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对于世界的见解
其实也是他们品格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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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在十二生肖里排名最末，

也最受人轻视。说到猪，很多人

会马上想到“肥胖、愚蠢、笨拙、

肮脏、无知、好吃懒做”……带有

猪字的成语也多具贬义，“指猪

骂狗、猪朋狗友、猪狗不如、泥猪

瓦狗”……猪作为卑贱的隐喻性

符号，在漫长的农业时代，构成

了民间文化的基本成分，融入了

汉民族的文化基因。

猪是最早被驯化的家畜之

一，有着悠久的饲养历史。8000

年前，猪就在中国被驯化，其后

古人造字，即意识到了猪在农

牧社会里的重要作用，很多带

有“猪”的字，都被赋予了特殊

的意义。如“家”、“圂”，猪都代

表着能够产生足够经济价值的

物产，寓示人类从狩猎采集阶

段过渡到了定居社会。《诗经》：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周代的

奴隶主，就已经驱使小奴隶进

行规模性养猪了。

先秦时人还崇尚野猪的好

斗天性，把猪形饰物视为勇猛的

象征。《史记》：“子路性鄙，好勇

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

孔子。”孔子的学生子路未拜入师

门前，就身佩猪形饰物，戴着公鸡

形的帽子，曾屡次冒犯孔子。古

代祭祀，也以牛、羊、猪三牲为太

牢，视为最高礼节。燕国太子丹

想要荆轲为自己卖命，去刺杀秦

皇，“日造门下，供太牢具”，以示

对勇士的尊崇。除了肉可食，猪

颈上粗长的鬃毛还可以做刷子，

猪皮与鱼鳔熬煮成胶，是木器的

上佳黏剂，凝结的猪油也是古人

润滑车轴的膏脂。这种多元贡

献，令猪获得了先民的广泛礼赞。

进入汉代以后，猪的地位

开始跌落。一来过去养猪，都

是放出去自行觅食。东汉名臣

承宫，八岁为人牧猪，得以旁听

《春秋》学以成人，就是当时养

殖形态的情境还原。这种放养

方式，猪的生长周期长，长肉

慢，经济效益比养羊差。成语

“每下愈况”，原意就是指猪的

小腿部分不易长肉，古代官员

为了测试猪的肥瘦，会用脚去

踩猪的小腿，此处肉越多，猪就

越肥。猪肉在人们饮食中的比

重，急遽下降。

传统的中医理论，对猪也有

很大误解。《本草纲目》摘引孙思

邈观点：“凡猪肉久食，令人少子

精，发宿病。”李时珍也认为“南

猪味浓，煮之汁浓，毒尤甚”。被

误导的民众，普遍认为猪肉不易

消化，营养价值远逊于牛羊肉。

加上猪经常到尘污泥垢中拱食

翻滚，吃的又是泔水馊食，看起

来很肮脏卑贱，其社会属性也趋

于衰弱。唐代韩愈诗：“三十骨

骼成，乃一龙一猪。”喻人的贤明

与不肖，相去悬殊。这时候，猪

已经成为骂人的话了。

北宋苏轼的《猪肉颂》：“贵者

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即为当时

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羊肉、鹅肉

才是宋人的主流肉食，猪被彻底

边缘化。这种情况直到清代，才

有了改善。女真人在关外时，就

极擅养猪，定鼎北京后，保留了很

多传统。如把整爿猪用白水煮熟

切片，蘸上酱油食用，就是满人独

有的饮食仪典。加之清代人口快

速增长，猪的强大繁殖力，提供了

重要的肉食资源。猪也再度成为

温饱和小康的象征。

至于猪被排在十二生肖之

末，清人刘献延《广阳杂记》释

为：“亥者，天地混沌之时，如百

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则饮食之外

无一所知，故亥属猪。”认为猪生

性蠢懒，与最昏暗的亥时构成了

隐秘的对位。其实养过猪的人

都知道，猪的智商很高，并没有

想象那么愚蠢。王小波笔下那

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有着丰富的

情感表达。欧洲人甚至利用猪

的灵敏嗅觉，挖掘地下的松露，

或训练其缉毒、排雷的本领。

是时候改变对猪的固有偏

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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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说猪

