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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清廉阎敬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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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味道总是大同小异，而各地的美食各有不同。
一碗红绿相映、黄白互衬、色泽鲜亮的面皮，在汉

中，永远是当地特色小吃榜单的第一名。
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一江汉水贯穿全境，作

为汉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是连接关中与巴蜀的重要交
通枢纽。因此，萧何在汉中规划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
早的水利工程——山河堰，随后曹参按照萧何的规划
设计建成。据说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最初版本。

随着山河堰这个古代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其灌
溉农田的重要功能，保证了汉中水稻的连年丰收，粮
食多得吃不完，人们就开始研究新吃法。用石磨将泡
过的大米磨成米浆，放在笼屉上蒸熟成薄皮子，然后
切成条状，拌上各种调料，凉拌食之，渐渐成为一种地
方特色美食。

公元前202年，一统天下建立大汉王朝的刘邦，再
次回到自己的龙兴之地——汉中，在品尝了汉中面皮
后，赞不绝口。刘邦感慨米面成皮的变化，欣然赐名

“面皮”，面皮就由此传播开来。
著名的气象物候专家竺可桢教授曾经论证道：汉

中粮食生产一年两熟，水稻单产是全国最高产区之一，
汉中是世界上最适宜水稻生产的地区。

汉中面皮是用汉中大米加工而成，因其软糯香、柔
嫩劲道如同宽面而得名，具有“白、薄、光、嫩、细、柔、
韧、辣、香”等特点，相传始于秦汉时期，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面皮与菜豆腐搭配是汉中人最喜欢的早餐。此
外，也常与花生稀饭、浆水拌汤、锅贴、核桃馍、茶叶蛋、
菜豆腐汤等搭配同食。

汉中面皮凭借着《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之东风，
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其独具特色的风味，得到了全国人
民的青睐，荣登“中国十大经典地方早餐”金榜。

每到阳春三月，汉中油菜花开的时节，在接待
外地游客参观游览的过程中，作为导游不仅要讲解
汉中的山水美景、历史典故，同时也要介绍当地的
美食——面皮。

我曾听过本地导游在给游客介绍汉中面皮的基本
情况后，总会穿插两个有趣的互动。

一个是汉中面皮既然是大米做的，为什么叫“面
皮”？那么用小麦面粉做的叫什么呢？

汉中面皮的名称由来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
化合并和当地语言习惯而来，汉中当地习惯将细细的
粉末称之为“面面”“粉粉”“灰灰”，面粉叫“灰面”，糯米
粉叫“元宵面面”。因此，大米做的叫“面皮”，小麦面粉
做的叫“面面皮”。

这种语言习惯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一笑千金”
的汉中美女褒姒“烽火戏诸侯”，“郑人南奔”始有“南
郑”之称，由此引出一段汉中历史文化名城的典故以及
语言习惯保留先秦之风的传奇故事。

另一个是作为“汉中料理”的面皮配稀饭，那么哪
个是饭？哪个是菜呢？

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面皮是菜，稀饭是饭。过去
的汉中菜豆腐稀饭非常黏稠，其检验的标准是在稀饭
中插上一双筷子，筷子不能掉下来。这种菜豆腐稀饭
充分体现了汉中人的热情好客。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现在的
菜豆腐稀饭已经简化成纯纯的菜豆腐和汤，夹起
一块菜豆腐蘸着面皮的调料汤汁，又是一番别样
的感受。 □蒋峻峰

外籍居民聚集

近日，在西安博物院举办的“花月醉雕
鞍——大唐金乡县主展”中，唐代的“动物”引发
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金乡县主作为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孙女，她
父亲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笔下《滕王阁序》中的滕
王——李元婴，县主的婚姻也是由武则天安排的。

金乡县主一生历经中宗、睿宗、武周、玄宗数
朝，见证了唐王朝从开疆拓土走向全盛的辉煌历
程。在她生活的长安城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
占了很大比重。

在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彩绘狩猎骑马俑、牵
驼俑、牵马俑中就有高鼻多须的胡人形象，这就是
众多旅居长安的外籍人士缩影。

细心的观众在展览中还发现了猛禽的身影，
在该展彩绘狩猎骑马俑的臂上架有鹰鹘之类的猛
禽。这些猛禽往往是作为贡品献到长安，而善于
骑射狩猎的胡人当然也是调教猛禽的能手，唐人
称他们为猎师。

