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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逆行者”
韦荣景 绘

我进“敌”退
王少华 绘

宋徽宗赵佶创作的宋徽宗赵佶创作的 《《十八学士图十八学士图》》 中中，，描绘了贵族在方桌上合餐的描绘了贵族在方桌上合餐的
场景场景，，说明至少在北宋时期说明至少在北宋时期，，贵族阶层已经出现了合餐制贵族阶层已经出现了合餐制。。

成语典故成语典故““举案齐眉举案齐眉””里里，，梁鸿妻子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梁鸿妻子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将食案将食案
举至额前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捧到丈夫面前。。这是古人分餐制的一个写照这是古人分餐制的一个写照。。

桂晓燕

■合餐制是怎么来的？

当代中国人基本上是采取合餐
制，免不了你给我夹一口菜，我给
你舀一勺汤。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样
很不卫生，却见怪不怪，习以为
常。如果有人表示异议，提出要
用公筷公勺，常被别人认为是戴
着草帽撑阳伞——多此一举。他
们会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
矩 。 我 们 中 国 人 向 来 重 视 家 庭 ，
讲 究 亲 情 ， 大 家 不 分 彼 此 一 起
吃，这才亲近嘛！再说用公筷太麻
烦啦。”

合餐制真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规矩吗？这真是大大的误解。事实
上，我们的老祖宗采取的是不折不
扣的分餐制。分餐制的形成，可以上
溯到原始社会。那时候生产力低下，
人们胼手胝足，辛勤劳作，所得食物
仍非常有限。如果大家围在一起吃，
就会多寡不匀甚至发生争抢，有人
就会挨饿。怎么办呢？只有采取分餐
制，才能保证人人有份。

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

后，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食物也
日益丰富。这时候，吃饭就不仅仅
是填饱肚子了，而是要吃出长幼尊
卑的等级来，吃出礼仪之邦的礼仪
来。不同等级的人，就要享受不同
的待遇：“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
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
簋。”鼎和簋是指烹饪或盛放食物
的青铜容器，也可作祭祀的礼器。

■古代著名饭局鸿门
宴，就是典型的分餐制

上面这些都是“钟鸣鼎食”之
家。平民百姓家吃饭没有这么高的
规格，不过也有规矩，要论资排
辈，以老为尊，按年龄分配。所谓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
五豆，九十者六豆，以明养老也。”呵
呵，当然不是说六十岁的老人只能
吃三颗豆，活到九十岁才能吃六颗
豆，这里的“豆”也是指一种盛食物
的容器。可见分餐制也是古代等级
制度在饮食方面的体现。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饭局鸿门
宴，就是典型的分餐制。司马迁在

《史记·项羽本纪》 中写道：“项
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
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
良西向侍。”他们可不是从四个方
向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而是一人一
案，相互离得远远的，中间的位
置，就是后来项庄舞剑，差点要了

沛公 （刘邦） 脑袋的场地。
如果说，秦朝末年的这场鸿门

宴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那么，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有一场南唐高
官的家宴，则是软玉温香，悠闲风
雅。但有一点与前者相同，那就是
也采取了分餐制。南唐画家顾闳中
创 作 的 传 世 名 画 《韩 熙 载 夜 宴
图》，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高
冠博带的韩熙载坐在榻上，和宾客
一起，一边听琵琶演奏，一边宴
饮。主人的榻前是一张较大的案
几，上面放满了酒肴果品；宾客的
座位前，也是一张放着酒肴果品的
案几，不过小一些。

■从什么时候起，分
餐制被合餐制取代了？

这要从我国古人的坐姿说起。
唐代以前，人们基本上是“席地而
坐”，也就是在地上铺一张席子，

“跪坐”在上面。“跪坐”的姿势是
两膝着地，两脚背朝下，屁股坐在
脚心上。看汉字“坐”的结构，不
正是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土”
上吗？考古中出土的汉代画像砖，
上面清楚地刻画着人们席地而坐的
姿态。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椅子，这种
席地而坐的姿势，特别适合使用托
盘来放置食物。这种托盘叫做“案”，
也就是“举案齐眉”的成语故事中，
孟光给丈夫梁鸿端饭菜用的那种
案。名闻天下的湖南马王堆西汉辛
追夫人墓，曾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
木质漆器，其中就有这种食案。从春
秋战国，直至秦汉隋唐，华夏民族
饮食的基本形式，就是各占一席之
地，一人一案而食。

