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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正亦邪，南姜

“揣着明白装糊涂”

1. 潮州赤凤镇葵山村的普通

村民李军民曾经是村里的“南

姜大户”，他有几年常种南姜。说到南

姜的时候，他的感情相当复杂。

像很多潮州人一样，从有记忆开

始他就对南姜很熟悉。生于上世纪六

十年代的他，小时候还是集体化的年

代，村里每家每户都会在自留地上栽

种一株南姜。南姜每年都会挖出来食

用，只要留下一小株，还会继续生长，

就这样生生不息，每一年家里都不会

缺了南姜。

赤凤镇的葵山村属于山地，土壤很

适合种植南姜。南姜喜爱山坡黄土，远

胜平原或者田地里的黑土，种出来的味

道截然不同。

今天的潮州乡村，多数人也会在

屋前屋外种几株南姜。如果从乡村走

到镇上或者市区，你会发现，每个菜市

场，南姜都不会缺席。因为，这是一种

灵魂香料，是潮州人难以被代替的味

觉坐标。

卤鹅如果没有南姜，就失去了最

有标志性的味道，可以说是南姜成就

了卤鹅，它们的关系，是孟不离焦，焦

不离孟。所以才有乡谚：“择块南姜，

去掉只鹅。”

粿条汤里的那点南姜末，也是这碗

汤的点晴之作，虽然它在汤汁中浮泛四

散，但形散神不散，一碗汤料有没有它，

可能就是籍贯的区别。

年底腌咸菜也离不开南姜。著名

的橄榄糁就需要大量的南姜末提香。

“个钱橄榄个钱姜”，这句乡谚所描述的

场景是橄榄糁制作的过程。这两种本

来就具备独特香气的食材，以1+1＞2

的效果，成为潮汕美食的一个经典。

除了橄榄和乌榄，其他的小吃比如

芥菜（潮州话谓之“贡菜”）、萝卜（潮州

话谓之菜脯）也都需要南姜末来配味。

这点南姜末，是吾乡泡菜在四川泡菜、

东北泡菜、韩国泡菜面前骄人的理由。

街头的“甘草水果”也离不开南

姜末。桃李、酸芒果、杨桃、番石榴、

油柑……甘草先熬制成汁，同时加入

大量的糖、盐、南姜，这道小吃，与其说

叫甘草水果，其实不如叫南姜水果，毕

竟甘草到处都有而南姜并不是。

其实南姜还不仅仅是一种食材。

李军民说道，小时候，他爷爷身上

长了牛皮癣，那时候根本买不到治皮肤

病的药，于是他爷爷就经常挖南姜，捣

烂之后再泡上米醋，止痒效果极佳。

2. 但李军民对南姜的感情不

仅只有怀念。

几年前，他曾经亲自种植过几亩南

姜，大概一千株的量，并不算多。那次

经历让他难忘。

那年的谷雨之前，他花两千元买了

一千株南姜苗开始种植。

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他是乐观的，因

为当年的南姜在市场上卖得很好，一斤

可以售到四五块钱。这一千株的苗如

果管理得好，每株能产五六十斤南姜。

但南姜与其它姜不同，很难在当

年收成，从种植到成熟要经过两三年，

这时间差，足以让价格出现难以预估

的跌宕。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规律：某年南

姜在市场上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于是就

有一批人加入种植，那必然可以想象两

三年后南姜的出产量很大，供大于求，