唐代设立管理皇帝鹰犬的机构，称“五坊”，即
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五坊官员称为五坊
小使，他们官位不高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五坊
鹰犬主要有三种来源：一为进贡，二为皇帝派人征
索，三为购买。

架鹰狩猎胡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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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出的一件陶俑让观众感到惊异，该陶
俑马背上有胡人作回首状，还有一只戴颈圈的猎
豹。史载开元天宝年间，西域多国都曾献豹于唐，
而中亚的波斯、粟特地区有狩猎用豹的传统，产于
当地的猎豹属食肉目猫科动物。

豹猎由粟特人引入，西亚狩猎的诸多方式从
北周以来不断传入中原。猎豹的使用在唐朝只限
于宫廷，而且使用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在唐懿德
太子李重润墓壁画中，也有一幅驯豹图，可见唐代
确有驯养猎豹之事。

有观众在展览中发现了一只猫，其实那是猞
猁。作为一种猫科动物，波斯人称它是“地底下
钻传来的黑精灵”，源于这种动物有极快的速度
和极好的弹跳能力，它们遇到危险时会迅速逃到
树上躲避起来，有时还会躺倒在地装死，从而躲
过敌人的攻击和伤害。

西安博物院邀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在
解读“金乡县主墓与唐人的日常生活”时提到，“猞
猁规格高，配置的小毡是为了照顾马匹不被猞猁
的利爪惊到使用”。

在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另一件陶俑的马背
上，观众发现了一只卧犬，它竖耳尖喙、瘦身长腿，
这就是文献中多有记载的波斯犬，也叫细犬。最
初是专职皇家御用狩猎犬，唐代皇室御用狩猎犬
种，后传入民间，在我国唐代和汉代时期的古墓壁
画狩猎场景中就有它们的身影。

于赓哲在西安博物院主办的讲座中提到：“吴
承恩在《西游记》中所写二郎神的啸天神犬可能就
属于细狗系列。”唐人《园陵犬赋》称赞这种狗“嘉
彼御犬，即良且驯。蒙先朝之乃眷，向宫室而托
身”。这种身形优美的犬类，今天在关中平原的东
部，仍然有少量存在。 □吴兆轩

域外贵族宠物

胡人带来的异域文明，让长安人的文化生活变
得丰富多彩，他们牵着骆驼往来于西域与唐朝之

间，众多精美绝伦的物品从长安城最大的商业中心
西市转销到全国，骆驼也会参与到贵族们的狩猎出
行活动之中。

从西域来的马匹满足了唐人对宝马良驹的喜
好和追求，从西亚、中亚传入长安地区的峰牛也成
为唐人重要的出行工具。

峰牛也叫瘤牛，是丝路上的又一代表性动物，
这种牛原产于中亚与西亚两河流域地区。中国中
原与北方地区不产峰牛，但在唐墓中却时有发现，
包括金乡县主墓在内，发现峰牛俑或壁画的唐墓，
墓主人身份都较高，说明以峰牛作为随葬品者有
一定等级性。

狮子是非洲最威猛的动物，随着两汉丝绸之路
的开通，这种威猛动物的艺术形象东传，作为佛界
的守护神也被用以镇墓驱邪，保护墓主人的安宁。

该展展出的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四件镇墓俑，
两件镇墓兽、两件天王俑，用以避邪压胜。其中的
镇墓兽就有一个是狮面兽身，另一个是人面兽身。

引入异域动物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号约庵，清末朝邑
县（今渭南大荔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考中进
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户部主事。历任郎中、山东
盐运使、山东巡抚、湖北巡抚、户部尚书，光绪时出任东
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

一生清廉节俭

阎敬铭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厉”。任山东巡抚
时，抵任之前，他对其亲友说：“宜多携褡裢布。”因为山
东地方贫困，百姓生活艰苦，为了表示与百姓同甘共
苦，因此阎敬铭特意嘱咐亲友多准备些褡裢布。这种
布价格便宜，而且粗厚耐用。到达山东之后，阎敬铭首
先以褡裢布做了一件袍褂穿在身上，其属下亦多仿效
之。一次，有位属员依照阎敬铭所做袍褂式样用绸缎
做了一件，阎敬铭看到之后，非常恼火，斥之曰：“如今
军情紧急，你们还如此奢侈阔气，肯定很有钱，可以捐
出一些做军饷。”属员连连认错，遂亦改用褡裢布做了
件袍褂。在阎敬铭的影响下，衙署上下无敢奢侈者。

