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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话题：大学生一个月
要花多少生活费，才算正常标准呢？今天我们
把这个话题往前延伸一下，延伸到千年以前的
宋朝，看看宋朝的学生一个月能花多少钱。

千古名臣范仲淹千古名臣范仲淹，，当年曾是自费生当年曾是自费生
比如说，范仲淹年轻时就是一个自费生。
范仲淹两岁丧父，他母亲带他改嫁到一

户姓朱的有钱人家。两岁大的孩子，当然没有
记忆，他在朱家长大，在朱家的家塾里读书，
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朱家的子孙。直到二十岁
那年，他劝朱家的两个同辈兄弟不要铺张浪
费，人家非但不听，还嘲笑他：“吾自用朱家
钱，何预汝事？”（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俺们花的是俺朱家的钱，跟你这个外姓有啥
关系？听闻此言，范仲淹大惊，开始调查自己
的身世，才知道他不姓朱，而是姓范。

知道了身世以后，范仲淹不齿于寄人篱
下，背上书箱离家出走。他母亲跑出来追他，
他说：“母亲不要担心，儿子可以自立，等儿子
金榜题名那天，再回来接您。”

然后范仲淹单枪匹马来到当时的南京应
天府，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凭借优异成绩
考进应天府的府学。那一年，他二十三岁。

范仲淹在商丘官学昼夜苦读，学到打瞌
睡，就用冰冷的井水来提神。他脱离了朱家的

供养，断绝了经济来源，所以衣食拮据，生活
上十分节俭。根据宋人笔记《东轩笔录》记载，
范仲淹自做自吃，一天只吃两顿饭：每天睡前
熬一锅粥，第二天早上，粥会凝结，他切成四
块，用布包起来，带到应天府学，上午吃两块，
傍晚再吃两块。冷粥寡淡无味，他只能用咸菜
疙瘩下饭，天天如此。

二十六岁那年，范仲淹得到应天府学的
推荐，进京参加礼部考试，顺利通过；第二年
又参加殿试，金榜题名；第三年参加“铨试”，
也就是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再次通过；二十
九岁那年，他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被派到安徽
亳州做官，将母亲接到了任上。后来范仲淹当
上大官，用积攒的俸禄在祖籍苏州买下几千
亩地，为苏州范氏家族创办了一所义学，让所
有该入学的范家子弟都能免费入学。

范仲淹的故事非常励志，但是不知道大
家有没有注意到，当年他在应天府学读书时，
完全是自力更生解决伙食问题的。按照宋朝
的教育制度，府学里的在籍学生除了学费全
免，还能享受免费伙食，甚至还有“灯油钱”、“薪炭
钱”之类的生活补贴。如果过日子节俭一些，不但
不用花自己的钱，甚至还能把一部分补贴省下来
寄给家里人。可是范仲淹呢？每天两顿饭，自做自
吃，过着冷粥就咸菜的艰苦日子，为啥？因为他没

有学籍，因为他是一个自费生，享受不到免费
伙食，领不到生活补贴。

《宋史》里描写过官学里的自费生现象：
“有司拘以定额，士游学校不被教养于学者，
尚多有之。”有关部门受指标限制，学生数量
一满，就不再给新来的学生注册学籍了，所以
就有很多自费在官学就读的学生。

宋朝官学的学籍指标很少，还拿宋徽宗
在位时举例，每个县只能有一所县学，每所县
学的学生定额是三十人到五十人；每个府也
只办一所府学，每所府学的学生定额是一百
人到一百五十人。超过这些定额，只能自费。

那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官学，多预留一些
定额呢？原因很简单：办学需要花钱，养学生
需要花钱，宋朝官府财力有限，能在全国范围
内养十几万公办学校的学生，已经很不易了。

穷学生几百文能吃饱穷学生几百文能吃饱，，富学生几万富学生几万
文不够花文不够花

现在我们来估算一下，范仲淹这个自费
生在应天府学就读时能花多少生活费。

前面说过，范仲淹每天只吃两顿冷粥，用
咸菜疙瘩下饭。那时候，他二十岁挂零，正是
能吃的时候，按照宋朝成年男子的正常饭量，
每天大约要吃掉两升米，把咸菜算进去，总共
相当于三升米。

北宋中叶正常年份，一升米售价三文钱，三
升米就是九文钱，一个月三十天，吃饭这方面的
开支总共不到三百文。北宋中叶铜钱的综合购
买力，一文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八毛，三百文就
是两百多元。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其他开销的
话，范仲淹每月生活费最多两三百元就够了。

