理等技术层面

积累到了足够的经验知识，让小麦在北

方种植制度中取得了核心地位。

中国的主食，有“北面南米”之称，这

背后是农作物上的“北麦南稻”。中国是

水稻的原产地之一，这毋庸置疑，但在古

代中国“华夷秩序”的视野下，水稻来源

于百越族先民的驯化，其实也并非纯粹

的中原物产。大禹曾在黄河流域尝试推

广稻作，对于以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为

中心的夏王朝来说，大禹的作法无疑是

一次物种引进的尝试，只是因为这一引

进史过于久远，而长江文明最终与黄河

文明一道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因而被淡忘了。

但即便如此，关于水稻的引进史也

并没有停止，《宋史 ·食货志》载：“大中祥

符四年（1011年）……帝以江淮、两浙稍

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

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

之，盖旱稻也……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

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这里提到的占

城稻，即源于古代越南南部的小国占

城。占城稻适应性强、生长期短，因而在

大中祥符被引入长江流域，以应对灾荒

之困。

20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抗日战争

最为艰苦的时期，东北地区流传了一首

悲愤激昂的《松花江上》，起首一句便是：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

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高粱”二字，很东北，也很中国，但

不要意外——高粱的原产地不是中国，

甚至不是东亚，而是遥远的非洲。高粱

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更难考证，因其

早期有“蜀林”“巴禾”之称，可能是由西

南地区渐次传入中原，直到宋元两代成

为北方人的重要主食。

除了主食，中国人对蔬菜瓜果更是

海纳百川。中国人的菜谱上，有三类食

材从名称就能看出其“海外血统”：第一

类名称中带“胡”，基本于汉晋时期由西

北陆路引入，主要有胡豆（蚕豆）、胡瓜

（黄瓜）、胡蒜（大蒜）等。胡萝卜也源于

西亚，但传入中国的时间稍晚。第二类

名称中带“番”，主要于南宋、元明及清初

由番舶引入，如番茄、番薯（红薯）、番椒

（辣椒）等。第三类名称中带“洋”，大多

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洋葱、洋芋（马铃

薯）、洋白菜（甘蓝）等。如今，这些外来

物种早已融入中华美食，甚至成为某些

食物的灵魂所在——没有了蒜泥，火锅

会黯然失色；没有了辣椒，整个川菜都

会“哑火”；没有了番茄，多少人学会的

第一个炒菜（番茄炒蛋）恐怕也要变个名

称了……

《随园食单》背后
的钻研心

中国食客说起中华美食之道，往往

喜欢引用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八个字。其实，孔子所言的“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更侧重于祭祀时饮食的态度

