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食箸!古称箸!今曰筷子!专业人
士称筷箸。箸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
独步世界的进食用具。远在 "#$$多
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用筷进
食的方法，开创了人类生活行为史
上最重大的革新。如今%在千姿百态
的进食器具中! 箸是最能体现中国
文化特色的，已成为中国传统的重
要表征之一。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写道：
“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
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高
妙绝伦地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
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长，手指能
做的事，它都能做，而且不怕高热、
不畏寒冷，真是高明极了。比较起
来，西方人大概到十六七世纪才发
明刀叉，但刀叉这玩意儿哪能跟中
国人的筷子相比呢？”李政道对中国
筷子发明的评价核心就是：简朴和
美妙，这也为古今中外所赞誉。

退休前，我从事航空机械制造
研究，退休后，到美国探望女儿，有
机会各地走走，闲时上上网。我发现
美国华人和韩日等亚洲国家，对筷
箸文化研究和革新，完全超出一个
使用多年并为筷子简朴美妙陶醉者
的想象，于是我也迷上了筷箸的收
藏和研究。以后又结识了一批筷箸
的收藏和研究者。

我感到筷子形制之所以简朴，
就是因为依赖于手指运动的复杂操
控。用筷的首要条件是，必须使食物
被夹持时，不会偏转和脱落，这就要
求一双筷端的运动取向必须协调同
步，必须能精确聚焦，从而使学习

“用筷”，成为一项对手指神经肌腱
系统进行深化训练的艰难过程，其
最佳学习时机是幼童时期。不少家
庭由于忽视这方面的教育，导致目
前用筷姿势不正的现象相当普遍。
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用筷教育，应
该进行筷箸的革新。

从革新这一点来看，亚洲国家
尤其是韩、日等国，走在了我们的前
面。就我所收集到的筷箸而言，大致
有几方面。一种是外形变动，主要限
于局部外形变动。这种革新最易实
现，种类也最多。例筷足端部面积放
宽，呈扁平型，以利对焦，减少扭矩；
筷足表面刻制沟漕或打出麻点，以
增加筷足与食物表面之间的摩擦

力；筷足削尖，以便于穿刺食物表
层，防止滑脱。这种改革实际上使筷
足变性为刺叉。一种是材质拓展。除
传统的竹木、兽骨和贵重金属外，利
用现代材料工艺制成不锈钢筷、合
金筷、密胺筷等。这些新型筷的特点
是耐用、易清洗、也易于量产。还有
一种是功能联动综合。即主要是通
过中介元件（铰链或弹性夹子等）连
接双筷，利用其松闭转动时的自动
聚焦功能，降低手指的精细控制要
求。这类改革的难度最高，如能成
功，其市场前景也最看好。例如韩国

的一款铰链联动筷，就是用作儿童
学习用筷；日本的一款，则是将双筷
整体制作，然后弯曲成夹子形，两款
的缺点主要在于不能分解拆卸，不
便于清洗和制造。其中日本一款在
机场免税商店的售价高达 "$$$ 日
元，按当年汇率约合 "& 美元（约人
民币 ''$元）。这种高昂价格，将使
之难以推广使用。

另外，也有将西方的刀和叉，
分别集于筷首的款式，将中西进食
工具综合成一体。更为有趣的是娱
乐休闲类。除将筷杆拆解与刀叉装
入小盒，供旅游便携外，有的款式将
科幻电影中星空大战的魔杖转型于
筷首；更有将一筷竖立作转轴，一筷
甩转，将餐盘中的食物摔出比赛取
乐。这种改型无益于学习用筷，估
计旨在吸引儿童对筷的兴趣。以上
款型反映出国外革新思路非常宽，
而且能及时利用新生产技术，将本
民族生活元素融入构思。但是其中
有些偏离了中华筷子的“简朴、美
妙”原则，以及价格偏高，可能阻碍
其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涌现了
许多发明专利。据国家专利局发布，
各种改革筷专利总数有数百件。这
些发明的方向，主要注目于“功能联
动综合”方面，也就是注目于用筷改
革的关键之处。其中不少发明构思
巧妙、制作简便，呈百花齐放之态，
而且也遵循“简朴、美妙”原则。 举
其一例，是利用了弹性不锈钢片，制
作夹子元件，将双筷嵌联成一体，借

