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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还能“嗦”吗？
王 涵

   春暖花开，吃螺蛳很合
时令。螺蛳“嗦嗦”，老酒
“板板”，是上海人生活的
一大乐趣。到江浙一带的
农家乐的饭店里点菜，酱
爆螺蛳、辣炒螺蛳、鸡汁螺
蛳，也是必点的菜。但是，
最近细心的读者在《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中，发现螺蛳也列入其中。
于是提出了一个疑问：螺
蛳还能“嗦”吗？

动物学家告诉我们：
列入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之“螺蛳”，并非我们平
常食用的螺蛳，此螺非彼
螺，这是学术界使用的正
式名称和民间俗名重合所
造成的误会。列入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螺蛳，学名叫
Margarya，仅限于云南高
原冷水湖泊的一种珍稀螺
类。我们平时食用的螺蛳，
是方形环棱螺的俗称，基
本上都列于田螺科石田螺

属的范围内。螺蛳是栖息
于湖泊、河流、池塘、沼泽
和水田中的贝壳类软体动
物，数量极多，是一种家常
的水产品。吃方形环棱螺，
并不违法。

随着万物生长，在水
中蛰伏许久的螺蛳，趁时
变得丰腴起来。它和肥美
的鳜鱼一样，是上海、江浙
人经常品尝的美味之一。
捏一颗炒熟的螺蛳放到嘴
里嗦啜，爽嫩的螺蛳肉随
同螺壳里的汤汁顺势滑
落，咬断螺蛳头，将肠子吐
出，口感是韧劲里透着绵
软，越嚼越香，即使下咽
后，齿颊也是久久留香。

螺蛳是种“小荤”，价
廉而物美。汪曾祺先生在
散文《故乡的食物》中曾提
及：“用五香煮熟螺蛳，分
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
自己用竹签挑着吃。”几年
前，有家电视台曾举办过
“嗦”螺蛳大赛，胜出者有
奖可获。几十位选手双手
和嘴并“嗦”螺蛳的场面，
颇为壮观和有趣。

螺蛳是一种天然的河
鲜，是时令之鲜。江南有句
古话：一味螺蛳千般趣，美
味佳酿均不及。人们“嗦”
螺蛳的历史，至少在千年
以上。在古代许多著名诗
人的笔下，都盛赞过螺蛳
的美味。唐代刘禹锡诗曰：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
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
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宋
代诗人黄庭坚也赞曰：“但
得螺蛳吞大象，从来美酒
无深巷。”他还声称青螺值
千金：“飞鹊台前晕翠蛾，
千金新买帝青螺。”帝青螺

要用千金来买，这句话，显
然有点夸大了。

螺蛳富含蛋白质、铁
和钙，可治目疾。“嗦”螺蛳
可以明目。明代医学家倪
朱漠在《本草汇言》中有
言：螺蛳具有“解酒热，消
黄疸，清火眼，利大小肠”
的功效。清明前的新螺蛳，
嫩而鲜；清明后，肚里有小
螺蛳了，螺蛳妈妈把身体
内的营养送给下一代，螺
肉比较瘦。由此可见，母爱
之心，螺皆有之。

在广西柳州，养殖螺
蛳还是当地的一个扶贫
项目。因螺蛳粉这道点心
已走向全国，而螺蛳粉少
不了以螺蛳作汤底。自脱
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广西
柳州市鱼峰区发动农民
养殖螺蛳，大力发展螺蛳
粉的原料产业，帮助当地

的脱贫工作。
螺蛳怎样炒才美味？

各地有不同的炒法。这里
介绍一下孔明珠开设“孔
娘子厨房”的经验：“螺蛳
绝对不能多炒，螺肉老了
是无论如何吮不出来的。
炒螺蛳最好放点辣，干辣
椒可以，辣豆豉更鲜美。酱
炒螺蛳，是用豆瓣酱与甜
味酱混合在一起，代替酱
油与白糖。”十多年前，我
曾给三岁的外孙女吃螺
蛳，用牙签将螺蛳头一个
一个挑在调羹里，她用筷
子一个一个吃，吃得津津
有味，一调羹螺蛳肉，好下
半碗饭。现在，读初三的外
孙女对此还记忆犹新。
因有“三月螺，赛似

鹅”之说，有人便创造了一
种“鹅螺蛳”菜。“鹅螺蛳”
是将鹅肉切碎后，和大蒜、
香葱、生抽、料酒爆炒，加
入洗净的螺蛳，焖烧 20分
钟，出锅时，香气扑鼻，鹅
肉肥嫩，螺肉鲜美，令食客
欲罢不能。