bh99@sina.cn

W
A

N
G

H
A

I
C

H
A

O

2019年2月18日
星期一

第2315期

■社址：天津滨海新区北塘企业总部园区天池路滨海时报大厦 ■总编办公室 E-mail:bhsbzbs@126.com 66336278 ■编辑部：66336118 ■时政新闻部：66336128 ■经济新闻部：66336158 ■综合新闻部：66336168 ■邮编：300453 ■广告热线：66336000 ■发行热线：66336100 ■印刷单位：天津报业印务中心

8 副刊 责编：王瑞 编辑：范炳菲 美编：李玉伟 校对：林梅 制作：周海生

【面朝南山

精品连载

大哥心血来潮，突然

吹响了过年集结号，号令

兄弟们统统回村过年。弟

兄四个，先生行四。我自

然是不肯的，放着高大、敞

亮的电梯房不住，回村去

住那老破小的砖瓦屋？

“纵然我肯，咱那闺

女肯么？她随随便便就

独霸卫生间一小时的。”

我对那人说，“你大哥俩

儿子，算上媳妇包括孙

子，加上二哥、三哥二十

来口子人，不但要摞起来

睡，还要排队上卫生间。”

先生语重心长，“我

大哥60多岁了，难得有这

心想聚拢整个家族，大团

圆一下，做兄弟的，无论

如何得成全。再说大哥

刚把老屋翻修了，大嫂业

已准备好了床和铺盖，还

杀了一头猪……”

我乜斜了眼，发现斯

人已经是怒发冲冠撸袖

子薅脖领炸毛斗鸡的模

样，再讧下去，不回村过

年就得去民政局换证了。

去接闺女回家的路

上，这爷儿俩已经私下达

成了默契，她一到家刚放

下背包，便兴高采烈地拍

掌：“好啊好啊，吃土菜，

接地气，放鞭炮。老家有

Wi-Fi，不耽搁工作。”

