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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过一条新闻，叫《秭归味
道·屈原家宴——湖北省秭归县正
式推出具有峡江特色、屈原故里风
情的屈原家宴》，当时差点喷了一
地的饭——现在的厨师，居然能烧
出久远加遥远的屈原家宴，实在是
关公砍了秦琼的头——刀伸得太
远了。

不错，2300 年前，屈原在《招
魂》一诗中，曾经开列过一张他心
目中最奢侈、最豪华的菜单，原文
是——

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
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
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鄨炮
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
些。露鸡臛蠵，历而不爽些。粔籹蜜
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
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
陈，有琼浆些。

菜单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呢——
牛腱子肉、吴地鱼羹、甲鱼羊羔、雁
鸽野鸭、家鸡乌龟。怎么烹调呢？苦
咸酸辣甜，五种味道。饮料是什么？
新榨的甘蔗汁，加蜂蜜的米酒。主食
是稻麦高粱饭。点心是蘸上蜂蜜的
面饼米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餐饮水
平，乡野婚庆都不如。况且，战国时
期的调料只有盐、酱和酸梅，如何能
烹制出让当下食客惊艳的美味佳
肴？屈原家宴之说，端的是一本正
经、添油加醋的无考之说，可供一笑
而绝无历史文化价值。

不过，为后世留下战国时期的
菜单，是屈原对汉民族饮食文化的
一大贡献。所以，投江而去后，汉族
人纪念他，就是请他吃——往汨罗
江里抛粽子。有说是，屈大夫姓得不
好，所以总受委屈，还不清不白地淹
死了。用白米青叶包粽子投江祭祀，
是让屈老先生一边发发牢骚写写
诗，一边与青鱼白鱼一起吃粽子，以
证明其一生清白。

常州属吴地，是屈老夫子心目
中出产最美鱼羹的地域。常州人包
白米粽子，约定俗成，粽子尖最顶
端，要放一颗赤豆。是表示屈原一颗
赤心报国、是表示常州人对屈原的
一片真情、还是白森森的米粽子过
于素淡、加点红色以驱鬼，没有人考
证过。反正常州人吃米粽子，第一
口，肯定是把赤豆先吞了。一颗赤豆
和着糯米吃下去，仿佛苦难从此结
束，为屈原悬着的那一颗心，终于回
到了肚子里。

一般情况下，常州的米粽子，是
用 3 张棕箬卷成尖锥状，放入一颗
赤豆，再往里面填糯米。填塞一定要
紧实。说来也怪，粽子所填之糯米，
唯紧实，才会糯香四溢。常州人把这
种香气叫做“硬香”。“硬香”之香，馥
郁幽长，非平常米饭可比。比喻一
下，假如平常米饭之香是园中月季，
粽子硬香就是雅室兰花。手巧的主
妇嘲笑手拙的，往往是说那包的不
是粽子，是煮烂糯米饭，依据就是这

一点。
所以，包粽子时，手边要有一根

筷子，糯米放入后，必须用筷子像舂
米一样将其捣实。包粽子的水平就体
现捣舂之间。捣舂得好，粽子坚如顽
石，砸到头上可起个包。捣舂不好，粽
子绵软无骨，拆去棕箬就是一撮糯米
饭。想想也是，无论是单纯的糯米粽
子，还是五花八门的赤豆粽、鲜肉粽、
蛋黄粽、火腿粽、豆沙粽、板栗粽、蜜
饯粽、莲蓉粽、枣泥粽、八宝粽、海鲜
粽等等，假如糯米粽子、或者花式粽
子，与糯米饭、或者糯米加配料烧的
饭是一个滋味，花恁大功夫去包粽子
做嗲！再说，屈原住在水底，粽子包得
不紧实，水里一泡变成一摊散米，让
老先生如何享用。