助夹子弹性回复功能，使双筷自动
开合聚焦。这款发明专利原型，外观
简洁、结构轻巧、制作简单、装卸方
便、易于洗涤，而且光亮晶莹、美色
如银，其重量不足 (# 克，制作成本
也仅约人民币 (元。如材质稍作改
进，其性能还可提高。这种小元件能
大大提高筷子附加值，有利于向国
内外旅游饭店推广，更可帮助儿童、
老人和手指功能缺损者学习使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筷子
发明专利，尚未有一件投入市场。这
也反映了我国筷子文化促进工作
中，文化、企业、技术各界之间相互
联系不够密切的缺陷。

我们身处筷子文化的发祥地，
有着勤劳智慧、勇于创新的优良传
统；再者，国人也愈来愈多地关注并
致力于筷箸文化，近来专门成立了
上海筷箸文化促进会。天时地利人
和，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华
筷箸文化定会发扬光大。

'#(&

年
)

月
(*

日 本版编辑 李翔
+,-./01 2304)56(7"89:-

!"

桂 花 苑

刊头书法 承文浩

!

郑长埠不只是记忆
! ! ! ! ($8

忧虑与不安

新会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
会，在区政府北会场召开。这是简辛
到区里工作后的第一次党风廉政建
设大会。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
会，部署反腐败斗争工作，是都市从
1993年以来形成的传统做法。这样
的做法，曾经是都市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纪委向全
国作过介绍。

各区效仿市里的做法，一般在
市里召开大会以后，也召开党风廉
政建设干部大会，传达布置检查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区
长主持，区纪委书记布置工作，区委
书记讲话。

今天新会区的大会就是这样开
的。区长金松主持会议，纪委书记简
辛传达中纪委二次全会和都市党风
廉政建设大会精神，部署新会区
199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工作，区委书记乔杰讲话。

一般认为，这样的会议，坚持由
党委和政府共同召开，体现了党政
一起抓，并且每年两次，起到了坚持
不懈，警钟长鸣的作用。但是，时间
长了，形式旧了，也带来一些问题，
容易黔驴技穷，出现疲沓。

区公安系统召开党风廉政建设
大会，简辛应邀出席。

都市纪委委员、都市公安局纪
委书记王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大会在布置全年工作任务时，
提出了全年的破案指标，具体到要
破多少个案件，占去年案件数的百
分比等。

简辛早就听说，公安机关在年
初就定下了全年要破多少案件的指
标，原来还有点不大相信。今天亲耳

听到了局纪委书记的工作布置，果
真如此。他便问坐在身边的市公安
局纪委王书记：

“怎么年初就定好全年要破获
多少案件？”

“是的，都这样。”王书记答。
“都这样！”简辛没有多问。不知

是每年都这样，还是全国都这样。不
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已经见怪不
怪，习惯成自然了。

“不管怎么说，外界对此，普遍
持反对意见，抱指责态度。”简辛想，

“从实际情况看，也容易造成一味追
求指标，不顾后果，弊多利少。”

年初的一天，新会区纪检监察
工作先进表彰大会，在区政协礼堂
召开。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区长、政
协主席都来参加，并给先进单位、个
人颁奖，合影留念。

据说这年头“先进”已经不那么
吃香了。对于谁是先进，谁不是先
进，也就不那么计较了。“淡化”先
进，固然不会恶毒到什么程度。但
是，对先进“不屑一顾”，也不是什么
好事。一些地方出现“轮流”当先进，