当然，范仲淹除了吃饭，还要穿衣、看病、
购买纸笔。这些开支过于琐碎，很难统计，不
过我们可以间接推算。查宋神宗在位时建康
（今南京市）府学的补贴标准，每名“上舍生”
（在籍学生当中成绩最优异的）每月可以领到
三百文的生活补贴，每名“内舍生”（在籍学生
当中成绩中等的）每月可以领到两百文的生
活补贴。如果范仲淹想按“内舍生”的标准去
生活，只需要在每月两百多文的饮食开销之
外再加上两百文钱，总共也就是四百多文而
已，折合人民币大约四百块钱。

如果是家境富裕、生活奢侈的学生呢？那
开销就大了去了。南宋中叶，一个名叫罗大经
的学生进太学读书，发现一些太学生花钱大
手大脚，嫌公共食堂的饭菜不好吃，自己花钱
请厨子，偶尔还去外面酒楼聚餐：“亭榭帘幙，
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房间布置得
非常豪华，宴席上用的都是金银器皿。

南宋中叶通行纸币，通货膨胀现象严重，
一顿上好的宴席就要花几百贯，也就是几十
万文。按照综合购买力折成人民币，即使以一
贯纸币只等于人民币十块钱估算，聚餐一次
也要造掉几千块钱。（李开周）

古人涮火锅都能吃点啥古人涮火锅都能吃点啥？？
作为2019年最后一部大爆剧，《庆余年》

于2020年伊始迎来了大结局的反转，二皇子
成为最大BOSS，这让剧迷们颇感意外。毕竟，
二皇子的人设之一是个非常有想法的“吃
播”，祈年殿夜宴前吃顿火锅垫底的一幕更是
圈粉无数。

在这一名场面中，吃货观众靠火眼金睛
依稀可辨清汤锅底中“咕嘟咕嘟”煮着菠菜和
大白菜，锅边一盘牛肉（有且仅有两片），二皇
子端着貌似酱油之类的调料，吃的是不亦乐
乎。围观群众纷纷抗议，“这大晚上的，隔着屏
幕都闻到香了”“为啥不蘸芝麻酱”“没有底料
还吃得这么嗨”，也有人质疑，看他吃火锅那
娴熟的姿势，“分明二皇子才是现代人啊”！

都说火锅和冬天是绝配，其实古人也超
爱火锅，远的不说，乾隆皇帝就是一位十足的

“火锅控”，曾创下一个月连吃60多次火锅的
记录。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二皇子请范闲吃一
顿火锅，他们的“菜单”长啥样呢？

历史历史
南宋末年，资深吃货林洪首次记录“涮”火锅

打开菜单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古代火锅
的历史。如果仅仅从自带加热火源这一特征
来说，古人吃火锅的历史一下子可追溯到
3000 年前的西周时期。考古学家在多个地区
都发现了一种可以加热的鼎，那时叫做“温
鼎”。这种小鼎下面有个金属盘，用来盛放炭，
这就是古代火锅最早的雏形。曾经轰动一时
的西汉海昏侯大墓中就出土了这种火锅器
具，西汉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分为三格或者五
格的锅具，可以说是九宫格的鼻祖了。

然而，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古人的所谓
“火锅”都少了一种特定的动作——涮，而
“涮”正是现代火锅的灵魂。与现代火锅相比，
古人的温鼎基本功能是炖煮，是拿来加热食
物或者给食物保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和现代火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也是学界
对火锅历史存在争议的原因，我们在这里讨
论的仅仅是有“涮”动作的火锅。

史籍中最早一次记载涮火锅的吃法，是
在南宋末年的林洪所著《山家清供》一书中，
据现在不足1000年。林洪是宋高宗绍兴年间
(1137-1162年)的进士，诗文书画无所不通，对
园林、饮食也颇有研究。宋朝的食文化非常发
达，但是或许这位林进士吃厌了酒楼宴席，偏
偏对乡间山林的饮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放
在今天说，就是追求食物的原生态。

这一天，林洪前往武夷山去拜访一位著
名的隐士饶止翁（人称“止师”），途中突然下
起了大雪，一只野兔在山岩中飞奔。因刚下了
雪，岩石极滑，兔子从山上滚了下来，被林洪
抓到了。野兔烤起来吃那是相当美味啊，啥也
别说了，开烤吧！且慢，止师说：俺们乡下人都
是这么吃的，先把野兔肉切成薄片，放在用
酒、酱、椒等做成的调味汁里浸泡。然后在桌
子上放个生着炭的小火炉，火炉上架个汤锅，
水开之后食客们各自用筷子夹住泡好的野兔