话说到这里，觉得问题来了。问题
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供菩萨供错
庙门——江南地区，尤其是作为吴文
化核心区域的常州、苏州、湖州的三吴
地区，往河里扔粽子、在河里赛龙舟
等，与屈原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纪
念吴国总理伍子胥。且三吴地区的粽
子，历史上不叫粽子，叫角黍。

晋朝常州宜兴人周处写的《风土
记》中“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用角
黍，龟鳞顺德”，说常州人端午节吃的
叫角黍。南宋副总理、苏州人范成大写
的《吴郡志》中“端午节以角黍、水糰、
彩索、艾花、画扇相赠”，说苏州人端午
节吃的也叫角黍。周处与范成大之间，
时光隔着将近1000年，说明常州与苏
州地区把粽子叫做“角黍”的传统，至
少沿习了千年以上。顺便说一下，端午
的大名，计有二十多个，“端五”，是其
中之一。

书法名碑《曹娥碑》载，东汉汉安
二年（144 年）五月五日，会稽上虞民
众聚集江边，扔粽子、赛龙舟、迎伍
君，就是祭祀伍子胥。三吴地区古代
属于会稽郡，所以说，三吴地区端午
节扔粽子于江中、赛龙舟于江上，是
纪念伍子胥被害。明末清初大名士、
常州人邵长蘅写端午的诗，有“五月
胥江怒，水嬉观竞渡”之记。同时期的
大名士、嘉兴人朱彝尊写的端午诗，
说“胜日衔杯罢，轻舟解缆初。尽传迎
伍相，不比弔三闾”。清嘉庆年间苏州
人袁景澜写端午的诗“又传勾践悯胥
忠，鼓乐迎神浙水东”，更是直接说
明，江南端午节的祭祀对像不是三闾
大夫屈原，是伍子胥。

从东汉到清嘉庆年间，间隔将近
1700 年。漫漫时光中，常州人过端午
节，从来没想起过屈原，心中念叨的是
振兴吴国的伟大总理伍子胥。现在可
以为常州白米粽子顶端那颗赤豆作一
个合理解释了——伍子胥为吴国的强
盛操碎了心，最后还被迫自杀了。所
以，常州白米粽子那洁白的底色上，一
定要有鲜红一点。至于这鲜红一点，是
代表伍子胥那颗为国为民的赤胆忠
心，还是伍子胥在洁白战袍上洒下的
鲜血一缕，抑或是常州人祈求伍子胥
的英灵披红而归，呵呵，各位看官自己
去猜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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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粽 子
A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
全世界的有钱人都要把钱存入瑞士银行
呢？而这些银行大都没有利息，同时还要
支付一定的管理费。

我想通过这次的瑞士之旅，来破解
这个谜。

满以为瑞士各个城市的银行肯定超过
当下的中国。可是，在卢塞恩的街道上转了
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一个。好不容易在街
道的一个转角处看到一家银行，却并非高
楼大厦，而是在一座与其它商店共用的小
楼底层，更没有石狮把门，只是简单地放了
两盆较大的盆景，显得简朴而幽静。

我立刻举起相机准备拍照。
可是，我发现镜头里竟然有一个人

径直朝我走来，不停地向我摇手。
他是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虽然语

言不通，通过手势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原
来，在瑞士的银行门前是不准拍照的，更
何况里面有顾客正在办理业务，银行要
对客户的个人隐私负责！

瑞士为山国，到处都是高山，实则
“穷乡僻壤”。17 世纪之前，瑞士就开办
了银行业，但一直都是惨淡经营。想想
看，欧洲乃富足之地，各国都市银行林
立，资本雄厚，谁愿意将钱存入一个贫穷
封闭的山国银行呢？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17世纪到二
战前后，瑞士的银行业却得到了飞速的
发展，一大批有钱人和精通银行业务的
管理人才，不辞辛苦，穿过风雪迷漫的阿
尔卑斯山来到瑞士，他们在日内瓦和其
它城市开办银行，给瑞士的银行业注入