于是价格又跌得很低。所以本来抱着

大赚一笔的希望，两三年后却赔得很

惨，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李军民说他当时种的一千株南姜

苗，粗略计算每一年需要花的费用如

下：除草的人工费用一千元，肥料一千

元，种植看护的人工费一千元，三年就

是六千元，挖的时候，每人每天挖两百

斤，如果工钱以每人每天一百五十元

算，两万斤的工钱就是一万五。

那一年因为南姜产量巨大，每斤南

姜的价钱低至一斤一块多钱，所以李军

民种植南姜那几年，扣除相关费用，算

下来就等于是白忙活了几年。

后来李军民就很少大规模种植南

姜了。但葵山村的其他村民还是时不

时有人种植。最近几年，南姜出现了一

种病害，经常整片枯萎，农户们暂时没

有找到应对的办法。

3. 南姜：英文名为Galangal，

植物界；被子植物门；单子叶植

物纲；芭蕉目；姜科；姜族；山姜属；红

豆蔻种。

和其他姜科植物一样，叶片上有横

出平行脉，叶柄基部下延，互生。它有

着匍匐、块状的根状茎，看起来像一块

老树根，农户经常嫌弃它挖起来特别麻

烦，比一般姜更深，更多的沟壑，还要出

动镰刀来切割根部。挖出来后的南姜

也要费更多工夫消除藏污纳垢或者把

腐烂部分做些雕削。

每年五六月份是开花季节，南姜开

花非常美，是白色的穗状花序，花香不

浓但很清新。成片的南姜花，是它作为

一个经济作物之外，被人忽视的审美

价值。

《农桑辑要》一书中，在姜这个条目

上做如下介绍：

姜宜白沙地，少与粪和。熟耕如麻
地，不厌熟，纵横七遍尤善。三月种之。
先重耧耩，寻垄下姜。……芽出后，有
草即耘。渐渐加土；已后垄中却高，垄
外即深。不得并上土。锄不厌频。

从这一大段介绍，我们大致可以总

结出姜科植物的一些特点：适宜白沙

地，山地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砂质土

壤最为合适。土壤应经常保持湿润或

靠近水源。黄河流域不适宜种姜。

这些特点，基本也是南姜的特点，

只不过南姜仿佛是姜的升级版，形象比

姜更桀骜，味道比姜更辛辣，成熟的时

间也比姜更久。

4. 南姜，带有浓浓潮籍色彩

的食物，以气味强化自己的存

在。它的气味来源是在根茎含有的芦

苇 姜 素(Galangin)、山 柰 素(Kaempfer 

ide)、擗皮素(Quercetin)及挥发油。

人类从嗅觉得到的资讯，丰富得我

们自己都难以解释。

这也许是某种动物本能，动物借气

味判断和掌握着它们的生存环境，树

木、植被、石头、沙土、花、草、河流、海水

……动物本能让我们记得这些事物的

气味，以及与之伴随的情境，还有与之

链接在一起的回忆和情绪。

法国作家聚斯金德的代表作《香水》

描述了一名嗅觉过人的天才格雷诺耶，

小说里有一段关于幼年的他的描述：

在三月的阳光下，他坐在一堆山毛
榉木柴上，木柴受热发出劈啪声。这
时，他第一次说出“木头”这个词。在此
之前，他看见过木头不下一百次，也上
百次听到过这个词，他也了解它的词
义，可是木头这东西并未引起他足够的
兴趣，促使他花点力气说出它的名称。
在三月的那天，他坐在柴堆上才说了出
来，当时那堆木柴……最上面的木柴散
发出烧焦的甜味，木柴堆深处散发出苔
藓的气味，而仓库的云杉板墙遇热则散
发出树脂碎屑的香味。