肉片，放到开水锅里拨弄一番，烫熟之后，再
随意蘸一些料汁就可以吃了。“果然美味！”吃
货林洪赞不绝口。

几年后，林洪又在临安友人杨泳斋家的筵
席上吃到这道菜，兴起处，赋诗一首：“浪涌晴
江雪，风翻晚照霞……醉忆山中味，都忘贵客
来”。这种涮出来的肉片，色泽犹如云霞一般颜
色，因此林洪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拨
霞弄”。名字虽然文艺范十足，但是，这开水锅
是个什么锅？听起来就索然无味。

二皇子在剧中吃的火锅就类似白水煮菜
（肉），或许锅里也加入了肉汤、调味品等，但
这对穿越到庆国的现代人范闲来说，显然太
不过瘾，只见他大手一挥：小二，上菜单！

锅底锅底
麻辣还是番茄？你想太多了，清汤走起
按照现代人的习惯，拿到菜单首先要选

锅底，麻辣、老四川、番茄、菌菇、咖喱……选
择恐惧症都要犯了呢！等等，想什么呢？其实
有且只有一个选择——清汤锅底。至于说什
么麻辣锅、番茄锅，且等着吧，为啥？因为辣椒
和番茄传入中国，那都是明朝中后期之后的
事了。而辣椒成为火锅底料的一员，则至少要
到清朝后期。

辣椒并非是中国本土生长的植物，而是
在明中后期才经由欧洲大陆传入中国的。辣
椒这一名词初见于明末姚可成的《食物本
草》，当时主要作为药物使用，用于内服祛寒
暖脾胃或外敷防冻。在明代古籍《农政全书》
中又称其为番椒，看到“番”这个字，您就明白
了，这就意味着它是外来物品，同理，番茄也
是如此。清初，最先开始食用辣椒的是贵州及
其相邻几个地区。在盐极其匮乏的贵州地区，
辣椒作为调味品的一种担起了代盐的重任。

从乾隆年间开始，贵州地区的人们开始
大量食用辣椒。正宗的重庆麻辣火锅，出现时
间更晚，大致要到清代的道光年间。清末北京
民间流行铜锅涮羊肉，用的是清水铜锅，锅底
顶多放点葱段、姜片、口蘑丝，为的就是最大
限度激发羊肉的鲜。

到了慈禧这里，爱好火锅的她还独创了
一道菊花火锅。做法大致是先从御膳房拿来
盛有原鸡汁或肉汤的小温锅和其他一些原
料，捡几片生鸡或生鱼片投入汤内，由小太监
把盖子盖上焖数分钟后，再打开盖子，慈禧这
时就酌量将金菊花瓣投入汤中。这种金菊花
是经过精心摘选，并由稀盐水浸泡而成。加了
菊花的汤清香、鲜美，别具风味，一直为宫廷
菜系中的名贵菜肴。

小料小料
二皇子为啥不蘸芝麻酱？因为他不是北京人

既然锅底没得选，范闲心想：“清汤就清
汤，来两份芝麻酱就成。”抱歉了，范同学，火
锅蘸芝麻酱，您得穿到清朝末年或者民国那
会才成。北京人爱芝麻酱至深，有句话是这么
说的：给北京人一碗芝麻酱，他能蘸全世界。
汪曾祺曾在《老舍先生》一文中提到，有一年

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便
提案希望政府出面解决芝麻
酱的供应问题，理由是“北京
人的夏天离不开芝麻酱”。

早在宋朝，地方食谱《吴
氏中馈录》中就已经出现了有
关于“麻酱”的记录——麻腻、
杏仁腻、咸笋干、酱瓜、腌韭、
黄瓜做浇头，或加减肉，尤妙。
这里的“麻腻”即为今天我们
所说的麻酱。而在清代袁枚的

《随园食单》中，也曾记录过面
茶的制作方法——熬粗茶汁，炒面兑入，加芝
麻酱亦可，加牛乳亦可，微加一撮盐。然而，火
锅蘸芝麻酱的吃法出现得比较晚，可以说是
伴随着铜锅涮肉的盛行而开始的，由于汤底
很简单，调味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芝麻酱身
上，特别是芝麻酱里掺上红腐乳、韭菜花、辣
椒油，别提有多香了！

那么，在芝麻酱成为主流之前，古人吃火
锅都蘸些什么呢？根据林洪的记载，肉下锅之
前要在用酒、酱、椒等做成的调味汁里浸泡一
番，吃的时候再随意蘸一些料汁即可。“酒”，
是中国调味品三大“祖先级别”——盐、梅、酒
之一。“酱”并非芝麻酱，而是以豆和麦面为原
料来制曲后再加盐的工艺来制作的。酱的起
源很早，《周礼》郑注记载了正式场合使用的
七种菜酱，即“七菹”，指用韭、菁、茆、葵、芹、
苔、笋制成的七种菜酱，此外还有各种肉酱，
种类多到令人眼花缭乱。至于“椒”，则是指花
椒。花椒历史上又称川椒、汉椒、巴椒、秦椒、
蜀椒等，在中国种植和使用都曾十分普遍。在
明代末年辣椒传入中国前，古人们若想尝试