了新的活力。接着，各国资金纷纷涌入，
使瑞士的银行业得到了跳跃式的发展。

世界上什么人最忠诚？如果你问欧洲
人，恐怕所有人都会回答：瑞士人。在欧洲
人的心目中，“瑞士人”是“忠诚”的同义语。

1713 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银行
会议，并制定了银行法，规定银行的工作
人员有责任记录客户信息，但禁止将这
些信息透露给任何人。从此，瑞士银行开
始形成了保护私人账户和财产隐私的传
统，这些银行业的工作人员，一代又一
代，如同当年他们的祖先担任雇佣军一
样，忠诚地坚守着每个客户的“皇宫”。虽
然后来不断受到西方大国“避税天堂”的
指责和胁迫，但瑞士人仍我行我素，坚守
忠贞，不予理睬。

这是一种高尚同时更显高贵的职业
品质，瑞士人的重诺与忠诚，赢得了全世
界的信任。

于是，世界各大财团、各位富豪、各
个明星、各国政要都将自己的钱财存入
瑞士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犹太商
人将资金存入瑞士银行的财团与个人猛
增，乃至于这些犹太人被法西斯杀害后，
其巨额资金仍“活”在瑞士银行，让瑞士
发了一笔不小的战争财。

人们愿意跟瑞士人交往，将自己的
钱存入瑞士银行感到踏实。现在，瑞士银
行的储蓄额占全世界总储蓄的三分之
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个人财富都存放
在瑞士银行。多年来，瑞士一直保持人均
财富世界第一，人均银行存款世界第一，
这个山高谷深、贫瘠穷困的国家就这样
走进了世界最富足国家的行列——受人
之托，忠人之事，这句中国的古训不但在
瑞士生根开花，同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忠诚”——瑞士的立国之基，固国
之本，生财之道，富民之路。

但是，那些各国政要、贪官污吏卷入
瑞士银行的存款怎么办呢？

随着近年不断有不明身份的人将巨
资存入，瑞士银行也“与时俱进”，根据情
况允许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职能部门，派
专人查核有“洗钱”“贪污”行为官员的存
款——“忠诚”之上有正义，台湾的陈水
扁就是这样被查出来的。

除了银行，很多国际性的总部都设在
瑞士，国际足联，国际奥委，红十字会等
等；一些国际性的投票也选在瑞士，认为
不受政治影响，比较公平，投票不受威胁。

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真如走进了一
座大花园。湖泊和河水不再泛滥，高山积
雪之下尽是森林和牧场，一个个沿湖的
小镇，雾霭缭绕，一如仙人所居。

上帝竟是如此宠爱瑞士！

B

我在冬日的阳光下，顺着卢塞恩的
比拉居斯大街一家一家逛着商店，在一
家商店里看到几只皮包不错，便决定买
下。谁知在付款时收银的大妈说什么也
不收欧元。

我说，你这不是欧洲吗，为什么不收
欧元？

大妈说，我们没有加入欧盟，只收瑞
士法郎。

这家商店的生意并不太好，里面的
顾客不多，店里很多商品都在打折促销，
我要买的这几只包，其中包括天奴这样
的名牌女包，也都打了折。我想，如此生
意清淡的商店，有顾客进来并要掏腰包

买好几只皮包，这也许是求之不得的
事情，哪有送上门的生意不做的道理，
总还是可以商量的吧。

我对她说，我这老远的来你这里
买东西，就不能通融一下，以后店里去
银行换一下就行了？

她直摇头，一口咬定，只有付瑞士
法郎才行。

我急了，对她说，可以在汇率上适
当给你高一点。

她立刻说，不行，绝对不行啊！
我说，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她说，你可以扫国际通用的银行卡。
我只得遵照执行。
其实，我知道瑞士购物不收欧元。

