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词例话》

寿司是日本最古老
的食物。被称为寿司前
身的“熟寿司”，在日本
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
历史。近江（滋贺县）的

“熟寿司”直到现在都十
分有名。

在奈良时代和平
安时代，寿司都是可以
用来纳税的物品。平安
时代中期的法典《延喜
式》（927年）中记录了诸
国进贡的寿司，其中有
鲫鱼寿司、鲍鱼寿司、贻
贝寿司、贻贝和海鞘的
混合寿司、琵琶鳟鱼寿
司、鲑鱼寿司等鱼贝类
的寿司，还有野猪寿司、
鹿肉寿司等兽肉的寿
司。其中鲍鱼、鲷鱼、鲣
鱼、窝斑鱼等，现在依然
是常用的寿司食材。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深
读

2021年9月3日 星期五 责编叶红 版式罗梅 校对 廖焱炜

14
当代书评 星期五

寿司、天妇罗、荞麦面
与鳗鱼，不仅最受日本江户
人喜爱，被誉为“江户美食四
大天王”，而且成为日本饮食
文化的代表。

这四种为人熟知的美
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
背后又有怎样妙趣横生的
小故事呢？在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
的《四口吃遍江户》这本书
中，日本饮食文化研究专家
饭野亮一细致梳理了这四
种食物从诞生、发展，到形
成今日形态的整个过程，在
一手史料与大量俳句中寻
找蛛丝马迹，同时搭配近
140幅珍贵手绘插图，生动
地勾勒出江户时代的市井
生活与庶民风貌。

陈晓卿推荐该书时提
到：“这是一部考据非常详实
的饮食人类学著作，让我们
在美味的阅读之中，领略到
了这里两百年前栩栩如生的
社会风俗图景。”不仅如此，
读此书还“可一窥日本饮食
文化奥秘。”

生动勾勒江户时代的日本市井生活
美食家陈晓卿力荐《四口吃遍江户》

17 世纪开始，蒸荞麦的
店铺、荞麦面的名店、夜间营
业的荞麦面摊纷纷出现，数量
逐渐超过乌冬面店。荞麦面
的“胜利”甚至还被写入当时
的小说《乌冬荞麦 化物大江
山》中。

从乌冬面到荞麦面，这一
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江
户离荞麦的产地更近，荞麦面
的价格趋于稳定，夜间营业的
荞麦面摊数量增加后，江户市
民也越来越习惯于这种食物，
与荞麦面相配的酱汁的诞生，
荞麦面清爽的味道与江户市
民的气质相吻合，等等。不仅
如此，高级荞麦面店的出现也
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吸引更
多客人进店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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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叶集》中有诗云：“夏
日苦清癯，闻宜食鳗鱼。”鳗鱼
有益于治疗苦夏之症，催生了
在土用丑之日（日本的一个节
日）食用鳗鱼这一习俗，大大
促进了蒲烧的销售。每到土
用丑之日，蒲烧店就会变得极
其繁忙，其价格也会随之提
高，甚至可能会上涨五倍。

现在我们去餐厅吃蒲烧
时，通常是点“鳗鱼丼”或“鳗
鱼重”，这也是在江户时代开
始的。

关于鳗鱼饭的初始，宫川
政运的《俗事百工起源》（1865
年）中有“鳗鱼饭始于文化年
间”的记载，堺町剧场金主大
久保今助非常喜欢吃鳗鱼，他
总是在剧场叫外卖，为了不让
鳗鱼冷掉，他想了一个办法，
把烤鳗鱼放在盛着米饭的茶
碗里，盖上盖子，趁热吃。这
种吃法十分美味，人们开始争
相效仿。最终，蒲烧店把原本
当作配饭的米饭，跟蒲烧盛在
一起上菜提供给客人。鳗鱼
饭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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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妇罗小吃摊上永
远都会有白萝卜泥。对
于当时饮食普遍清淡的
江户人来说，天妇罗跟
平时的食物相比起来太
油腻。为了让人们能够
接受这种食物，天妇罗
小吃摊也下了很多功
夫，其中就包括赠送白
萝卜泥。

《闲情末摘花》初编
（1839年）中记录了这样
一个故事：一对母女在
回家路上到小吃摊买了
天妇罗带回家当晚餐，
到家后发现店家忘记装
白萝卜泥，女儿阿里专
门叫醒已经睡下的菜店
老板，借来磨刀，磨好萝
卜泥。 可见要让天妇罗
更美味，白萝卜泥是必
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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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可不仅仅是工
具。正如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说：“语言
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
限。”这样的认识，如果
被一个小说家get到了，
那么他会成为有文体风
格的文学家，而不只是
一个故事大王。这样的
认识，如果被一个法官
洞悉了，那么他肯定是
一位卓越的法学专家。
李广宇就是这样一位法
学专家。

裁 判 文 书 是 应 用
文，是画好的格子。但
就是这个格子里，我们
看到李法官屡屡跳出美
妙的舞蹈。在法律出版
社最新出版的李广宇文
集《判词例话》里可以看
到“问世间情为何物”、

“好像在听一个街邻故
事”这样鲜活的篇目名，

“王建设案”的裁判文书
中写道，“过于随意的处
理是不理智和没有意义
的；从法的安定性出发，
也不允许行政机关翻云
覆雨，朝秦暮楚。”在“王
福珍案”中，他有这样的

表述：“一个没有理由的
决定，等于一个猜不透
的谜语’，一个理由变来
变去的决定，同样容易
降低人们对它的信任。”
这些语言，简直是小说
的金句。

在一个快节奏、高
度协作的社会，做一个
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公
民，拥有完备的法律知
识已是必不可少。社会
是一个有机体，公义是
否实现，与每一个社会
成员密切有关。像李广
宇这样卓越的法官，将
他几十年积累的思想资
源，用鲜活的方式呈现
在我们眼前，帮助我们
多一些法律知识，对法
律工作者多一些理解，
我们的社会也就多一些
互相理解和爱。多一些
法律常识，就可以帮助
我们在面对一些公众事
件时，少一些“吃瓜”的
心态，多一些理性的观
察和建设性的参与。

读《判词例话》，我
们跟着李法官判案、分
析，看他引经据典，感
慨，仿佛看到他写文书
时那些点灯熬油、字斟
句酌的勤奋身影，也仿
佛看到正义的事业，就
这么发生在我们共存
的 时 空 ，感 到 心 中 有
光。讲究叙述、修辞艺
术的法律文书，并不仅
仅是为了增加阅读的
愉悦性。而是代表法
律在寻求正义所体现
出来的谨慎、周纳，打
开对话，让真理敞开，
让正义最有效抵达人
心的努力。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四口吃遍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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