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寒

老北京每到冬天给人的印象都是
一片萧瑟， 冬天的深宅大院少了杨柳
翠绿的柔顺 ， 却多了松柏苍劲的风
骨。 胡同里偶尔也会有 “萝卜赛梨”、
“大柿子涩了换咧” ……的吆喝， 也
有谚语 “腊七儿， 腊八儿， 冻死寒鸦
儿；腊八儿，腊九儿，冻死小狗儿；腊九
儿，腊十儿，冻死小人儿……”， 留下
了 “猫冬” 的说法， “冬前冬后， 冻
裂石头”， 地面上会出现裂口， 用手
去拉门把手， 刺啦一下就会粘下一层
皮。 每当入冬之前各家各户最忙乎的
就是安烟筒、 搪炉子、 装风斗、 买煤
球、 储存大白菜、 做棉衣棉鞋等事。

老北京的冬天离不开 “煤”， 这
就能够说不少的故事。 天冷了， 贫苦
的人无钱买煤， 就去街头垃圾堆里捡
煤核儿。 大多数是小孩去， 一手执篮
筐， 一手执棍子， 或者钩子， 蹲着敲
打别人烧过的残煤 ， 把外层灰烬敲
去， 取其尚未烧尽的核儿放入篮筐。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老北京普
通人家大多使用煤球炉子， 经济稍微
好点的才有钱使用带烟筒的 “洋炉
子 ”， 煤气这个看不见的 “杀人狂 ”
每年都会 “带走” 不少人， 其中不乏
青春年少的……冬天是煤铺老板的发
财季节， 煤价几天一涨也是常事， 掺
土、 泼水……都是习以为常的手段，
煤铺老板这时想尽办法赚钱。

当然 ， 那时大街上也有很多粥
厂、 暖厂、 乞丐收容所……粥厂一般
早晚两次， 天不亮粥厂门外就排满了
穷苦的老百姓， 手里拿着大碗， 或者
锅， 打了粥就赶紧往家跑给正饿着的
一家老小。

暖厂就是每天晚上管一顿饭， 吃
的一般不是粥就是菜帮子什么的， 赶
上年节也会有个红点馒头之类的……
吃完饭， 晚上还可以在大炕上， 或者
稻草堆上休息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就
得站起来走人……

晒暖儿

那时胡同里时常有 “冻手 、 冻

脚， 贴上就好” 的叫卖声， 是卖冻疮
药的 ， 冻伤的人可以破费点买了贴
上。 拉洋车的、 在街头等活儿的， 站
着的时候就容易冻伤手脚， 贴上冻伤
药 ， 多拉晚儿 ， 还能够挣个棒子面
钱。 晌午是最惬意的时候， 站在向阳
的地方晒暖儿， 高大的院墙挡住西北
风， 饱满地吸收暖洋洋的阳光， 比痛
饮二锅头还要舒服。 老北京的阳光把
所有的不快一扫而光， 让你觉得冬天
充满温暖， 天地间充满了希望。 当然
北京也有无风也冷的天气， 太阳淡淡
的， 滴水成冰， 老北京把这种天气叫
做 “干冷”。 冷风不停地刮着， 似一
把把锋利的小刀， 直刺得你脸生疼。

赶上天气晴好， 万里无云， 雪后
的古都清冷雅致。 纪晓岚赋 《飞雪》
诗：“一片一片又一片……落入花丛都
不见。”皇宫里为冬季取暖共设了几个
部门。即使是皇太后，冬季每天也只能
领到120斤炭， 这些炭要供伺候她的
上百人取暖， 也算不上很富裕。

冰嬉

老北京崇尚冰上游戏， 清朝康乾
盛世以来， 上自皇帝皇后， 下至茅舍
黎民 ， 无不以滑冰为冬季的最大乐
趣， 称为 “冰嬉”。 《大清会典》 中
就有关于滑冰的典制， 乾隆还将其定
为 “国技”。 滑冰不仅作为娱乐， 还
有健身并培养将士尚武精神的作用。
御林军的健锐营有一支编制为1600人
的 “冰鞋营”。 为保证其战斗力， 皇
帝每年都要亲自校阅八旗溜冰。

每年冬至， 帝王驾临天坛祭天之
后， 内务府就要开始筹备一年一度的
“冰嬉”， 在腊月初八前后举行， 地址
不是在北海的五龙亭， 就是在中南海
的瀛台。 届时冰面上列队井然， 旌旗

招展， 彩球高悬……演练的旗兵， 数
十人为一队， 美妙绝伦的技艺， 令人
叹为观止。 乾隆有一首《冰嬉赋》：“思
摘月兮广寒之窟，齐趁星兮白榆之街，
未拂地兮上起，忽从空兮下回……”

当然那时老百姓一般都是到后三
海、 陶然亭、 金鱼池、 龙潭湖、 护城
河……去滑冰， 老百姓不在乎距离远
近， 冰面深点还是浅点， 乐在其中是
最主要的 。 抢冰球是一人将碎冰踢
远， 众人争抢， 由于距离太近， 往往
摔倒一片。 用老北京话说， 这叫 “抢
冰球， 看摔人”。

看花

看花， 是冰天雪地的老北京另外
一种享受。 花市、 隆福寺、 护国寺、
土地庙等庙会上， 以及大街上的店铺
里， 随处可见鲜花， 花农挑着花担涌
进城里。 花担子两头是用荆条编成的
圆柱形大筐， 内壁糊有两层高丽纸，
筐底中间有炭炉， 筐口覆盖穹窿形的
筐盖儿 ， 如此严实而温暖的简易设
备， 足可以保护各种娇嫩的鲜花免受
风寒的侵袭。 有腊梅、 碧桃、 迎春、
水仙、 海棠、 石榴、 佛手、 瑞香等各
种奇花异草， 碧枝翠叶， 姹紫嫣红。
皇宫里需要大量的鲜花， 据传说慈禧
喜欢佛手， 常常让李莲英到培植佛手
著名的花乡马家楼卢家去选购， 有时
要买很多回来……