唐朝以降，由于各民族的经济
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受到北方游牧
民族合餐制的影响，汉民族中也开
始出现合餐制。尤其是“高足家
具”椅子 （当时叫做“胡床”或

“交床”） 从西域传入后，不但影
响了汉民族的文化审美，更是直接
改变了汉民族的饮食习俗。从此
后，中国人可以坐在高高的椅子
上，围着一张桌子吃饭，这就是合
餐制的物质基础。宋代以后，合餐
制日益兴盛，至明清两代完全成为
主流。例如 《红楼梦》 中描写吃饭
的场景很多，无论是贾宝玉过生日

“群芳开夜宴”，还是薛宝钗赞助史
湘云请大家吃螃蟹，都是热热闹闹
围坐一桌一起吃。

■重温历史，对今天
的我们有何启示？

时至今日，我们衣食无忧，当
然不必像古人那样担心吃不饱，也
不是为了吃出封建礼仪长幼尊卑；
但是必须吃出安全，吃出健康！合
餐制虽然亲切热闹，毕竟健康隐患
太大。

除了这次给国人带来空前伤害
的新冠肺炎外，诸如甲肝、伤寒、
霍乱等，都能因为一起吃饭而传
染；还有人们往往想不到的，胃病
也能通过餐桌传染，作祟的便是幽
门螺杆菌，它能通过唾液交叉感
染，使人患上胃炎，甚至发展成胃
癌！传染病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它
无孔不入、势如燎原的传染性。年长
的读者一定还有印象，1988 年上海
甲肝大暴发，中招者高达 30 万人，
震惊大江南北！直接原因是食用了
被污染的启东毛蚶；然而，家人合餐
交叉感染，无疑在其中推波助澜。幸
好当时上海市政府连出奇招狠招，
迅速将疫情扑灭，最后涉险过关。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这次
新冠肺炎带给我们的伤痛和教训，
我们必须铭刻于心。为此，建议广
大读者朋友，为了自己和家人以及
他人的健康，即便不一定非要像古
人那样完全分餐，先从相对简单而
效果不错的公筷公勺制做起吧。谨
祝大家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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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顾闳中的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南唐贵族在几描绘了南唐贵族在几、、案上分餐而食案上分餐而食
的场景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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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餐方式。

汪金友

2020 年 的 这 一 场 新 冠 肺 炎 ，
让我们对千奇百怪的病毒，再一次
刮目相看。尽管武汉封城，尽管全
国隔堵，尽管几万名医护人员赶赴
前线救治，尽管 14 亿人勠力同心
预防，但还是有八万多人感染，数
千人丧命。为此，我们不得不研究
病毒，认识病毒，并投入更多的力
量，打好防控病毒的阻击战。

什么样的病毒，是最可怕的病
毒？可能有人说，是传染最快的病
毒；也可能有人说，是死人最多的
病毒。其实都不对，按照医学专家
的定义，最可怕的病毒，是新出现
的病毒。

比如天花病毒，刚出现的时

候，简直是势不可挡。而且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在世界上横行了
近 400 年。有人估算，全世界因天
花致死的人数，超过 5 亿。连大清
王朝的皇帝同治，也在 19 岁时死
于天花。直到 1796 年，英国的乡
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了牛痘疫
苗 ， 天 花 病 毒 才 得 到 控 制 。 到
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
花已在全世界被彻底消灭。

再如“SARS”，即我们所说的
“非典”，也是一种冠状病毒。它于
2002 年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迅
速扩散至全国，后来又传到东南亚
乃至全球。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信息，“SARS”患者的平均死亡率
为 9.6％左右，最高可能有 14％～
15％。但到 2003 年中期我们生产
出抗体疫苗之后，这个病毒很快被
消灭。

什么叫病毒？《科普中国》 的
“科学百科”是这样解释的：病毒

是一种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只含
一种核酸 （DNA 或 RNA），必须
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制方式增殖
的非细胞型生物。

所有的病毒，具备三个基本特
点:第一，它自己本身没有细胞结
构，不能独立生存，只能在其他动
植物的活细胞中增殖；第二，它的危
险性极大，一旦进入动物或植物的
活细胞，就会对载体造成很大的危
害；第三，绝大多数的病毒，具有很
强的复制、转录和传染能力。

2003 年的“SARS”病毒和今年
的新型冠状病毒，长的样子都差不
多。我在百度上搜索，有很多冠状病
毒的简笔图。大都是一个圆形，周围
长出齿轮状的冠柱，让人看了很不
舒服。它长这么一个模样，可能就是
为了方便寻找、粘连和依附在别的
活细胞上，然后从事破坏活动。由此
可见，它比一般的寄生虫要坏得多。
寄生虫只是吸吮血肉，而这些病