年三十的省道、国道、

高速公路，都空旷得吓人，

唯村道一片繁忙，车流如

织，离老屋还有不足两公

里的距离时，大侄的预言

应验了，堵车了，还给堵死

了。村前村后村头，全是

车，几乎家家都有车，比当

年的自行车、摩托车还要

普及。然而，村道没来得

及拓宽，单行道，如果对面

来辆车，车屁股后面再跟

着一辆车，这下好了，进无

可进，退无可退时，就堵实

了。我摇下车窗，乐呵呵

看着这一幕，嗯，车的档次

真不低，四个圈的，丰田、

宝马……感慨啊，这富起

来的人们，飞起来的日子，

跑起来的时代。

大厨房，大灶台，灶下

的柴火烧得正旺，案子上

满坑满谷的吃食。看得出

来，大嫂为了准备这桌年

饭，起码提前备了一个星

期。大哥为了准备这场家

族聚会，特意装修了老屋，

铺了地砖配了空调，做了

仿瓷墙面。最重要的是，

家里竟有了卫生间！配了

马桶、电热水器。想起从

前，在老屋入个厕、洗个澡

可难了。家家床头摆个粪

桶，小便就地解决。大号？

离屋数百米的后山头上，有

土坯屋一间，门头吊着块破

麻袋片，当门帘用，内有一

缸，缸上搭两块刚够搭脚

的木板……洗澡？我亲眼

看着大哥用脸盆洗完脸再

洗脚的，用的是灶台瓦罐

里漂着油星子的水。

大门口一堆的劈柴，

柴火灶旁还杵着个煤气

灶，大哥说天然气也快进

村了。厨房里的水龙头，

一拧，自来水哗哗的。以

前那口大缸呢？大嫂说

放柴屋里渍酸菜了。

哥几个带着子侄辈们

去祭祖，山上草木林立，沿

途枝桠横斜，天空飞鸟啁

啾，电线上站着一排麻雀，叽

叽喳喳。村里人少，条件又

好，柴草都没人打，生态环境

极速变好。野猪横行，黄鼠

狼出没，老鼠都少了，黄鼬

和老鹰是鼠辈天敌啊。大

哥说就一个不好，任谁家的

鸡都让黄大仙给糟蹋过。

高潮当然是年饭了，

大嫂使尽浑身解数，倾尽

所有端上来了。席开二

桌 ，大 人 一 桌 ，小 人 一

桌。每桌都立着只整鸡

火锅，大嫂自个养的鸡，

吃谷糠、青菜长大的。锅

里翻腾着笋干、豆果、肉

圆、鱼圆、山药、红薯粉等

等；火锅旁呈梅花摆放六

个冷盘，分别是酱牛肉、卤

凤爪、麻辣鸭脖、小磨油拌

猪耳、酒糟腊鱼、糖醋藕

片。大嫂家俩儿媳一个灶

前烧火，一个桌前传菜。

热菜端的是上不完，吃不

尽啊，烧鸡烧鱼烧羊胯，蒸

鱼蒸肉蒸蹄髈……

桌上开的不知是谁孝

敬大哥的茅台，大哥喝的眼

都红了，拉着兄弟们的手，

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今儿

个真高兴，真高兴……”

吃饱了吐吐糟：

嫂，咱能上几道青菜

么，地里现摘的大萝卜、白

菜啥的，不能一荤到底吧？

大侄媳妇，打麻将算

你狠，可咱不能一家洗尽三

人口袋吧，大过年的，留点

红利和余地，初一好拜年。

大哥不哭，全家福里

数你白发多，拉扯弟几

个，儿孙七八个，操心一

辈子，也该歇歇了……

先生说自个心向往之

的日子，让大哥悄不吱声儿

给实现了——踅摸一个有

山有水有蓝天的地，盖一

所房子，带着老婆劈柴、喂

猪、养鸡、种地，用脚量遍

每一寸土地，等每一位亲

人回家，和他们通话视频，

祝所有人都幸福快乐。面

朝南山，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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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历史 历史是一条条逻辑清晰的故事链条
历史的真相不在纸面上，而在背后的逻辑中。正如李敖所说，王

安石确实是一个大丈夫，可王安石充满正义感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呢？魏忠贤魏公公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阉人，为何居然会在当今之世
迎来许多人的膜拜呢？妇孺皆知的吴三桂，或许并没有人们想象中
那么不可饶恕呢？还有遗臭万年的篡汉者王莽，真是一个十恶不赦
的人吗？还有掀起“大礼仪之争”的嘉靖、呕心沥血也挽救不了政权
的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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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随着青铜冶炼技术

的出现，一大批我们熟悉的兵器随

之诞生，也出现了十八般兵器的浓

缩版——“五兵”。“五兵”同样有好

几种说法，颜师古认为是矛、戟、

弓、剑、戈，范宁认为是矛、戟、钺、

盾、弓矢，郑玄最麻烦，他把“五兵”

