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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姣素

写作是件苦差。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适应它

的体质，要有对语言的天生敏感度，在天赋加勤勉

之外，还要冷、热板凳都坐得，不骄不躁；要经得起

时间的检验，淡泊名利；要学会在孤独中思考，耐

得住寂寞。能坚持到最后的，也不一定能成为大

家，但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

要会阅读。众所周知，创作与灵感有关，也与

阅读息息相关。对灵感的捕捉往往就是转瞬之间，

能及时抓住就抓住了，相信大多数的写作者就经

历过这样似曾相识、稍纵即逝的苦恼，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事。但阅读不同，阅读可以让自己安静，思

考书里书外的众生，遇到可心的书籍，会有醍醐灌

顶、茅塞顿开之感。于写作者而言，阅读与写作是

鸟之双翼。

而阅读也有阅读的技巧 。古今中外 ，书海浩

瀚，接受文化的洗礼不能一叶障目，要有开放包

容、海纳百川的格局与姿态。但也不能良莠不分，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要懂得在阅读中思考，要有

选择、有营养地阅读。再细分一点，阅读跟自己气

质与风格相近的经典与精品，做到理解和领悟。我

们读了一部作品，要思考这部作品用现实生活或

者故事带给我们什么启迪，诠释了某种精神 、道

理、情绪、情感等等，懂得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

如今网络发达，现代人都不怎么读书，但也有

嗜书如命的人。不是说汗牛充栋，越多越好，而是

要在大量阅读之外，对少量适合自己、可弥补短处

的经典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细读之下要能融会贯

通。细读之外当然还有粗读了，粗读可以不达到知

音之默契，如伯牙子期的高度，但最基本的标准还

是要有。不说理解它的宏大结构、布局、构思，人

物，主旨反映，价值意义等等，但读后对作品的共

情力还是要有所领悟，换言之，我们达不到这个高

度，至少在心里要有个评判优劣的尺度与标准。

一个好的作家，可以不是评论家，但一定会是

好的鉴赏家，能目光如炬，有识金断玉的功力，这

样的阅读才能自然生发，才是有效的、走心的，才

能抵达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

地。因此，对作品的鉴赏力，也是创作必不可少的

功课。

要有敬畏心。写文字的作者一定要有敬畏之

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写作者的神，当然是文字，是

语言。只有敬畏，方葆虔诚。

汪曾祺在创作经验的分享中一直强调语言的

重要性“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的美不在一个

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好比包世臣论

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

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可见在

写作过程中，语言的敏感非常重要。从沈从文的

《边城》，汪曾祺的《受戒》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浑然

天成的美，诗性的张力，看不到一点刻意雕刻的痕

迹，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而然。这种意境之美，就

是语言的神奇魅力。如水般的语言，是写作的看家

本领，亦是文学潜移默化的艺术功力。

写作切忌粗制滥造，对语言要有洁癖。一篇作

品完成后，不要急于发表，要放上一段时间，再回

头去看看，会发现又有不同的想法。好作品有时候

也是修改出来的，每一次的修改会有不同的领悟，

直到无法修改，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的长篇小说《白驹过隙》修改过六稿，当我

还想要做一些小的调整和修改时，出版社那边已

经进入了出版印刷阶段了，让我心存遗憾，也更加

懂得了修改和作品需要时间沉淀的重要性。

有好些作者，一年出个长篇，数量之多，令人

咋舌。其实作品不在多，而在精，要追求经典，写一

