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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周专栏

□李开周

怎样把美食
吃成童话

碎言碎语

心灵碎片
□碎碎

每个人都要吃饭，每个人都要跟食器打交道。
食器可分五种：炊食器、盛食器、进食器、藏食器、中介食

器。比方说咱们包饺子，洗菜用的盆、切菜用的刀、剁馅儿用
的墩子、擀皮儿用的擀面杖、煮饺子用的汤锅，以及加热时用
的燃气灶、煤炉子或者电饭锅，统统属于炊食器。饺子煮好，
盛到碗里，这碗就是盛食器。然后咱们开吃，用勺子舀面汤，
用筷子夹饺子，这勺子和筷子就是进食器。包的饺子太多，
这顿没吃完，搁冰箱里冻上，这冰箱就是藏食器。还有咱们
刚刚煮好饺子的时候，为了把饺子盛到碗里，用了一只大笊
篱去盛，这只笊篱就是中介食器。

这个比方请您记住，以后万一碰到变态的家伙，问您什
么是食器，都有哪五种，您可千万别说是锅碗瓢盆勺，您得给
他讲这个比方，告诉他什么是炊食器，什么是盛食器，什么是
进食器，什么是藏食器，什么是中介食器，噼里啪啦这么一
讲，显得您特有学问。

然而我们要是把同样的问题发给古人，尤其是秦汉以前
的古人，他们就不能这么回答了，因为我们现在列举的食器
在秦汉以前几乎都不存在。秦汉以前当然也有炊食器、盛食
器、进食器、藏食器和中介食器，可是跟现在的食器比，名称
不同，样子也相差甚远。

绝大多数先秦食器都在外观上迥异于现代食器，最明显
的特征就是那时候食器底部大多带腿儿，例如煮饭用的鼎和
鬲都有三条腿儿，盛饭用的笾和豆都有高高的基座，就连酒
器，我们在古装片里经常能看到的，像爵、斝、觯、角，要么有
三条腿儿，要么有个高高的基座。这种奇特现象跟饮食环境
有很大关系。第一，上古没有灶台，做饭必须平地生火，如果
用没有腿儿的锅来煮饭，还得把锅支起来。第二，上古没有
桌椅，大伙吃饭习惯于席地而坐，盛食器、进食器都是放在地

上，如果没有腿儿和基座，很容易沾上泥土，而且离地面
太近，吃的时候得趴下来，非常不舒服。

从战国后期开始，灶台开始普及，从魏晋南北朝开
始，席地而坐的吃饭风俗渐渐消亡，于是那些有座有腿的
鼎、鬲、笾、豆也就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迅速退出了历
史舞台，应运而生的是没有底座没有圈足的碗、盆、盘、
碟。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进程其实很快，才一
眨眼，鼎、鬲走远了，笾、豆走远了，现代食器粉墨登场。

从唐宋到今天，食器的变化并不算大，今天的瓷碗跟
唐朝的瓷碗在长相上没什么区别，今天的铁锅跟唐朝的
铁锅在用料上也没什么两样，倘若你请一唐朝人或者宋
朝人到家里做客，他不用旁人指点，就懂得提起筷子夹
菜，端起饭碗盛饭，你给他倒一杯酒，他也照样一饮而尽，
丝毫不会觉得使用起酒杯来有什么困难。唯一会让他感
到惊奇和迷茫无助的，恐怕只有后厨里那些电器。但是
这些电器无非是换了一种新的燃料来源而已，在烹饪原
理上还是跳不出唐宋食器的窠臼。

古代倒是有一些非常有创意的传统食器，在现代反
而找不到了。比如说，明朝江南富人宴客，席上常会有小
山架和小屏风这两种食器。小山架是玲珑剔透的木雕，
雕成蓬莱仙山的样子，上面一层层地放果盘放菜碟，往宴
席当中一摆，满桌子菜一下子有了立体感。小屏风是隔
菜碟用的，一张八仙桌上摆了七碟子八碗，有荤有素有凉
有热，主人可以在菜碟之间放几张高半尺长一尺的小屏
风，把荤菜隔成一“间”，素菜隔成一“间”，爱吃荤菜的客
人不妨坐得靠近荤菜区，正在吃斋的客人不妨坐得靠近
素菜区。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了这小屏风，菜也以
类聚以群分了。吃着吃着，你会产生一种错觉，貌似那些
菜都成了人，一群在这个雅间聚会，一群在那个雅间聚
会，这样你就把美食吃成了童话。

1她的心就那么大，除了爱她自己，再无多余
的力气与空间真正爱别人和爱世界。她走不进别
人。她能看到的，永远只是与她有关的部分。她沉
溺于自我的汪洋大海中。这个自我如此巨大又如
此浩繁，压迫了她身外的一切。所以她的烦恼，她
所感受的不妥，总是分外的多。她成了世界上最不
快乐，最需要安慰与让步的那个人。