而非对味道的追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

期，烹饪、碓舂、切肉工艺均相对原始，将

“食”做“精”、“脍”做“细”，体现了厨人与

食者严肃真诚的态度。与此相对，孔子

针对口腹之欲多有“君子食无求饱”的论

断，追求食物的奢华精细，本身便与孔子

的理念背道而驰。

孔子的饮食观背后，是其心怀的礼

制。其实中国人与食物最早的联结不是

味道，而是礼仪。《礼记》所言“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大意即是“礼仪制度和风俗

习惯始于饮食礼”；而据《周礼》所载，周

王室四千多名治官中一半以上的职责与

饮食相关，细品之余不难发现上古食物

与生俱来的森严与拘谨。春秋时期最著

名的厨师——同时也是后世厨师的“祖

师”易牙，其精致的厨艺与其说是职人的

素养，更不如说是史书为勾画其残忍而

加的脚注，从中也不难口味到美食与美

德之间隐隐的矛盾。

古代中国对食物的“淡漠”不仅出于

食材的缓慢积累、交融，更在于儒家文化

对口腹之欲的“打压”。一方面，孔子“君

子谋道不谋食”的教诲让士大夫阶层往

往远离庖厨而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另一

方面，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后，士大夫阶层仕途通畅，“学而优则

仕”也有着丰富的现实回报。至晚在唐代

之前，文人对于饮食之事是少有重视的。

隋唐时期饮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风

虽有较大发展，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

响下，士大夫阶层的追求依然在“提笔安

天下、马上定乾坤”之中，“烹羊宰牛”式的

盛筵并没有孕育出与之相当的饮食文

化。唐代盛极一时的烧尾宴，也只是公卿

士大夫的盛宴，远非平民百姓所能享受。

转折来自于两宋：从个体角度来看，

两宋文化昌盛导致读书人与日俱增以至

于仕途门槛抬高，同时武功疲弱又令多

少人雄志难酬。从朝廷角度来看，宋室

有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之痛，自宋太祖赵

匡胤“杯酒释兵权”始便鼓励朝臣“择便

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

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用

舍行藏之下，也不由得士大夫们不将视

线转向饮食了。北宋苏轼以嗜美食闻

名，而其半生谪居的仕途，多多少少也体

现了当时的饮食与儒家传统追求此消彼

长的关系。

元朝统一后，汉族士人愈加边缘

化。明清易代，朝廷中枢又多为满族垄

断，“学而优则仕”的路途不再畅通无阻，

文人的兴趣自然而然愈加转向犬马声

色。如以“小品圣手”名世的张岱，便在

《陶庵梦忆》中洋洋自得地夸口“越中清

馋，无过余者”，从北京的苹婆果到台州

的江瑶柱，从山西的天花菜到临海的枕

头瓜，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美食竟被他

尝了个遍。又如戏曲大家李渔，一边醉

心于梨园之乐，一边也不忘鲜衣美食这

一类“家居有事”，并在理论巨著《闲情偶

寄部》中加入“饮馔”一部，系统阐述其

“存原味、求真趣”的饮食美学思想与“宗

自然、尊鲜味”饮食文化观念。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饮食之人”不

再被轻贱，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

半叶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食圣”袁

枚登场了。

袁枚在《与薛寿鱼书》公然提出“夫

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

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

也”，而他自己则将饮食之道视为堪与周

公孔子之为相媲美的事业，因此可以毫

无顾忌地“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

彼灶觚，执弟子之礼”。

袁枚作诗以“性灵说”为主张，认为

诗直抒心灵，表达真意，这一主张也融合

到了饮食中：他认为在烹饪之前要了解

食材、尊重物性，注意食材间的搭配和时

间把握；他反对铺张浪费，提出“肴佳原

不在钱多”，食材之美更在于物尽其用；

他将人文主义引入饮食，宣扬“物为人

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

他强调烹饪理论的重要性，以为中国烹

法完全依厨人经验不利于传承，为了给

后世食客厨人树立典范，又煞费苦心撰

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南北美食集

大成之作，再一次为中华美食的发展开

启了新的纪元。

《随园食单》之前，中国历代亦不乏

饮食著作，但关于制法的记述往往过于

简略，如《食经》《烧尾宴食单》之类甚至

流于“报菜名”。宋元以降，饮食著作的

烹饪方法逐渐明晰，但亦停留在“形而下”

的层次。而《随园食单》则完成了饮食文

化从经验向理论的最终蜕变。如“须知

单”“戒单”中梳理了物性、作料、洗刷、调

剂、搭配、火候、器具、上菜等方方面面，

“上菜须知”中的“盐者宜先，淡者宜后；

浓者宜先，薄者宜后”等，都是对中国千

年烹饪经验一次开创性的总结与编排。

在袁枚和他的《随园食单》之后，中

国饮食文化从“形而上”的思想层面迈上

了一个新台阶，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帮口

菜渐渐发达，“四大菜系”“八大菜系”逐

渐成形，直到清朝国门被坚船利炮强行

打开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依然能

够自信地写下：“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

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

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尚食》，站在明清这座“食文
化”高峰的起点上，试图展现中华美食文化的博大精
深。人们对电视剧的评价并不高，但其引出的话题却
颇有价值，即中华美食文化何以一路走来，最终绽放
出绚烂的华章？

——编者

中华尚食之道里，自有一个民族坚韧的初心
中华美食文化何以一路走来、惊艳世界

江隐龙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试图展现中华美食文化博大精深的电视剧《尚食》剧照

▲ 绘有宴饮场景的唐代壁画

▲ 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

出土的厨娘砖刻拓片

▲ 明仇英《春夜晏桃李园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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