部，是一部，写一篇，成一篇。写作也是个积累与沉

淀的过程，写自己最熟悉的事物。阎真先生对作品

的写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七到八年出一部长

篇，每写一部长篇要做近两千条笔记，可见在社会

调查中做足了功课，再反复酝酿，构思成文。这些

前提准备是必要的，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再一气

呵成，足见他对文字的敬畏之心，所以他的每部作

品都有其独到的思想与功力，有着震撼人心的艺

术效应。

要有技法创新。写作也是讲点技法的。写一篇

最简单的记叙文，也要平中有料，直中见曲，一篇

文章才会有点意思。

王鼎钧讲的直叙的技巧值得我们琢磨：每一

代都有许多有心人。有心人发现，某一篇记叙文所

以生动，多半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生动。某一篇记

叙文所以平板，多半因为那件事情也平板。事实既

难以左右，那么文章也就各有不同的命运：众人爱

读或不爱。事情为什么又有平板或生动之分呢？什

么样的事情才是生动的呢？有心人加以比较归纳，

找出许多条件来。

条件可能很多，多得我们一时无法消受，其中

最要紧的，也许只有三项，就是：起落，详略，表里。

三者有一就很好，倘若三者兼备，那真是“文章本

天成”了。李元洛先生的《写着写着几千年》就有着

“文章本天成”的况味，值得我们细读，集唐诗宋词

元曲的精神盛宴于一体，对写作者大有裨益。如是

爱好小说写作的朋友，可以学习阎真先生的《小说

艺术讲稿》，这本书提炼了他毕生的文学经验，全

面系统地梳理了如何鉴赏小说，如何写好小说的

技法与宝贵经验，如是细读，定能开启心门，助益

良多。

写作也如吃饭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

个人的口感不同，领会自然也是不同。但万变不离

其宗，我们还要多学习和探索老祖宗传承下来的

不老法宝，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领略汉语的博大

精深，定会是一种自然、有效的抵达。

湘江观潮

自然生发与
有效的抵达

直 到 现 在 ，西 南 地 区 还 普 遍

将辣椒称为海椒 。“海 ”——不仅

仅指出辣椒来自海外 ，也提示了

辣椒是从东南沿海地区传来 。曹

雨认为 ，这暗示了辣椒在中国的

传播路径，即先到达沿海，再逐步

传入内陆。

辣椒传入中国之后的传播路

径非常复杂，但几乎都能追溯到广

州和宁波这两个港口。位于长江中

游的湖南很可能同时受到了广州

传入的辣椒和宁波传入的辣椒的

影响。

但在辣椒传入的第一个百年，

它只是被当做一种不可食用的观

赏植物。湖南是向西部的贵州传播

“观赏植物辣椒”的重要中继点。

“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

盐。”在贵州，曹雨找到了在我国辣

椒最早用于食用的记载——康熙

六十年(1721 年)的《思州府志》。其

食用背景是贵州缺少食盐，当地居

民反复尝试过多种代盐之物后，无

奈选择了辣椒，且食用之风是从土

民和苗民中首先流行起来的。

随后，中国各地方志中对辣椒

的记载依次出现在贵州以及与贵

州相邻的省份的“物产志”中。

因此，曹雨猜测，在中国内陆，

最早食用辣椒的人应该是贵州人。

湖南，则经历了“由东向西”和“由

西向东”两次辣椒传播——

辣椒由沿海传入湖南东部地

区，再由东部传入湘西地区，其重

要的贸易节点很有可能是常德，再

然后由常德向西经沅江贸易传播

至苗族土司地区，随后进入贵州的

酉水流域，即思州府辖区(今酉阳、

秀山、务川、沿河、印江)。并在这里

完成了从不可食之物到可食之物

的重大转变，在贵州东部和湘黔交

界的山区形成了小范围的吃辣风

尚。

这股风尚又向东传回湖南，向

西传到渝州、入川，向南进入云南。

在湖南，也是经历了由西向东的流

布。道光年间是辣椒在湖南散布的

重要时间节点，《长沙县志》《新化

县志》《平江县志》《湘乡县志》都在

这一时期将辣椒列入了物产志，足

见其盛行。而湖南南部丘陵地带的

永州、邵阳、衡阳、郴州等地食用辣

椒的时间最晚。

但至少在同治年以前，辣椒已经

盛行全省。到20世纪初，食用辣椒的

习惯已大致传播到长江中上游的多

数地区，业已形成了一个以贵州为地

理中心的“长江中上游重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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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是辣椒的忠实