格雷诺耶是根据气味来说出事物

的名称的。他极端化地形容出气味对

于人类的特殊吸引力。

据说农耕发展之后，膳食也跟着彻

底简化，于是我们的祖先也想尽办法为

我们的味蕾和鼻子带来更多的体验，其

中一种做法就是使用风味特别强烈的

植物部位。香草和香料的产生就是基

于这个原理。

5. 遗憾的是，在所有的香料

香草中，南姜并没有更多地为

人所知。

对于潮州人如此重要的一种灵魂

食物，它的名声却是封闭的。外地人可

能很难领略这种食物的微妙魅力，他们

甚至很难将它和普通的姜分开。但对

潮州人来说，姜和南姜，是完全不可互

相替代的东西。

这几年潮州粿条店比较有名，不少

粿条店开到外地。比如广州就有不少

“潮州粿条店”，如前文所说，正宗的粿

条汤会放南姜末，但很多外地人表示受

不了这种特殊食材的特殊口感，南姜末

干燥细碎，有点类似极细微的木屑，所

以不少外地人吃“潮州粿条汤”的时候，

会特意要求不要放南姜末。

美国生态人类学家尤金 ·安德森写

了不少有关食物之生产与消费的论著，

探讨人类如何利用、分类和认识他们的

资源，其中有一本叫《中国食物》。在书

中，他提出，中国食物的烹调比亚洲其

他大部分地方更少使用香草和调味品，

但调味品的目录并不小。中国土生土

长的香料则说上几句——

他说到八角、花椒、桂，还有几种香

草。并说道：“作为调料，没有一种比大

豆的发酵物和蒜更重要”；“调味品分量

小，通常由几种味道浓烈的东西组成，

其中最多的是发酵的大豆制品、生姜以

及蒜和葱。”

我注意到，书中提及的调料品，在

葱蒜的名下细谈到了冬葱、红葱、韭

葱、细香葱，甚至还有蕌头，但是，南姜

却没有在此书中出现。而在百度百科

上，关于南姜一项也写道：

古埃及时代，南姜被用作为烟熏
材料。中古世纪时在欧洲，被作为药
材与辛香料使用。直至今日，南姜仅
余潮汕地区及东南亚地区仍在使用，
其他各地已经极少得见。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常被比

作音乐界的毕加索（1881-1973）。这个

类比有恰当的一面：两位都是20世纪艺

术发展中各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大师巨

匠；作为同龄人，两人是多年好友，有过深

度艺术合作，如1920年首演的芭蕾舞剧

《普尔钦奈拉》即由斯氏作曲，毕加索出任

舞台和服装设计；而在创作此剧期间，毕

加索给这位作曲家留下的画像是捕捉斯

氏外貌特征与精神气质最传神的难得佳

作。尤其是这两位同样长寿的艺术创造

者均经历了崎岖不平的多次风格转折，从

中映射出20世纪美术与音乐中一些最典

型的风格走向与美学旨趣——正如毕加

索的“蓝色”“玫瑰”“原始主义”“立体主

义”“新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个风

格时期反映出20世纪复杂的美术潮流和

风尚变动，斯氏音乐创作中公认的风格时

段划分——“新民族主义”“新古典主义”