用智慧引领幸福
周国平

    1.超越欲望才有幸福
叔本华说：人受欲望

支配，欲望不满足就痛苦，
满足了就无聊，人生如同
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
摆。他的结论是：根本就不
存在幸福这回事。
如果只在欲望层面上

找幸福，叔本华的话是对
的。欲望意味着匮乏，而
匮乏就是痛苦，欲望的满
足则意味着欲望的空白，
而这就是无聊。比如肉体
的欲望，食欲、性欲，不满
足是痛苦，满足时顶多有
短暂的快乐，然后便是无
聊。又比如对金钱的欲
望，钱少了是痛苦，钱多
了，如果没有更高的目
标，就会无聊，然后要去
赚更多的钱，但钱再多也
填补不了内心的空虚，即
使你富裕得成了一个金钟
摆，仍逃脱不了在痛苦和
无聊之间摇摆的命运。
然而，超越欲望的层

面，叔本华的说法就不成
立了。精神性质的愿望，其
产生不是基于匮乏，而是
基于内在的丰富，其满足
又会激起更强烈的愿望，
因此绝不存在痛苦和无聊
的悖论，相反是快
乐递进的良性过
程。比如说，你渴
望知识，喜欢读
书，你会因此痛苦
吗？当然不会，这类愿望本
身就是令人快乐的。然后，
你去满足你的愿望，你读
了一本好书，读了许多好
书，你会因此无聊吗？当然
也不会，你只会感到充实。

2.两种不同的比较
只把物质的快乐视为

幸福，只在物质的层面上
和人比快乐，这样的人必
定永远劳心劳力，无幸福
可言。

为什么不做另一种比
较呢？凡是真正品尝过精神
的快乐的人，把它和物质的
快乐做比较，一定都知道，
它带来的幸福感远非后者
可比。这样的人是不屑于

和人比物质的快乐的。
3.幸福包容人生的正

负体验
幸福是相对的，现实

中的幸福是包容人生各种
正负经历的丰富的体验。人
生中必然遭遇挫折和痛苦，
把它们视为纯粹的坏事予
以拒斥，乃是一种愚痴，只
会使自己距幸福越来越远。

4.智慧引领幸福
苏格拉底提出过一个

等式：智慧=美德=幸福。
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倘若
想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做
人就一定会做得好，而这
也就是幸福。反过来说，我
们的确看到，许多人之所
以生活得不幸福，正是因
为没有想明白人生的道
理，在做人上出了问题。在
此意义上，智慧是引领我
们寻求幸福的明灯。

5.幸福的“器官”是心
灵

如果我们要给幸福寻
找一个“器官”，那只能是

心灵，而非肉体。肉
体只有快感和痛
感，是心灵在做幸
福和不幸的判断。
正因为此，心灵的

取向和状态对于幸福是重
要的。

6.幸福来自有意义的
关联
意义即关联，关联有

两类。一类是我们的生活
与有限的生命价值和精
神价值的关联，比如父母
对子女的爱，出于精神动
机从事的事业，皆属此
类。另一类是我们的生活
与无限的生命价值和精
神价值的关联，这实际上
就是指对人生的超验意
义的信仰。提供这种超验
意义的那个至高境界无
法证实，但惟有假设它存
在，与它保持关联，才可

使人生获得真正充实的
幸福。
现代人发疯似的追求

幸福，这种狂热是一种病
态，其病因在于关联破裂，
意义缺失，由此产生了人
人痛心却无力战胜的内心
空虚和外在冷漠。可是，人
们往往找错了原因，反而愈
加急切地追求物质，寻找表

面的快乐，试图以之填满意
义的真空，结果徒劳。

7.宗教与幸福的关系
追求幸福会面临两大

威胁。一、沉湎于肉体的、
物质的快乐，使人堕落，无
缘于精神的幸福。二、人世
间一切幸福会被死亡一笔
勾销。宗教的主题是灵与
肉、生与死的关系，就是要
解除这两大威胁。
但是，宗教倘若推至

极端，用灵否定肉，用死后
的不朽否定生，就反而会
损害人世间的幸福。

8.幸福这把尺子太小
那些伟大的灵魂，圣

者如佛陀和耶稣，贤哲如
苏格拉底和孔子，天才如
尼采和凡·高，生前或者贫
困终身，或者受尽磨难，如
果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估，
他们都是很不幸福的。幸
福这把尺子太小，衡量不
了这些精神伟人的价值。
不过，倘若把幸福定