爱好者。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有下属官吏

想了解他的饮食偏好博取欢心，于是偷偷贿

赂了他的伙夫。伙夫在上菜前，拿出辣椒粉

撒入碗中。这大大出乎了下属官吏所料。这

是为何？

曹雨分析，辣椒在南方山区的农民中受

到欢迎，给辣椒打上了“穷人的副食”的阶级烙

印。就算是在食辣区域，辣椒在大型城市和富

户之家也难以占有一席之地，辣味食物被视为

一种贫穷阶级的饮食习惯而被抗拒。因此，下

属官吏以为曾国藩口味很“高贵”。

事实上，在晚清时期的乡村中，即使是

富户往往也有吃辣的习惯。曾国藩的嗜辣，

应该是从湘乡老家带过去的。

直到近现代的一连串革命打碎了旧有

阶级饮食格局，以贵族为崇尚标杆的风向被

彻底推翻了，底层的饮食变成了被模仿的对

象，才使辣椒有了被社会各阶级接受的前提

条件。

但辣椒真正在全国蔓延，还需要等到改

革开放以后。中国迅速城市化，使得数以亿

计的移民进入城市，巨大的人口流动使得辣

味的传播面更广，这些移民又有着巨大的外

餐需求。曹雨总结，改革开放之后的吃辣大

流行，有移民时代、食物工业化、经济发展三

个因素的影响。移民以后，大量人口聚集在

城市，周边饮食供应不足，需要大规模调用

物资来供给，必然走向食品工业化。工业化

的量产食物，需要冷链保鲜的长途运输，以

及为延长保质期的储存方式和烹调方式，而

辣椒的重口味调味能够覆盖质量欠佳的食

材的较差口味，这使得辣味得以在收入不高

的移民中流行起来。

辣味菜肴也是一种良好的社交食物，对

于根基尚浅的移民来说，没有比约一顿酣畅淋

漓的辣味饭局更能“破冰”了。因此，真正在全

国带起辣椒流行的还是“江湖菜”。

此外，长久以来，中国人形成了咸味、酸味

的味觉偏好。在前工业化时代，中国零食的主

要口味都是咸味的，而辣味的添加与它们相得

益彰，也促进了辣味零食的流行。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完全不食

辣的消费者越来越少了。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中国的辣椒产量世

界第一。然而根据联合国粮农署的数据，中

国的辣椒产量远少于印度。

为何有这样的差异？这是因为，联合国

的辣椒统计是以含有辣椒素的辣椒属植物

计入，而中国的大多数辣椒都是鲜食品种，

在联合国的统计中，被纳入了“蔬菜”的范

畴。也就是说，湖南人常吃的菜肴“辣椒炒

肉”中的辣椒，没有被计入联合国的“辣椒消

费”之中。

中国的吃辣人口约有 5 亿人，但全国人

均消费干制辣椒每年仅有 210 克左右，低于

印度(800 克)和泰国(700 克)。以辣椒调味的

情况来看，其实中国是一个吃辣比较普遍，

吃辣人口上升较快，但总体而言并不算吃得

很辣的国家。

中国人中吃辣的那部分人口，从宏观来

说吃辣程度不如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

家，也比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越南稍弱，大

致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吃辣程度相关。世界上

最辣的辣椒，包括娜迦毒蛇、哈瓦那辣椒、印

度鬼椒在中国很少栽培。

湘江周刊：为何会是贵州东部和湘黔交

界的山区首先形成吃辣风尚？辣椒在湖南经

历了“从东到西”和“由西向东”的两次传播，

为什么一开始湖南东部地区没有食用辣椒？

曹雨：湖南的东部地区生活较为稳定，

菜园内第一季、第二季种什么都是固定的；

得益于较好的交通区位，也不缺食盐。所以

农民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尝试新物种。“穷

则思变”，在偏远山区就有这个动力。

辣椒的扩散是伴随着中国农业的“内

卷”进行的，人口的增殖使得缺地的农民副

食选择越来越少，不得不将大量的土地用以

种植高产的主食，对土地要求低、产量高的

调味副食受到越来越多的农民青睐，因为少

量的咸菜、辣椒副食就能佐食大量主食。这

构成了辣椒在南方山区扩散的主要原因。

湘江周刊：中国不同地区吃辣程度差异

很大，湖南人常以能吃辣为傲。以您的观察，

湖南人的吃辣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排位”