“排队”当先进，结果评出的先进，不
一定能够真正代表先进，“先进”出
现严重贬值现象。

在这次评比活动一开始，简辛就
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提出防止出现

“摊派”现象，确保先进的质量，发挥
评比活动的积极意义和激励作用。

他不知道自己的努力，达到了
目的没有。他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中说，“这次评比，从下至上，十分认
真，评出了值得学习、值得宣传的先
进，对于纪检监察工作的进一步推
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会不
会是瞎说，简辛的底气不足。

! ! 家住浦西江畔，黄浦江对面
就是浦东三林塘了，一直遥望着
对岸的发展变化。前不久，乘着假
日前来三林塘老街轧轧闹猛。

来到三林塘，原本以为要轧
轧闹猛的三林老街尽然游人寥寥，
商店也没有全部营业，不像七宝朱
家角老街那样闹猛，虽然周围已经
是高楼林立了，从市区动迁来此的
居民已经不少了，但三林老街犹如
存放已久的米酒，静静地封存在那
里，在人们崇尚回归自然的今天，打
开封存的米酒，立刻被他的馨香四
溢的香味所吸引，被他原汁原味的
纯净质朴所征服。不过正是这种恬
静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心旷神怡，好
好品味了一下都市人难得的闹中取
静古朴悠然之美。

在我的记忆中，三林塘确实是
个值得留恋的江南古镇。近年也不
少到周庄、乌镇游览，发现那里几乎
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三林镇的翻
版：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侧是两
层、三层的木板房。店铺一个接着一
个，什么布店、染坊、杂货铺、饭店、
客栈、酒坊、糖坊、米店、照相馆、包
子铺……长长的老街沿河而建，靠
河的房子后门就有码头或者水桥。
如果不是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
革命，镇上的房舍格局遭到严重破
坏，稍加恢复，三林老街不会比周
庄、乌镇等江南古镇差到那里去的。

三林塘老街又称三林老街，位
于浦东三林镇。从三林路拐入三新
路，往南到北港河边，河边的东林街
就是三林老街，东林街三新路路口
是老街的东首。北港河是黄浦江的

一条支流，贯穿整个三林地区。三林
古镇依水而建，有逶迤三里的老街、
穿镇而过的河道、质朴优美的石桥，
白墙黛瓦、石桥倒影、深宅大院、亭
阁戏台、湫然古井，演绎着三林的历
史变迁和昔日的繁华古韵。沿河而
建的老街，店铺全部坐北朝南，长清
路至灵岩南路一段为中林街，灵岩
路以东为东林街，长清路以西还没
有进行改建，据说那里还有个西城
隍庙。

三林起源于北宋末年，鼎盛于
明清，在历史上就有“长街三里、店
铺千家”的美称。

三林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三林“三宝”
（崩瓜、标布、酱菜）、“三绝”（瓷刻、
本邦菜、刺绣）、“三特”（舞龙、圣堂
庙会、城隍出巡）是三林古镇的文
脉，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的
是厚重的浦东文化。随着三林塘老
街的保护改造和开发，一个传承古
韵、充满魅力的三林古镇风貌已渐
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十年光景，因市政动迁，三林
塘已成为上海市民的一个成熟而又
宜居的宝地，众多的上海市民离开
市区，融入到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三
林塘，成为新三林塘人。

三林老街中林街和东林街已经
部分进行了改建，有些商铺已经建
成，但还没有全部开张，有酒店，有
土特产店，有绣品店等，我们来到三

林“三宝”之一酱菜店，店主是个
厚实说当地话的中年人，看到我
们，主动让我们品尝了一下酱瓜
的味道，买了点酱瓜、大头菜，店
主在包装完后，还不忘夹进一张

名片做广告。
记忆中，三林塘三黄鸡曾风靡

一时。这时，我反而留恋儿时的三
林：小桥、芦苇、蟋蟀、蛙鸣声、知了
声、牛车棚、耶稣堂、小火车、三月半
的庙会、庙会上的糖人……

一路走来，河上有三座新建的
大石桥，河南岸是新辟的公共绿地，
有展览馆，有演出用的舞台等，还有
点装饰品，在准备开庙会的。老街上
有个文昌阁，有个戏台，估计是按原
样新建的，还有面三林名人墙，其中
有对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的介绍。