他做官多年，一直穿一件布袍，不管周围人如何评
论，他都毫不在乎，以至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一
位朝廷大员。据清代文学家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六记
载：“阎巡抚山东时，以俭约著。尝使其夫人纺绩于大
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他
不仅穿着俭朴，所食饭菜也极其简单，平日食的是粗茶
淡饭，即便是请客，他也毫不铺张。

赢得民众好评

在担任湖北布政使期间，阎敬铭公正耿介，一丝不
苟，得到了官员和民众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他办理顶
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强抢民女一案，更是博
得了同僚的敬佩和百姓的信服。

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因为有官文做靠山，平时为
所欲为，气焰十分嚣张，根本不把负责湖北司法的按察
司和负责民政的布政司放在眼里。一天他带领卫兵闯
进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里，强暴黄花闺女。这位民女大
哭不从，卫队长副将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民女的父母
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府都知道这名副将和
总督官文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理会死者父母的申诉。
这事被阎敬铭听到，勃然大怒，亲自带人去抓捕。

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
的职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所以在名义上这名
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但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
中。阎敬铭没抓住那个副将，便来官文的总督署禀报
此事。官文谎称自己得病，不便接见。阎敬铭说：

“若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侍卫
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敬铭回府。阎敬
铭不理睬门卫，向随从传话：“去把我的被子拿来！

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
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官文无奈，只得让人去请湖
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进官署劝说阎敬铭回
家。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可无
论严、李二人如何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杀凶犯绝不回
府。官文无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敬铭放过自己的
下属。阎敬铭仍不为所动，官文实在没有办法，竟然
双膝跪地向他行礼，顶头上司对下属如此，自古以来
也不多见。旁边严树森、李宗寿看不下去，指责阎敬
铭太过分。阎敬铭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
个副将，但要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
提前复员、遣送回乡。官文一一答应，将那个副将叫
出来向阎敬铭谢罪。阎敬铭一见凶犯，立刻火冒三
丈，命令所带的兵勇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打
四十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
找到官文谢罪。

自此，连湖广总督官文也颇为忌惮阎敬铭，但对他
的做事为人也着实敬佩。不久，官文便密疏朝廷，保奏
阎敬铭担任山东巡抚。

清查整顿贪污

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之初，各地报交户部的银库
存银都很少。例如山东省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只有几
千两，阎敬铭对此十分怀疑，因为他曾在山东担任巡抚
一职，对山东的财政收入比较清楚。于是他命令对山
东的财政活动进行审计，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幕僚们百
般阻挠，阎敬铭掌握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警告说：“有
敢阻挠者，斩。”幕僚、差吏们都知道阎敬铭说到做到，
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阻挠此事。审计公务得以顺利进
行，相应的贪污舞弊行为也都被揭露出来。随后，阎敬
铭报奏朝廷对贪污舞弊的幕僚、差吏予以严厉制裁。

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掀开了户部的许多黑幕，最
惹眼的是掀出了云南省军费报销案。在清朝，军费报
销向来是报销者和户部司官、书办的贪污门路，报销
者可以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去报销，而把大
量报销所得的多余款项揣入私囊。阎敬铭上任后大
刀阔斧地整顿，使百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打开言路。
首先是御史陈启泰上了一道奏折，揭露太常寺卿周瑞
卿和户部司官在云南报销案中受贿的事实。随后邓
承修、张佩纶、盛呈等人也都连上奏折，呼吁严查审理
云南军费报销案。清政府在阎敬铭等人的督促之下，
加紧对案件审理，并派他会同刑部审理此案。案子到
了阎敬铭手里，自然就有了结果，与案情有牵连的数十
名大小官员，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晚年修建义仓

光绪三年（1877），山西、直隶、山东、陕西发生特
大旱灾，先后持续四年之久。阎敬铭在京知道后，急
奏慈禧太后，让自己回陕西详细调查。他回到朝邑，
看到民不聊生的景象，快马加鞭速报朝廷拨款调粮救
济，并同地方官员、乡绅筹粮搭粥棚，放舍饭赈济灾
民。他觉得这只能救得了“急”，解决不了长远的防旱
备荒。反复思考，终于理出一个头绪——修仓储粮，逢
灾救民。他四处考察选址，最后选定朝邑县城西南寨
子的高坡上，且处全县中心，各村镇缴运粮食也极为
方便。这便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座民间粮仓——“丰
图义仓”，可储粮1000万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关中大旱，全年无雨，延续
两年，朝邑尤甚。据《丰图义仓志》记载：“回忆辛丑赈
灾，全活无算，无不归功于斯仓”。民国 18年，是关中
人至今提起仍心惊胆战的“年馑”。丰图义仓开仓放
粮，黄河西岸村镇遍布粥棚，救济饥民难民无以数计。
慈禧太后题写仓名：“天下第一仓”。