现代版的渔夫家的老太婆。小金鱼早已远去。

2她那么爱自己，会不会不好意思？每看到那
种对自己有着过多、过分的爱的人，我都暗自为她
感到紧张，和羞涩。

一个人对世界的占有、要求与需索，得与他对
世界的给予与付出成正比。否则，得到的越多，就
越轻。
一个人富有的程度，不在于他占有的多少，而不过
是，他所能给予的多少。

我想要对自己粗糙一点，再粗糙一点。需要钝
感力。

3有时忙到深夜，已无心力洗澡，一身黏汗地
倒头就睡。这种时候很多，以至于洗澡，成了一种
对自己的奖赏。有时候感受着自己的脏，像感受着
与某人相处的不洁。与有的人在一起，就是会有一
种不洁感。她对你所说的话，她感受世界与揣度他
人的方式，她眼中的那个世界，都会让你感觉不洁
和不适。

忙碌完毕之后的洗澡，在水流中把自己冲洗干
净。在脏污和黑暗之后感受清洁，这样的清洁才有
意义。就像饥饿之后面对食物，冬天之后迎来的春
天。

设计施工

●土建装饰预算审计有资质

装修钢构设计 13937102710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工程预决算 13015533300
●建筑★装饰★设计66616673
●专业装修饭店 13598861598
●办公酒店设计施工63312520

●办公店面商场55695655价优

服装专卖店 饭店 55695952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55615204
另：承包办公酒店别墅家装

●家装设计施工 18625521576★宏超展柜厂
专业烤漆柜台：1325361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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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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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朋友租车郑东新区66831616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49元起●包月半价6913161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婚庆商务租车价优66653339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 15237155577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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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文化路双铺路口科技市场对

面门面房一万平方米可分租

联系电话：15290878858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黄金旺铺招租一楼200㎡二

楼 500㎡，办公培训出租 13
00㎡一楼西餐厅招租 500㎡
以上均含中央空调，无停车费

精装，价格面仪，地址：东风

路文化路TEL13503822888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出租经开区第八大街成熟

物流场院 13838162995
●出租东风南路土地（水泥地

带办公室）10亩 15617729897

●港区冷库出租 13503862018
●中原区十亩校园，出租、合

作、办厂均可13837176826
●助剂厂经营中国地11亩因业

主年龄大招租 13903847226
●黄河桥北平原新区40亩工业

标准厂房出租或联合开发

陈女士 18603845797
●高校窗口出租 13027518356
●经三路丰产路东位佳两层

商铺 500平出租 18103869326
●铭功路249号有房1000㎡对

外招商。电话：18638653613
●外地学校食堂对外招租

18837177796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火车站天鹅宾馆3楼15间房

招办公机构瑜伽会馆。其他

勿扰。电话：13513893855

●经七路南整院招租81670460
200㎡场地招租
黄河滩客流大适合做特

色餐饮 13838321593
白马广场招商
瑞达路黄金地段食品百货服

装美食招商中13613836080
紫荆山商铺

黄金位临街 2000㎡整体招租

63814656、13526431659

房地产

●中州大道临街房出售，

价格面议 15937192397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出售科技市场附近234㎡商

业用房一套，电话63556616
东区整栋出租
商都路临高铁站 7万平方米

三栋楼，层高5.1米，适合金融、

商业、办公15036001552

低价售门面房
农业路与南阳路临街 1、2层
700㎡1.5万元/㎡13598094171
海南温泉房

原生态观山瞰湖高层、湖景别

墅、超低价3180元/㎡起，70年产

权，温泉入户，远离雾霾，毗

邻高速高铁，准现房！紫荆山

路华林时代广场438室55972135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66213000

出租仓库厂院

●寻求项目合作：我公司现有

工业、物流土地 30-200亩位

于郑州中牟、经开区、港区

13938267879
●港区60亩厂仓13693718566
●高新区新厂房 13283805187
●低价出租厂房 13598839078

●西四环五亩仓 13903719259
●出租钢构厂房 15036166888
●中原西路乔楼3万㎡厂仓招租

15538233131 15824826195
●出租厂房1万平方大小可

分割有生活办公区，107与北

四环向东 2公里 15503719101
●标准厂房7000㎡办公楼60间
土地手续齐交通方便水电齐

可分租电话：13137109538
●经开区南三环与四港联动大

道南 200亩空地 15713660700
●高新区西四环厂房带办公

5000㎡有证 15890697377
●须水厂房出租 18638120682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仓库700㎡出租国基路与中

州大道东 300米 13803711981
●南郊厂房仓库出租证件全食

品厂更佳可承包 13783699885
●出租化工路厂房5300㎡，办公

住宿2500㎡13903868128
●出租瑞达路厂房2000㎡，2台
行车，配套齐全13938539716

●出租中牟厂房5000㎡，配办

公住宿13703719766
●马寨1千㎡厂房15617588501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钢构厂房①
12000㎡,办公 1500㎡,②46
00㎡办 800㎡,13607670687
重型厂房出租
距北环20公里黄河北

10/20吨天车13603715983

写字间楼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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