我们看到老街上有两家饭店，
一家叫明清会馆，一家是本帮菜特
色店，进入本帮菜特色店大院，大多
为二三十元的菜，坐下点了几个本
帮菜人均消费四十元，到还价廉物
美有点特色的。

边走边看，我们被一大群围观
者吸引。挤近一看，见一位中年妇女
正埋着头在编织各种图案的成品织
带，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这种织带
以前多半是用来做腰带或做围裙的
系带，被视为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心
灵手巧的象征物。不远处一绣娘正
坐在绣架旁，丝线在她手中上下飞
舞，她是那么专注，旁若无人，三林
文化后继有人！

回归浦西，再次隔岸遥望三林，
追忆思迁，三林塘的风土人情不正
是上海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隔岸“三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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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箸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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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先

! ! ! ! 刑不上大人———那是我杜撰
的，是想沾点“刑不上大夫”的光。

由来是我一直生活在绍兴里山
的老妈有一个著名论点：“大人做错
做做过，小人做错打屁股！”于是我
归纳成“刑不上大人”。

老妈因为有这个论点，所以我
小时候被打屁股的机会很多，有时
候还是冤枉的，而老妈做错了事却
可以不受惩处。因为当时我们家庭
里还没有民主这个概念，更没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可以为自己争辩。

我老妈是个大字不识半斗
的文盲，“大人做错做做过，小
人做错打屁股”的论点可能也
是上辈人传给她的，因为她那
个受教育的时代，中国还刚刚
结束封建社会的桎梏。而封建
社会的“大人”们的确是可以非
常容易惩处其属下；而“大人”们做错
了，是不要受处罚的，更不会掉脑袋。
她因此给我讲过那个诸如诸葛亮自
己用错了人可以不追究却挥泪斩了
马谡；曹操犯了军法，本来应该斩首
的，却只要“割发代首”———这就是

“大人做错做做过”的理论依据。
问题是，已经到了 '(世纪的今

天，我国宪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老
百姓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感觉有点差
距，好像这“大人做错做做过，小人
做错打屁股”的情况还有市场。从小
处看，比如笔者单位的奖惩条例中
规定上班不能打瞌睡，如果有普通
职工违反了，一被查到轻则扣奖，重

则给个处分；可是在开大会时，坐在
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也常常容易犯
困，尽管上上下下都看得一清二楚，
但从来没有见过有坐主席台上的人
因为打瞌睡而扣工资奖金的；还有
我的一位老友曾经因为一次工作疏
漏给企业造成数万元的经济损失，
按问责制规定既领受了处分又被扣
发工资，而老总数千万的投资决策
一再失误，却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
一样，不了了之。再从大处看，前几

年发生的一些“矿难”、“断桥”、
“楼塌”等重特大事故，死伤者
少的数人，多则上百人，出事故
矿的矿长、老板、安全员果然该
关、该罚，但管理一方的领导却
官照做，高调照唱！就算有个别
官员被“问责”，可是不多久，反
而悄悄的异地升迁了！特别是
少数地区黑社会组织猖獗和一

些部门“前赴后继”、“拔出萝卜带出
泥”的贪官，因为其背后往往有“后
台”甚至有“老虎”在充当“保护伞”，
不仅得不到彻底清算，而且被查处
的“苍蝇”们也刑罚明显不当！至于
背后的“老虎”们更是优哉游哉、逍
遥法外！

好在我老妈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我对我的下一辈早已彻底摈弃
了“大人做错做做过，小人做错打屁
股”———“刑不上大人”的做法。更值
得欣喜的是在习近平主政的十八大
以来，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
打，反腐败呈现高压态势，二十多个
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老虎”陆续被查
处，“刑不上大夫”已成了昨日黄花！

刑
不
上
大
人

!

马
蒋
荣

"

龙腾虎跃（中国画） 沈新华

"

山东台儿庄（速写） 孙继海

! ! ! !

（作者单位：上海市公安局

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