但出国前欧元换多了，担心一路上用
不完，想在这里花掉一点。这里到欧盟
的其它国家就一步之遥，到本地银行
去换成法郎也很方便，想来也是可以
通融一下的。没想到这位大妈如战士
坚守阵地一样站在收银台前，怎么都
不肯接受。

一位在瑞士企业工作过的人曾经
告诉过我，瑞士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忠
诚，对于婚姻，对于家人，对于朋友，对
于工作。他们在工作时不会做其它任
何事情，哪怕是妻子或女朋友的电话
也不接。他们不会因为天气太热或太
冷而抱怨，他们认为无论是何种极端
天气都要去工作。如果某人说因为外
部原因而不想工作，他们会很鄙视他，
认为这是可耻的。

在欧元与法郎之间，收银大妈的
坚守，让我看到了一种精神。

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湖边，有一座
生产劳力士手表的工厂，一位瑞士老

人在退休的时候被这家工厂命名为
第一荣誉工人。因为他在这家工厂
一干就是 38 年。这 38 年里他都干
什么呢？很简单，用一根黄洋木的木
棍打磨手表里的一个齿轮。

也许你会说，这不是很简单的
工作吗？是的，这活既简单又不简
单。除了保证质量，那要耐得住寂
寞，得有实心实意干好这件工作的
忠诚，因为自从出师后，就很少有人
来考核他，全靠他自觉地按质按量
完成工作量，这就是我们当下所提
倡的“工匠精神”。

三十多年下来，他对于这项工
作已经相当熟练了，但每天还是一
丝不苟。有人问他，你做的活谁都看
不见，为什么还这样认真。

老人回答说，上帝看得见。
我的心被深深震撼。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精神，就

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与生活方式
——诚实的，勤劳的，坚强的，勇敢
的，平和的，虚伪的，做作的，浮夸
的，蒙骗的等等。这些生活方式，决
定着一个国家的运行状态，更决定
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富足、发展、
进步、光明、虚华、民怨、停滞、动荡、
毁灭等等等等。

突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是一条短信：

妹，你不要为没有名表名包和著名
的化妆品发愁，我们这里有著名的
江诗丹顿、百达翡丽、积家、爱彼、万
国、宝矶、伯爵、劳力士、帝舵、欧米
茄、卡地亚、雷达、浪琴等各种名表，
还有香乃尔、路易威登、普拉达、古
驰、芬迪、爱马仕、阿玛尼、巴宝⋯⋯
等各处名包和化妆品，价格便宜，让
你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世界一流的
品牌，就能享受绅士、淑女的生活，
赶快行动吧！

面对此类肆无忌惮的短信，我
还能再写什么？

沈国凡

被 上 帝 宠 爱 的 瑞 士

尽管民间对郭沫若存有种种非议，
但鲁、郭、茅、巴、老、曹，其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地位的重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
改变的。更何况，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传
承和弘扬中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也是
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次番自由行到四
川的乐山，除了看著名的大佛，我提议一
定要去看看郭沫若的故居。

这天上午，我们告别峨眉山，驱车向
乐山进发。车过彭山。彭山是号称活了
800岁的彭祖的家乡，所以被称为“长寿
城”，连城区的三轮车上都缀有大大的一
个“寿”字，但县城似乎不大，也不热闹。
不一会儿，高楼多了起来，街市也明显繁
华，这就到乐山了。离开城区不久，道旁
出现了一处叫“沙湾”的地名。沙湾作为
千年古镇，历来被誉为“绥山毓秀，沫水
钟灵”的宝地。她背倚峨眉山第二峰的绥
山，古称沫水的大渡河和古称若水的青
衣江则在此交汇。这就是郭沫若先生的
诞生地，也是他青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
的地方。也许，正是这灵秀的峨眉山和浩
荡的大渡河，才孕育了郭沫若这样的旷
世奇才吧？反正，他自己也常以出生地的
山水而自豪，所以很早就把郭鼎堂的原
名弃之不用而自号沫若。