1948年12月， 沈从文的旧识、 时
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来到
解放军包围下的北平 ， 抢运学者教
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
了留下。 他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
“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 惟十天
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

沉静的城墙、 雪松沉甸甸的绿意
……它见证了繁盛与衰亡的历史烟
云， 记述了风云变幻的千年历史， 吟
唱着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 伴着散落
的白雪， 多了几分惆怅。 也许寒冷是
另外一种温度， 另外一种体验， 没有
感受过冰天雪地的寒冷， 又怎能体会
到春暖花开的喜悦？

摘自 《北京日报》

老老北北京京的的冬冬天天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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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方兴未艾
游戏

华夏民族的先人们不仅勤劳善良， 而
且聪明智慧， 不但贡献出举世闻名的 “四
大发明”， 也创造了许多怡情益智的游戏。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争雄， 崇尚精骑
善射的武士精神。 以角逐射术为特点的投
壶， 成了广受欢迎的游戏。 投壶最初源于
礼仪， 郑玄所注 《礼记正义》 说： “投壶
者， 主人与客燕饮， 讲论才艺之礼也 。”
当时， 成人男子以善射为荣， 诸侯聚会，
往往邀请宾客射箭。 然而， 有的宾客不会
射箭， 只好以箭投酒壶代替。 因此， 投壶
慢慢发展成了宴饮游戏。 投壶时， 主宾对
坐， 以酒壶为器皿， 人与壶相距数尺， 以
去掉箭头的箭投掷， 中壶者得胜。 左丘明
《左传·昭公十二年》 记载 ， 晋昭公即位
时， 周王室及诸侯前来祝贺。 晋昭公与齐
景公比试投壶， 二人在投壶过程中唇枪舌
剑， 争为诸侯之首 ， 结果不欢而散 。 可
见， 宫廷中的游戏， 有时不仅仅是游戏，
还是政治。

文人不喜欢角逐体力， 他们好风雅，
喜欢曼妙婉转的文娱活动， 于是就有了诗
情画意的修禊 。 修禊原为消灾祈福的仪
式， 农历三月初， 人们成群结队到水边嬉
戏， 祈祷消灾弭祸。 后来， 修禊发展为文
人雅集的经典范式， 尤其深得魏晋文人的
喜爱。 东晋永和九年 （353年） 三月三日，
王羲之和当时名士孙绰 、 谢安等四十余
人， 宴集于会稽郡 （今绍兴） 兰亭， 共修
禊事。 名士们列坐在蜿蜒曲折的溪水旁，
将酒杯置于溪中， 顺流而下， 酒杯停留在
谁面前， 谁就得赋诗， 赋诗不出者， 罚酒
三杯， 这便是修禊的戏中之戏， 称为 “流
觞曲水”。 名士们群贤毕至 ， 少长咸集 ，
衔觞赋诗， 乐不知返。 最后， 大家把当场
创作的三十七首诗作编辑成 《兰亭诗集》，
风行一时。 而王羲之倾力为这次盛会创作
和书写的 《兰亭集序》， 文采斐然， 成了
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的绝世瑰宝。

唐宋之际， 最流行的娱乐活动， 恐怕
非蹴鞠莫属。 蹴鞠的流行之下， 鞠的形制
也不断发展。 从文献记载来看， 当时已用
灌气的球代替过去用毛发充塞的球。 宋代
高俅， 曾因擅长蹴鞠官至太尉。

明清两朝， 斗鸡、 斗蟋蟀之类的动物
游戏， 成了官民所爱。 明宣宗朱瞻基从小
痴迷斗蟋蟀， 即位之后把搜集蟋蟀当成政
治任务下达 ， 百姓不堪重负 ， 咒骂他为
“蟋蟀天子”。 清朝靠武力征服汉族， 如何
传承尚武精神 ， 被统治者视为要事 。 为
此， 康熙开辟了热河木兰围场， 时不时率
王公大臣 、 八旗精兵前来围猎 。 康乾年
间， 朝廷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大型围猎活
动， 如同演武大会、 阅兵大典， 隆重而又
热烈。 只是， 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 终究
抵不住汉文化的反渗透， 那些王公贵族最
终还是丢弃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骑射之术，
沉醉于琴棋书画和汉儒王道， 围猎渐渐只
留下形式， 变成了娱乐。

当然， 穿越千年的游戏远不止上述几
点， 值得我们用更多的文字去记述 。 同
时， 游戏虽然偶关政治和利益， 但大多数
时候还是普通百姓均可参与的强身健体和
娱乐休闲的活动。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游
戏给了人们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心情， 功
莫大焉。 摘自 《光明日报》

说起老北京的冬天， 您肯定会想起故宫外的筒子河， 北海公园的冰面， 厂甸的
糖葫芦， 雍和宫的许愿， 八达岭的雪……寒冷的什刹海， 人们在冰上行走比在地面
上稳当， 滑出了笑声， 滑出了别样乐趣。 还有漫步胡同时， 会不时看见路边或拐角
卖糖炒栗子或是烤白薯的人， 浓浓的香、 蜜蜜的甜随风四处弥漫， 大老远就挑逗着
人们的味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