“序列主义”三个时期——也大致代表着

20世纪中最重要的几个音乐风格取向。

但两人的彼此相似或映照也不能推

得过远。毕竟两人身处音乐和美术两个

全然不同的艺术领域，面对的艺术传统和

面临的创作问题也迥然相异。毕加索来

自西班牙这个具有深厚美术传统的国度，

而斯特拉文斯基出道时，刚好搭上俄罗斯

这个音乐“新晋”强手的顺风船。20世纪

初，俄罗斯音乐经过19世纪中后叶的迅

速攀爬和追赶，已在世界乐坛上占有一席

之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正开始进入世界

音乐市场的常备曲目库；如拉赫玛尼诺夫

这样的俄罗斯钢琴名家也已打入欧美音

乐主流——1910年1月16日，拉氏以作

曲家和独奏家的双重身份在纽约卡内基

音乐厅上演自己“新鲜出炉”的《D小调第

三钢琴协奏曲》，由当时最著名的指挥家

之一古斯塔夫 ·马勒执棒，纽约爱乐协奏，

而日后它将光荣位列世上最著名、最优

秀、演奏难度最高的钢琴协奏曲之林。

正值此时，斯特拉文斯基（师承当时

的俄罗斯音乐泰斗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驶入快车道，将俄

罗斯音乐推至世界音乐艺术的最前沿，令

人惊诧不已，并由此“暴得大名”。借助俄

罗斯当时最有商业嗅觉和艺术敏感的经

纪人大亨谢尔盖 ·佳吉列夫（1872-1929）

的慧眼识才和巧妙运作，斯氏的“三大舞

剧”——《火鸟》（1910）、《彼得鲁什卡》

（1911）和《春之祭》（1913）——在巴黎炮

炮打响，而且越打越响！尤其是《春之祭》

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当夜（1913年5月29

日），由于编舞（出自芭蕾舞天才瓦斯拉

夫 ·尼金斯基之手）和音乐在艺术特质上

的超前和“先锋”，引发了史上一次极为著

名的剧院骚乱——而这恰恰为此剧（尤其

是它的音乐）成为现代艺术名垂青史的经

典预设了前提。

《春之祭》作为20世纪音乐——乃至

整个音乐史中——最重要的界标和里程

碑之一，其地位和声望早已得到公认。但

在我看来，这部现代音乐杰作之于俄罗斯

音乐尚有另外一层特殊的意义，似还需要

强调。19世纪初以前，俄罗斯仅是世界

艺术音乐的“消费者”（引入意大利歌剧等

“高文化”艺术音乐品种供皇宫和贵族消

费，但尚未产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作

品）。自19世纪初以降，随着俄罗斯民族

意识高涨和国力增强，俄罗斯在音乐上的

身份发生重要改变——从“消费者”变为

“生产者”：以格林卡、“强力集团”和柴可

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音乐创作让世人

刮目相看。随后至20世纪初，俄罗斯猛

然发力冲刺，从“生产者”再次升格，一跃

成为音乐艺术的“领跑者”——而这一飞

跃最醒目的标志正是《春之祭》。

这里的所谓“领跑”，指的是艺术观念

和技术实现均处于探索最前沿和创新最

前端，并对整体音乐艺术文化产生持久后

续影响。《春之祭》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开创

性和革命性意义的总谱大作——为了表

达俄罗斯远古时代“以人祭天”的原始激

情，作曲家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构想和精密

构思，将庞大而复杂的现代交响乐队转化

为一个遍布荆棘、充满野性感的巨型打击

乐组合。听者耳边响起前所未闻的奇异

声响和刺耳和声，无规律的节奏悸动和突

如其来的重音敲击栩栩如生地捕捉到原

始人类的生命本能与狂放血性。以打破

传统技法和表现常规为突出特征的“现代

音乐”美学在这里得到一次集中、刺激并

带有爆炸性的展现。

俄罗斯音乐自此在世界音乐的总体

图景中“抢得先机”——它不仅是已有规

则和价值的承继者和执行者，而且成为新

规则和新价值的创立者和引领者。斯克

里亚宾、斯特拉文斯基以及稍后的普罗科

菲耶夫等，一同见证并参与到这个抢得先

机的行动中。这个深具历史意义的俄罗

斯音乐的角色转变恰也暗合了音乐艺术

的一次重大风格分水岭的划分：从（后）浪

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从“长19世纪”迈

向“短20世纪”。传统音乐的堡垒阵地

——功能和声-调性体系——在德彪西、

马勒、理查 ·施特劳斯和勋伯格等人的扩

展、扭曲或直接攻击下摇摇欲坠（事实上，

勋伯格已在1908年正式抛弃调性而进入

“自由无调性”写作）。从现在的视角回

看，《春之祭》正是宣告旧时期终结、新时

代来临最强烈的音乐信号之一。

斯特拉文斯基自己也不负众望，自

《春之祭》后一直以执音乐之牛耳的姿态

站立在时代潮头，并将这种地位保持至去

世：他是“新古典主义”这一20世纪上半

叶西方音乐重要风格倾向的首席代表，而

在晚年又以独特角度吸收十二音序列主

义的创作思路，从而将20世纪最重要的

音乐创作思维集于一身。由于“一战”及

随后“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没有回到俄国

而成为“世界公民”（1934年入法国籍，

1945年入美国籍）——这个外在的生平

事实似也代表着某种俄罗斯音乐的整体

身份转化：从“民族乐派”的“地方力量”转

变为具有引领性的“世界领袖”。1962年

9月，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斯氏在阔别

祖国五十年后荣归故里，一时间成为美苏

两国（当时正处于严重的冷战对立）文化

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苏联音乐界以最高

的礼遇接待斯氏夫妇，当时苏联的最高领

导人赫鲁晓夫也出面会见，让这一年正好

80周岁的斯氏心怀感动。他在接受莫斯

科《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说了一番满怀

深情而又意味深长的话：“我自始至终说

俄语。我以俄语思考，我表达自己的方式

也是俄罗斯式的。也许这一点在我的音

乐中不是非常明显，但它潜藏其中，是我

音乐隐蔽本质的一部分。”