“重口味”，一般要借助花椒、姜、茱萸这三大
辛辣调料。

有没有可能是胡椒呢？基本上不可能，因为
胡椒在古代太金贵了，普通人家都吃不起。胡椒
的原产地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大约在汉朝时
期，胡椒开始传入中国。经过漫长而艰辛的丝绸
之路，到达中国的胡椒价格自然扶摇直上。唐代
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是个大贪官，后来他被
唐代宗赐死后，家里抄出了800石胡椒，可见胡
椒已经成为一种财富的象征。到了宋朝，随着海
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大量胡椒通过海上贸易来
到中国。这时候，市场上的胡椒逐渐多了起来。然
而，在偏僻的乡村地带，胡椒依然是奢侈品。像二
皇子这般身份尊贵之人，自然是不缺胡椒的，没
有芝麻酱，范闲只能像二皇子一样，倒上一小碟
酱，再撒几粒胡椒凑合凑合了。

涮品涮品
一个月吃了27种火锅，乾隆不愧“火锅达人”

底料和小料都不能满足范大人，肉总得
管饱吧？那得分什么肉！林洪在介绍完“拨霞
弄”之后，顺带提了一句，用“涮”的方法做菜，

“猪、羊皆可作”。为啥不提牛肉？这是因为，在
明清之前，敢吃牛肉的都是狠人，那时的朝廷
禁止宰杀耕牛，普通百姓一旦被抓到私自杀

牛，是要做三年苦役的，在那之前还要交一笔
罚款。在这样的规定下，牛肉便成为珍品，只
有贵族才能消费起。您看，连二皇子这样的富
贵人家，涮个火锅竟然只有两片牛肉，也难怪
范闲悄悄嘟囔一句：“真是太寒碜了，塞牙缝
都不够！”

没关系，牛肉吃不饱，羊肉管够。其实在
我国古代的很长时间里，羊肉才是主食，在饭
桌上一直占据主要的地位。据说宋真宗每天
都要宰杀350只羊，神宗时代，有一年购买的
羊肉多达四十万斤，还有很多肥嫩鲜美的小
羊羔。羊羔肉肉质鲜嫩，最适合涮火锅。

涮羊肉的起源说法不一，其中之一说是
在忽必烈行军途中想吃羊肉，然而战况紧急，
厨师便飞刀似的切下十多片羊肉薄肉，立即
放在沸腾锅里，待羊肉颜色稍变，立马捞上放
入碗中，再撒上盐粒。当然，这只是传说。还有
一种说法，则有考古资料支持。1984年，内蒙
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了一幅墓葬壁画，画中
三个契丹人席地而坐，围着一个火锅，桌上放
着两个盘子，还有酒杯、酒瓶、羊肉块等，有人
认为这描绘的是辽代人涮羊肉火锅的情景。

除了羊肉火锅，清朝还有一种野味火锅，
用料是山雉等野味。清袁枚《随园食单》中曾
介绍了“野鸡五法”，其中之一便是“生片其
肉，入火锅中，登时便吃，亦一法也，其弊在肉
嫩则味不入，味入则肉又老。”看来，袁枚也是
一位资深吃货，深知鸡肉不适合涮食的奥妙。

本着荤素结合的原则，涮火锅必定离不
开菜啊！古人可食用的蔬菜种类经历了一个
由少变多的过程，除了本土的萝卜、冬瓜、笋、
藕等，唐贞观年间从尼泊尔传入的菠菜、明万
历年间从菲律宾引进的红薯、明末传入中国
的土豆、清晚期引入的生菜等，都大大丰富了
古人的菜谱。

说到火锅，不能不提乾隆皇帝这位火锅
“死忠粉”，据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记载，
乾隆四十四年8月16日到9月16日这一个月期
间，他就吃了27种火锅，共计60多次；乾隆
四十八年正月初十，在乾清宫举办了一次530
桌的宫廷火锅宴，“每桌热锅两个”，可谓盛
况空前。这些火锅里，有鸡鸭火锅、什锦火
锅、野意火锅（野味火锅）、全羊火锅、黄羊
片火锅等，搭配鹿肉、猪肉、羊肉、豆腐、
各种菜蔬等食材。 （陈品）

辽代壁画中关于吃火锅的场景辽代壁画中关于吃火锅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