郭沫若纪念馆位于乐山市沙湾区沫
水街的中段。纪念馆前，赫然可见郭沫若
的一尊大型坐像。先生坐在藤圈椅中，左
手捧一册竹简，右手持一放大镜，脸稍抬
向右前方，似乎正在沉思之中。其后，具
有川西建筑风格的纪念馆，是四川老作

家马识途先生题写的馆名。纪念馆文物
众多，资料翔实，其丰富的内容按“君自
沫水来”“国之栋梁柱”“文艺新创造”“史
学开新篇”等四个部分陈列，令人信服地
呈现出郭沫若作为一个文人那浪漫诗意
的气质，以及复杂性格的来由。“吾家原
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即乾隆四十六
年，1781 年）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
沙湾镇”，经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渐成当
地的一个大户人家。看来，正是移民家族
因时顺变的生存方式，祖辈忠孝节义的
传奇人生，以及粗犷古朴的巴蜀文化，还
有中西杂陈的文化教育，这一切因素的
共同作用，才造就了郭沫若那特立独行、
率真潇洒的个人气质，以及开放包容、开
拓创新的文人品格。

看完纪念馆，我觉得其中有一句话
说得特别到位：总起来说，郭沫若是个球
型人才。我理解球型之说，一是指他的贡
献不只在一个点一个方面，而在相当广
泛的领域。不是吗？其在文学艺术、历史
考古、思想文化、科学教育，乃至社会活
动各个方面，无不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产
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被
公认为是继鲁迅之后带领大家前进的一

员主将。在社会活动方面，单就外事领域
而言，在新中国外交环境相对困难的情
况下，他曾20次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和平
大会或理事会。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说过：
我们有两个宝贝，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
郭沫若。由他们率团影响大，取得的胜利
更大。有这样多方面的成就并产生过如
此广泛影响的文化人，你还能举出几个
来呢？球型人才之另一意，也许是指他有
时聪明太过，处事太圆，于是跟风太紧，
转变太快，这就难免迷失了自己。

郭沫若纪念馆最早建立于其诞生
100周年的1992年，2008年四川的汶川
大地震使其损毁相当严重。现在我们参观
的，则是 2012 年为纪念郭沫若诞生 120
周年而新建的馆。与此同时，还兴建了沫
若文化苑，并对古居后花园进行了复原改
造。可惜的是，于 1982 年郭沫若诞生 90
周年时就正式开放的故居，我们却不得其
门而入，因为其年久失修而正被围护着进
行大修。这故居部分，据说由一座三进中
式木结构的小四合院和一小后花园组成。
故居的老宅，创建于清嘉庆年间，后经逐
步扩建，至郭沫若之父经营家业时方达如
今之规模，共有大小房间36间。我们只能

遗憾地隔墙观其大概，然后在复原改造
的花园中漫步。好在花园绿草如茵，流
动着蜿蜒的小溪，不但环境悠静，还巧
妙地点缀着几处生动的小品。如“水牛
赞”，这是一牧童牛背吹笛的雕塑，综合
了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水牛赞》和少
年诗作《村居即景》的诗意。还有如“茶
溪垂钓”“草棚水车”等，也都是根据郭
沫若的有关作品所作的诗意展示。

最后，我们来到“沫若文化苑”。门
口的屏风，像是一本打开的书，上面是
郭沫若分两行竖写的八个大字“百花
齐放，推陈出新”。里面除了黄葛树等
乡土植物，还种植了银杏、樱花等郭沫
若最喜爱的植物。绿草花丛间所布置
的，则大都是书写着郭老作品的诗碑。
左侧有一塔耸立，塔名“文豹”。原来文
豹乃郭沫若的小名，据说他母亲在怀
孕将要临盆的日子里，有一晚忽然梦
见有一幼豹咬住她左手的虎口。这样，
当孩子顺利出生后，便以“文豹”之乳
名唤之。奇伟之人出生前后，往往都会
传说出一些异象，这也许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特点吧！