如何，能够算几级？

曹雨：如果十级是满级的话，大概是在

六级。全世界范围来看，比我们能吃辣的国

家很多，比如墨西哥、印度南部地区、埃塞俄

比亚……湖南确实不太辣。

而且说到以吃辣为傲——因为辣是一

种痛觉，而不是一种味觉。说到底，吃辣是一

种忍受痛苦的能力，所以会出现“较量”，让

“胜者”以此为荣。一些饭桌上，吃辣的逞能

行为，也和人们在饭桌上拼酒类似。

湘江周刊：这有些出乎意料。您之前提

到中国人将辣椒作为一种蔬菜，这在全世界

普遍吗？

曹雨：不普遍，其他国家一般将辣椒作

为一种调味料。国外培育了很多高辣度的辣

椒品种，中国人对辣度则没有那么高的追

求。时至今日，中国辣椒栽培中的两大品种

——杭椒和线椒，油脂含量高，都是高香型

的品种。现在我们制作一些菜肴，都会用到

好几种辣椒，有的辣椒负责辣度，有的负责

香气，有的负责颜色。

湘江周刊：全世界只有我们偏好辣椒的

香气吗？

曹雨：匈牙利菜会偏好有烟熏香气的辣

椒，但绝大多数国家对香味没有要求。我在

国外做调研的时候吃得挺受不住的，他们的

辣椒都是“死辣死辣”的，没有什么香味。

我个人感觉，味觉越混合，就越没那么

辣。比如湖南的“鲜辣”、贵州的“酸辣”、川渝

的“麻辣”，都是复合调味，有其他香料的加

入。江西比较辣，因为江西菜不凸显别的香

料，所以“硬辣”。

湘江周刊：就您的观察，在当下，嗜辣的

饮食习惯是否还是与经济强相关？

曹雨：还是强相关。可能观察个体并不

明显，但是就总体而言，经济越发达，人们的

口味也就越趋向于清淡。这不仅仅是吃辣的

区域，比如在不太吃辣椒的日本，经济条件

较差的人群口味比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群要

重油盐。

湘江周刊：有一种说法，湖南、贵州、川

渝嗜辣是因为潮湿的气候，人们需要吃辣椒

来祛湿气，是一种身体的需要。您怎么看待？

曹雨：就我对全球的饮食偏好观察来

看，这个说法并不靠谱。比如墨西哥、非洲的

一些国家，它们的气候适合辣椒生长，那里

的人也很能吃辣，但是这些地区干燥。

我认为这些说法更趋近于一种“文化想

象”。无论是吃辣椒“上火”还是“祛湿”，都不

是人们不食用或者食用辣椒的原因，而是一

种补充的心理慰藉。只要吃辣的偏好持续下

去，人们就会不断地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的

行为，不断地编织“意义之网”。并在与别的族

群的接触中，变成了一种认同的标准和标志。

湘江周刊：做一个预判吧！接下来，辣椒

还会占领更多餐桌吗？

曹雨：我认为不会。现在移民的量已经

不太可能有很大规模的增长，另外由于人口

老龄化，人老了以后慢慢会减少吃辣。辣味

以后应该会成为一种“特色饮食”，比如到长

沙之后，我就想来吃顿辣。

从“穷人的副食”到风靡餐桌

中国人能吃辣吗?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通讯员 林丹丹 王璐

在 暨 南 大 学 文 学 院 教 师 曹 雨

的家庭餐桌上，辣椒偶尔“客串”。

这不太“广东”。不过，他也自

认并非“地道”广东人——他的母

亲来自嗜辣的湖南，父亲来自嗜甜

的江南，而他在崇尚清淡鲜美的岭

南长大。这让他的口味十分多元：

烧腊是他的心头好；外婆自制剁辣

椒的酸辣咸香，也是他记忆中最美

好的滋味。

几年前，在湖北恩施做移民与

族群的人类学调查时，自认为“还

算能吃辣”的他被当地的饮食“辣

得受不了”。为什么那么辣？他环顾

四周的地理环境，生出了进行辣椒

的饮食人类学研究的想法。

在翻阅历史和田野调研中，曹

雨意识到，辣椒自明代传入中国以

来 ，深 深 地 改 变 了 中 国 饮 食 的 面

貌。尤其是近数十年以来，伴随着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食品的工业

化 ，辣 味 的 旗 帜 已 插 满 了 全 国 餐

桌。同时，他也走出国门，站在世界

的角度认识了这种神奇的植物。

2019 年，曹雨的《中国食辣史》

出版，书里讲述辣椒传入中国后四

百多年间的变化。

近期，《中国食辣史》再版，他

应长沙图书馆星城科学讲堂邀请

来 到 长 沙 ，吃 了 一 顿 火 辣 辣 的 湘

菜，开展了《辣椒的征途》讲座。

贵州东部和湘黔交界的山区，形成了
中国最早的吃辣风尚

双峰县，农人正在晾晒辣椒。 乃继辉 摄

一场灯

光 秀 中 ，无

人机在长沙

上空变换出

辣 椒 造 型 。

辜鹏博 摄

市 民 正 在

品尝湘菜。在湘

菜中，辣味往往

不可或缺。

辜鹏博 摄

专访曹雨：吃辣“祛湿”，是一种“文化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