斯氏说自己作品中的俄罗斯性“不是

非常明显”，这显然是指他在1920年代初

之后不再涉足俄罗斯题材，也不再追求音

乐中显在的俄罗斯音调和韵律——不妨

猜想，这可能是由于他不认同苏联体制，

因此有意与俄罗斯拉开距离。他以某种

自傲的姿态宣告，他可以自己独特的个性

风格而不是某种特定的“俄罗斯风格”来

引领世界音乐风潮。但吊诡的是，斯氏晚

年的上述一番话却又表明，他的音乐在貌

似超越民族的风格外表下仍存在着一直

藏而不露的俄罗斯性。必须承认，对于普

通听众而言，斯氏后来的创作由于缺少显

在的俄罗斯特征确乎在听觉吸引力上不

如他早期的“三大舞剧”，尽管如《诗篇交

响曲》（1930）、歌剧《浪子的历程》（1951）

和舞剧《阿贡》（1957）等均是业界公认的

一流杰作。

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最偏爱的斯氏作

品倒不是《春之祭》，而是“三大舞剧”中的

第二部《彼得鲁什卡》。苏联作曲家肖斯

塔科维奇认为，《春之祭》有时显得过于外

露、张扬，刻意求工（见沃尔科夫记录整理

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但此书

的真伪存有争议，姑且信之），而《彼得鲁

什卡》通过描写木偶彼得鲁什卡遭受侮辱

和损害的故事，写出了俄罗斯普通人的悲

剧、悲情和悲悯——一句话，有穆索尔斯

基的遗韵，而穆氏是肖斯塔科维奇最推崇

的俄罗斯作曲家前辈。我觉得肖斯塔科

维奇的看法很值得回味。《彼得鲁什卡》恰

好位于偏向传统“民族乐派”的《火鸟》和

已经跨入现代主义大门的《春之祭》之间，

它既有好听而地道的俄罗斯民间音乐元

素（以第一场和第四场的集市音响描画为

代表），也有极为尖锐而鲜明的现代音响

特征（以著名的“彼得鲁什卡”双调性和弦

为代表）。相比之下，《春之祭》总给人一

种不祥的凶兆感——运用高度发达的交

响乐（及芭蕾）手段，最终的目的却是刻画

重回“蛮荒”的想象图景。这其中似有某

种二律背反式的文化暗示：工业化的高级

文明，结局导向却是原始的野蛮。考虑到

《春之祭》的诞生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血腥屠杀之前，我觉得这部作品就好似针

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某种悖论式的隐喻，听

起来令人心悸，观看时让人不安。它体现

出某种“狰狞”的美——而这正是20世纪

之前的音乐所不知道的新发现。

2022年10月2日改毕于冰城临江阁

读到一篇文章，说做人的境界最

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都知

道，但又是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不张

扬，不显耀。因为一个人，即便充满了

智慧，但如果喋喋不休，把什么都说穿

了，就会锋芒毕露，轻则遭人嫉妒，重

则遭人报复。

我读了，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

这句话似乎又对又不对。说对，是觉

得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智

若愚，是一种豁达，一种洒脱，一种智

慧；说不对，则觉得它是在张扬心口

不一，是一种虚伪，一种做作，一种

奸诈。

再仔细一想，两种想法看似水火，

实则各有道理，只是视角都只局限于

一个特定角度，其道理也只能是“片面

的真理”。全面地看，在处理人事时，

宣扬要持“揣着明白装糊涂”态度的，

有各种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动机，有

的属于豁达、洒脱、智慧，有的则实系

虚伪、做作、奸诈。

属于“豁达、洒脱、智慧”者，多具

有抱朴守拙的境界，像老子说的那样，

纯朴自然，“少私寡欲”。他们所以有

时“揣着明白装糊涂”，是知道“水至清

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事有原则，

小事不计较，“难得糊涂”一下，不争强

好胜，以和为贵，宽容待人，广结善缘，

以便把要做的事做好。

而对那些不是“少私寡欲”而是私

心很重的人来说，他们“揣着明白装糊

涂”，或是在复杂斗争的情况下，为了

自保，不敢亮出自己所知道的；或是为

了讨好某些人，不愿说真话，故意“装

糊涂”；或是为了向上爬，隐瞒不该隐