从“沫若文化苑”出来，正好碰到
一位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便与他随便
闲聊了几句。我说，我们来到沙湾，觉
得不虚此行。老人高兴地说，我们沙湾
是个千年古镇，历来人才辈出。这几年
政府非常重视，正以“沙湾的郭沫若，
世界的影响力”为号召，努力提高沙湾
的知名度呢。

陈知义

沙湾郭沫若故居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美丽时
光，烂漫的桃花笑得比谁都灿烂，清
雅秀丽的容姿，让人心醉。

忽然，一缕清香飘至鼻端，我用
力去嗅，淡淡的；好奇的我，走近桃
树，却闻不出花香来了。也许这种
似有似无的淡淡的香气，正是桃花
的迷人之处。

我家楼前有一空地，常年荒
着。那年我从外地带回来一株桃
树，就随手植到了空地上。没想到，
第二年居然开花了，到了五月，桃树
结了桃子，不大，一点都没有水蜜桃
那样的大个头。遗憾之余，我不禁
念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
为枳”。

可是，转念一想，桃树可不曾听
说有这样的习性，不禁暗笑自己的
愚钝。桃树种在我家楼的北面，而
北面常年阴面，阳光少，温暖也远不
及南面，日照时间短，这样细细想
来，可不就是长不大的原因了吗？

还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从鱼摊
上要来好多鱼肚货，埋在桃树根部
的泥土里。等到来年的春天，桃树
上忽如一夜桃之夭夭，粉嘟嘟的、
红 扑 扑 的 ，满 树 的 花 朵 ，煞 是 可
爱。那年夏天结了好多又大又圆
的桃子，个个都长得那么漂亮，格
外喜人。每天当我早起去看时，准
会发现树上的桃子又少了几个，我
无奈地笑笑，肯定是谁家调皮的孩
子摘了去。

一转眼，桃树已在我家楼前落
户五年了。每年到了三月中旬，便
会悄悄地冒出绿叶来，绿叶还没有
长开，小花苞就露了出来，好像与叶

子争着生长似的，到了四月蓓蕾就争
相吐妍了，满树的花朵，秀色可爱，引
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驻足欣赏一番，
花瓣嫣然粉红，非常迷人，像个甜美的
幸福的小新娘。

桃花的花瓣大多是五瓣的，也有
四瓣的、六瓣的。初绽时是粉中带红
的，像羞赧的娇艳的少女。不多日，等
到花瓣褪了深深的红晕，淡淡的花瓣
上白里透着一丝粉色来，像至纯至洁
的清丽的姑娘。又过了几日，花瓣又
像染成了一片片雪白雪白的云朵朵似
的，宛若天真烂漫的冰雪女孩，又似童
话里光彩照人的白雪公主，美好而灿
烂，闪着迷人的光芒。

深蓝的天空下，微风拂来，春意
荡漾，阳光明媚，赏花心悦，暗想若时
光不再流动，就此停留下来，那该是
多么美好的时刻啊。好多天过去了，
天空依然清蓝如洗。我的心里总是
期待着每天早上醒来能看到一个灿
烂的晴天，那样的话，桃花就会露出
美丽的笑容来。若是遇上一场大雨，
雨点一定会摧残了桃花，落得满地是
带泪的花瓣。

有一天，下过一阵细雨，还好不大
碍事，那些粉红的花还完好地挂在树
上，像出嫁的新娘，甜美地幸福地微
笑。立在桃花树前，就会忘了尘世的
一切俗事和烦恼。

我比较喜欢袁枚写桃花的诗《题
桃树》：“二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感
流年。残红尚有三千树，不及初开一
朵鲜。”

桃花一笑，百花盛开。春风轻轻
吹来，不论走到哪里都是春天的绿色，
春天的花香。

潘洪根

桃花一笑春满园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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