义为人性的伟大，他们又
是最幸福的。

9.快乐的二原则
追求快乐无可非议，

但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
道德原则，你在追求快乐
的时候不可给他人造成痛
苦，不可损害他人；二是理
性原则，你在追求快乐的
时候不要给自己埋伏下痛
苦，不要损害自己。违背前
一个原则，是卑劣，违背后
一个原则，是愚蠢。其实卑
劣者往往愚蠢，损人往往

以损己告终。
10.积极的超然
真性情之人，不但有

诗人的心灵，热爱人生，富
于生活情趣，还必须有哲
人的胸怀，彻悟人生，能够
超然物外。倘若没有后者，
人就会受外部事物和外在
遭遇的支配，患得患失，生
活情趣便荡然无存了。超
然未必是消极的出世，反
而可以是一种积极的人生
态度，你和你的人生保持
一个距离，结果是更能欣
赏人生的妙趣。

11.福禄寿新解
中国人供奉福、禄、

寿，我曾恨其庸俗不堪，现
在忽然想到，三者恰好概
括了人生哲学的三大主
题，即幸福、道德、生死。如
果用孔孟本人的思想来解
释，它们还可以是很高的
境界：福是“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的颜回之
“乐”；禄是“仁义忠信，乐
善不倦”的“天爵”，而非
“公卿大夫”的“人爵”；寿
是精神健康意义上的“仁
者”之“寿”。

12.幸福是多支点的
要敬业，不要唯职业。

要创业，不要唯事业。生活
的领域无比宽广，人生的
内容丰富多彩，幸福是多
支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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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觉醒来，发现有人把我拉进了一
个群。一个陌生的、似乎与音乐有关的一
个微信群。一头雾水的我潜着、爬着楼，
一番观察后终于搞明白了：群主大风，曾
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毕业后去了维也
纳留学深造数年，后来回到家乡在沈阳
任声乐系教授。防控新冠病毒宅家期间，
他自愿组群免费授课，给喜爱音乐的人
们在网上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宅家是为了更好地防控新冠病毒。
可习惯了平日里紧张工作节奏的人们，
宅家时间一长也颇感无聊，有机会学习
当然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我私下猜想，
大风老师大概也是因为宅家闷得
慌才想到网上授课的吧。我也悄悄注
意了一下群友，他们有些是演员，有
些是从事音乐教学的老师，还有的是
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这令我这个
业余音乐爱好者有点不知所措了。

在德奥艺术歌曲和歌剧里，德
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拉丁语是基
本语言。第一次上网听大风老师的
课，对他一口流利的德语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这可能与他曾经在维也纳生活
过有关。大风老师上课时很投入也很风
趣，经常边弹边唱边示范，并时不时展示
一下他那堆积如山的宝贝音乐书籍，看得
出来他对音乐研究很用心。在教每一个新
歌之前，我们都会收到五线谱，他会讲解
每个单词的发音和词义，歌曲背景等等。
然后按照乐谱开始教歌。在课上教授会
要求学员朗读或视唱，一开始大家不习
惯，网上顿时成了无人状，大家潜着闷笑
不出声。后来慢慢习惯了，学员们会积极
争取机会让教授纠正发音。教授说，必须
先要读熟了句子才能开始唱，先是慢唱，
把每个音都发准了再套上节奏，不要还没
学会爬就想跑，摔了跟头，还是要从爬开
始。以前我歌词念得半生不熟就开始唱
了，所以经常唱哑了嗓子还事倍功半。

今年的元宵节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元

宵节。那晚，没有彩灯，没
有家庭聚会，没有丰盛的
菜肴，甚至没有汤圆，但是
我们有音乐课。他的幽默
或许是与生俱来的，音乐
课中不时会出现一些笑点，让人忍俊不
禁。比如在讲《摇篮曲》时，讲完了舒伯特
摇篮曲后，他会突然冒出一句：“好！第一
个孩子睡着了，我们再摇勃拉姆斯的孩
子。”在讲舒伯特的作品《圣母颂》时，教
授说：“这是分为三段回旋曲式的作品，
歌唱家们大都唱第一和第三段。”有同学
提问：那我就唱一段行不行？教授顿了

顿，说：“你这么没诚意还唱啥圣
母颂啊，玛丽亚能听你恳求吗？”
说得大家都在偷偷地笑。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共学
习了二十八首德奥艺术歌曲。其
中有《微笑王国》《春之声》《鳟鱼》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听的歌啊！
每次上课我都认真做了笔记，这
样可以加深印象，也方便课后查
阅。每一段优美的曲子里都有一