分为战车用和步卒用两套，“车之

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步

卒的“五兵”是弓矢取代夷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戈。单看

与它相关的成语就知道了，金戈铁

马，大动干戈，枕戈待旦，同室操戈，

反戈一击……能直接成为军事、战

争的代称，再没有第二种兵器能够

享受这样的待遇了。戈的主要用法

是啄，术语是“舂”。《鲁周公世家》记

载，鲁国和狄国打仗，俘获长狄乔

如，一个叫“富父终甥”的大臣“舂其

喉以戈，杀之”。而且戈的头部三面

开刃，正反都可以啄砍，往回拉可以

勾住对手，甚至直推都能伤人。

商周时期，这种兵器得以大行

其道。主流观点认为，它的盛行与

车战的方式相关。战车上负责搏

杀的是“车左”，他不仅可以居高临

下，挥戈屠戮对方的步卒，还可以

在“车错毂”的间隙与敌方车左交

手，挥动戈勾住敌人，再努力将其

拉下战车。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戈与车战

的关系并没有那样紧密，考古发现

的戈柄普遍不超过 1.6 米，对比后

面要提到的矛，很难想象这样的长

度能在车战中够到对方。再说戈

早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那时步卒

仍是绝对主力，最常见的形象也是

左手持盾（又名干）、右手执戈，“干

戈”由此而来。

尽管戈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但

各版本的十八般兵器里都没有戈，

它从秦汉时期开始没落，到明代早

沦为非主流了。戈的没落有多种原

因，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它看起来攻

击手段多样，可每种手段的杀伤力

都不够，论刺不如矛，论啄不如戟，

论砍不如斧，士兵的拼杀动作又是

越简单越好——一来降低训练成

本，二来听命令不容易出错，三来紧

密的作战队形根本不容许随便乱

动，否则很可能误伤战友。种种因

素之下，戈的外形不断简化，先是去

掉一边的锋刃变成戟，后来横出来

的那一部分也不要了，直接变成矛。

矛的外形和用法众所周知，历

经千年都没有大改变，只有长度随

时代变化。它在先秦分为酋矛、夷

矛 两 种 。 郑 玄 解 释 称 ，“ 酋 ”通

“遒”，后者有迫近的意思，指短矛，

“夷”则有长的意思。汉魏时期马

战取代车战，又出现了矟（shuò），

“矛长丈八曰矟，马上所持”。有人

考证约合4.15米，由于“矟”与“蛇”

读音相近，还被讹为“丈八蛇矛”。

再往后的唐代，矛的长度又开始缩

短，材质也由铜变为铁，既节省金

属也更实用，枪由此出现了。

另一种主力兵器——刀，早在

商代就已出现，但都是短刀，推测

为刑具和礼器，周代更多是作为工

具，比如书刀（刀笔吏）、厨刀（人为

刀俎我为鱼肉），西汉时期才步入

一线兵器的阵容，只是外表并不是

人们熟悉的那种“大砍刀”造型，反

而更像剑：长度达一米左右，一边

开刃，另一边有厚脊，尖端形成钝

角，末端是一个铁环，乍看上去就

像一把长长的钥匙，这种刀被称为

环首刀。当时骑兵取代车兵，铁兵

器取代铜兵器，韧度大大提升，骑

兵终于可以在冲锋时痛快地当头

劈下，杀敌效率提高了许多。

到了唐代，长柄的陌刀也开始

出现，重达五十斤，身强力壮的步

兵挥舞起来甚至能砍得人马俱碎，

显然这才是青龙偃月刀的前身。

宋代工匠们又给直挺的刀身加上

了弧度，称为“手刀”，“大刀片”总

算出现了。

打击类兵器的历史也很悠久，

鞭锏的前世就可以上溯到先秦时

期的“殳”，它类似棍或杖，青铜殳

首有棱无刃，可以套在竹木柄上。

由于宋代士兵铠甲都有逐渐厚重

的趋势，枪矛刀剑越发难以造成伤

害，鞭锏这两样兵器相继加入十八

般兵器的阵营。

锤也早以“椎”的形式出现，只

是在先秦时代，除了窃符救赵、博

浪飞椎等行刺的场合，并未成为军

队广泛配备的制式兵器。直到南

北朝，游牧民族南下才促使锤得以

普及，契丹、女真等异族最喜欢这

种兵器，称其为骨朵。它一来势

大力沉，二来不需要多高的锻冶

技术，要是工艺稍微讲究点，能给

骨朵加上刺，杀伤力又可以上一

档次，这就是“蒺藜骨朵”，即狼牙

棒，足以让本就处于下风的宋军

更无还手之力，只能发出“你有狼

牙棒，我有天灵盖”之类浸透血泪

的自嘲。 （连载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