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九（1892年 3月 7日），阎敬铭
病逝于山西寄寓。朝廷追赠他太子少保，谥“文介”。
阎敬铭一生为官清廉耿介，薄视富贵，精校财赋，剔除
中饱，节用务实，将之前混乱的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
是历史上有名的理财专家，誉有

“救时宰相”之称。 □王晓莹

灞源镇隶属于西安市蓝田县，距蓝田县 22公里，位于秦岭
北麓，地处秦岭深山，是蓝田县的东部边沿，关中平原东南
部。东接商洛市洛南县洛源镇，南接商洛市商州区黑龙口镇，
西接九间房镇，北接渭南市临渭区桥南镇。地形大致为南山
北岭中河川，总体上为秦岭北麓丘陵区。全镇辖 22个村组，总
人口 3万多。

这里山清水秀，风光迷人。山上植被保持着远古冰川时
期受冰川切割的自然风貌，境内随处可见瀑布、山泉、奇山、
异石和天然溶洞等，另外有多种珍禽异兽在这里繁衍生息。

灞源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当年李先念、汪峰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这里革命和战斗，并创建了属鄂豫
陕革命根据地的蓝洛县红色政权。1938 年底成立苏维埃灞
源乡。1942年，穆家堰中共党员穆志贤任乡长。灞源街北部
小山顶有革命根据地纪念碑。

除此之外，这里的小吃闻名遐迩，享誉省内外。已开发的
项目有灞源豆腐干、豆腐皮、土鸡蛋、山野菜等，特别是洋芋糍
粑在 2005年被陕西省烹饪协会命名为“陕西省名优小吃”。

长安八水之一的灞河就发源于蓝田县灞源镇，原名滋水，
春秋时秦穆公为了炫耀其霸业，改名为灞河。与浐汇合，流入
渭河，全长 109公里，绕西安之东，是东西交通必经之地。唐在
此地设驿站，亲友出行多在这里折柳送行。沿河岸遍植柳树，
春天柳絮纷飞如雪，“灞柳风雪”成为长安八景之一。

灞源镇政府驻地灞源街，因灞河发源于此而初名灞龙

庙。明代已称灞龙庙，古时灞河流域人在缺雨时常来此庙祈
雨，颇为有名。清嘉庆《蓝田县志》记为灞龙庙，清光绪年间形
成集市，始易名灞源街，以灞河源头之街市而得名。

灞源街曾经是商贾云集、百货齐聚的贸易中心，数百年沧
桑几经更迭而风韵犹存。2009 年 6 月，西安市文物工作者对
蓝田古商铺群予以重要文物的认定，认为它的历史价值不可
轻视，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该街南邻灞源乡政府，西距北
川河约 60米。在南北约 35米，东西约 135米的范围内分布有
古商铺建筑 11座、30余间，连续分布，古商铺建筑形态各有特
点，大小从两间到五间不等，建筑规格高低不等，大部分建筑
为板门阁楼式的。有的建筑雕刻精美，有的相对简陋。

该街建筑均为土木结构，大部分建筑为土坯四角包砖，较
一般的民居建筑等级低，屋顶均为硬山顶，两面坡式，少量建
筑保存原来的波涛脊瓦。古商铺建筑的保存状况较差，许多
建筑年久失修，墙体倾斜、裂缝。部分建筑经过翻修，失去原
来的面貌，大多数仍然为商业店铺。灞源街作为商业市镇兴
盛于清代晚期以及民国时期，古街道的南部为南山的货品集
散地，有木材店、粮店、药店、杂货铺等。

蓝田县灞源古商铺群，为关中地区南部山区现存相对集中
的一处古商铺古街区，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原有的布局，它为研
究关中地区清至民国时期商铺建筑的特点以及商业集镇布局
形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佐证，为研究关中地区南部山区清代、
民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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