个故事。从写诗、作曲、到演唱，都充满
了情感。只有在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
并消化理解之后才能更好地把曲子的
精髓部分正确地演绎出来。这样的学习，
对学唱歌、学语言，尤其对提高艺术修养
都是有帮助的。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每个人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作贡献。医务
人员冲到了第一线是作贡献，我们宅家
也是作贡献，而大风老师是以授课的形
式来作贡献。每晚欢声笑语的课堂给大
家带来了愉悦，如疫情中布满阴霾的天
空洒下一束温暖的阳光，填补了内心的
虚无。大风老师说:“开了学可能就没有
时间教你们了。”因此他拼命教，我们拼
命学，辛而不苦，全来自于对古典音乐的
热爱。但是，谁又想这音乐课真的就此结
束了呢⋯⋯

卷香 （中国画） 丁 鼎

    春天， 即使
石缝里的小草也
是顽强的。

南极游诗草
唐乐峰

生日畅泳冰海
冰海忽呈少年狂，

出波始觉背针芒。

寒风刺骨如汤注，

通体舒张立大荒。

南极天堂湾
天堂满目玉玲珑，

翠雾晴岚百嶂中。

万仞玄崖染碧水，

千峰白雪耀青空。

鲸鲵劈浪橫冰海，

鸥鹭冲天画紫穹。

倏忽寒光催我醒，

人间仙境醉秋风。

庚子初春，南半球秋
风起矣。

冰海解禁喜讯
南极壮游毕，因全球

新冠疫情忽遭禁足，众皆
不乐，亦无可奈何。今午
后传来解禁喜讯。
黛岑一抹倍凄凉，

冷雾寒风碧落长。

铁舶孤悬冰海上，

游人尽卧黯云旁。

船头忽有佳音至，

舰尾频传喜乐忙。

今夜欢呼斟满酒，

明朝踏舞返吾乡！

守望者语

江南渔文化
曹伟明

    每当春二三月，风轻云淡之
际，在淀山湖畔垂钓，是闲适者的
最大乐趣。领略一番前人“西塞山
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
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意
境。享受春水碧蓝，鳜鱼正肥，雨中
青山，江上渔舟；蓝天白鹭，两岸桃
红的诗情画意。仿佛那垂钓的不仅
是鱼儿，更是希望。江湖、渔夫、渔
舟构成了江南的独有符号，使诗性
的“水文化”尽显风流。

淀山湖一带的人们在捕鱼和
吃鱼方面是很有讲究的，顺时而
为。

正月塘鳢鱼，二月鳜鱼，三月
甲鱼，四月鲥鱼，五月白鱼，六月鳊
鱼，七月鳗鱼，八月鲃鱼，九月鲫
鱼，十月草鱼，十一月鲢鱼，十二月
青鱼。捕捞时节，淀山湖渔民常常
用牵网、丝网、裹网等渔具捕鱼。渔
具作为鱼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
水乡人的聪明与智慧。

青浦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饭稻羹
鱼”，靠水吃水，水稻、水植、水产是
上苍给人们的眷顾。这里江河湖泊
众多，鱼类品种丰富。上世纪的考
古发现崧泽文化遗址上，早在六千
年前，已经有了粳、籼的水稻谷种
和鱼、鳖、螺、蚌等水产食物。上海

先民曾采用鱼形，作为艺术的装饰
图案，点缀于陶罐和陶盆上。那黑
陶上刻有的鱼眼纹、鱼脊纹、鱼鳞
纹等鱼形纹饰生动活泼，雕刻形
象。古文化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烹饪
鱼类用的陶器以及石网坠、陶网坠
等渔具，说明了当时的渔猎经济已
经相当发达，与农耕生活相辅相
成。由于鱼与余同音，上海先民还
借助“鱼”，传递着“富贵有余”、“吉
庆有余”和“连年有余”的幸福愿

望，期盼生活富余，平安健康。
在古代“与鱼共谋”的文化人

不计其数。不仅有闻名遐迩的张翰
“莼鲈之思”；范仲淹的“江上往来
人，但爱鲈鱼美”。更有陆机、陆云
兄弟，身在洛阳，心想家乡，以鲈
鱼、莼菜为借口，辞官返乡。他们所
思念的鲈鱼，便是青浦吴淞江畔的
四鳃鲈。每逢仲秋季节，鲈鱼便从
东海回游到吴淞江，被渔民们捕捞
后做成鱼脍，味道特别鲜美。“西风
十里淞江路，不为鲈鱼不忍归”，
“鲈出莼乡芦叶前，垂虹桥下不论
钱”，便是江南人的水乡情结。

诗性江南，可以让人宁静致
远。鱼，乃是水中之魂。江南人的聪
明伶俐，得益于和鱼儿的太多亲
近。它赋予和造就了江南人灵动、

灵气、灵活的精
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