瞒的，以“装糊涂”作为以退为进的手

段。如此“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属于

虚伪、做作、奸诈了。

因此，对“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现

象需要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否定“装

糊涂”，更不可笼统地肯定“装糊涂”。

现今有些人服膺郑板桥的名言“难得

糊涂”，在为人处世上赞美“装糊涂”，

是不大确当的。郑板桥所以将“难得

糊涂”作为他的处世哲学，是由他所

处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清乾隆时代

的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清正

廉明的他常常受到邪恶势力的嘲讽、

刁难，据说他在彷徨悲观的情绪下，

写下了“难得糊涂”的字幅，以求内

心安宁，随后便辞官归隐。显然，这

其中表露的是一种消极的避世思想，

与我们今天的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

是相悖的。当下，凡清正廉明者，都

应积极进取，无私无畏，力避“糊涂”，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问

题敢于迎难而上。人与人相处，则应

真心真情相待，不宜虚情假意，不该

刻意“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模

样来”（鲁迅《世故三昧》）。

“揣着明白装糊涂”，也不宜等同

于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一语，最早见

于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体现着

道家思想，其中的“愚”并不是真的愚

蠢，而是指的一种朴素的状态。《道德

经》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

能臣。”意思是：“道”永远是无名而质

朴的，它虽然很小不可见，天下没有

谁能使它服从自己。“朴”接近于“道”

的实质，所以，“大智若愚”的人在具

有智慧的同时，也要求胸怀坦荡，质

朴无华，富有仁心爱心，而非为了私

欲而装疯卖傻，表里不一。任何装腔

作势、伪装雕饰、圆滑世故的行径都是

背离了“朴”的本质。

长期以来，中国盛行保身文化，人

与人相处讲究世故。“见人只说三分

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

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

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等等，都是世故

哲学。鲁迅在《世故三昧》一文中就说

到他的“不通世故”被人冷落的事，说

他由此悟到“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

味附和着大家，更好是不开口……”。

不过，这是鲁迅的反话正说，他接着指

出，“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

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

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

当今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多

缘于“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

系所累、为利益所惑”。当“装糊涂”

与私心联在一起，必然没有什么豁

达、洒脱、智慧，而只是虚伪、做作、奸

诈。基于此，我以为，为人处世还是

要多倡导是非分明，做明白人，不“装

糊涂”，即使是“大智若愚”，也是要“大

事不糊涂”的。把学会“揣着明白装糊

涂”，称作“做人的境界”，是人们的“一

场必要的修行”，我以为是不妥的，是

会“教坏子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