毒，却是要杀死依附的肌体。
有人说，流行的病毒，犹如上

帝之鞭，是在惩罚人类的狂妄与傲
慢。它与人类之间，本身就是一部
写满了教训和启迪的历史。不论是
流行病的殉难者，还是战病毒的抗
争者，无不讲述着一段段惊心动魄
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那些本该
精彩纷呈的人生，如何黯然落幕；
那些逆风而行的勇者，如何绝地反
击。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所有的病
毒，无论它多么猖狂，最终会被人
类战胜。只是可能时间会非常漫
长，代价会相当巨大。所以，我们
现在的目标和任务，不仅是抗击已
经发现的病毒，更重要的是预防新
的病毒出现。如果说病毒起源于动
物，那我们就爱惜动物；如果说病
毒暴发于野味，那我们就不吃野
味。让病毒肆虐的悲剧，在这个地
球上不发生或者少发生。

最可怕的病毒
随思录

漫画角

“安全”
马菁海 绘

两手硬
苗杰 绘

形影不离 何青云 绘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饭局鸿门宴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饭局鸿门宴，，就是典型的分餐制就是典型的分餐制 （（图为王宏剑布面油画图为王宏剑布面油画《《鸿门宴鸿门宴》）。》）。

龚群

专家们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这
种易感染人群的传染病，有效阻止
其传播的方式就是重点人群隔离。
重点人群隔离甚至封城这样的措
施，涉及一个必须回答的伦理问
题：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1920 年，美国公共健康专
家温思路提出：“公共健康是通
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
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和效益的
科学与艺术。这些有组织的社区
努力包括改进环境卫生，控制传
染病，教育每个人注意卫生，组织
医护人员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
防性治疗提供服务，建立社会机
制来确保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能达
到适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标准。组
织这些效益的目的是使每个公民
都能实现其与生俱来的健康和长
寿权利。”这一定义为世界卫生组
织所接受，并沿用至今。

公共健康概念具有以下特征：
一，公共健康是社会公共产品，是
一种公共善。必须有各级政府、社
区以及不同部门的共同参与与协
作。二，公共健康以人口整体为对
象，关涉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问
题。公共健康将人类的健康问题
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或者说是
置于群体层面来研究，其目标是
减少患病和提前死亡的人数。如
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易传播
性，采取必要的强制性隔离措施，
就是减少发病的有力措施。

公共健康以个人健康为前提
和基础，指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
的健康问题，而个人健康指的是
每个社会成员的健康问题。公共
健康所要保护的是每个人的健
康，当某个社会成员染上了某种
传染病，社会有责任对他进行医
治。然而，仅仅进行医治是不够
的，如果任其自由行动，其疾病
将会传染给他人，从而严重危害

公共健康。对此，从公共健康角
度出发，不仅要对传染病人进行
积极的治疗，还要从保护其他人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出发，限制
传染病人的行动自由，这里，就
自然会出现维护公共健康与限制
个人行动自由之间的冲突。

在危及社会全体成员健康的
疫情面前，限制个人行动自由的
正当合理性在哪里？英国学者密
尔指出：“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
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
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不正当，唯一
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伤
害。”这里所说的“防止对他人
的伤害”，是指社会或社会权力
机构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涉，
从而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他人伤
害。换言之，以不伤害他人为理
由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预，这
样的干预就是正当合理的。

实际上，即使是仅仅涉及行
为者本身的生命安全问题时，公
共健康从保护行为者的角度进行
干预，也具有正当合理性。密尔
曾经指出，当有人想走上一座断
桥而有生命危险时，这时阻止他
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换言之，
个人行动自由也只有在无碍生命
的前提下才具有意义。面对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建议大家在
非常时期都少出门而自动隔离在
家，就体现了公共健康将全体成
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自
己保护范围的基本要求。

当公共健康与个人行动自由
相冲突时，将公共健康置于优先
性地位考虑，体现了党和政府将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和立场。当
然，即使是采取强制性的隔离，
也应有相应合理的措施，能够使
被隔离者感受到应有的尊重。而
对被隔离者来说，应当意识到这
种举措对于公共健康的重要性。

来源：光明日报

什么是“公共健康”
它的“优先性”体现在哪

？？？？？？？？？？？？？？？？？？？？？？？？？？？？？？？？

读读 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