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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察聲觀色，聲色之城

一

認識侯磊，最早是通過他的一本長篇歷史小說《還陽》，寫的是一個

清宮太監的故事，其中已有對古代北京大場景的描寫。這類小說（可叫新

歷史小說）不同於傳統的歷史小說那樣去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它卻在

寫某一歷史時期的某個市民，某個匠人，某個士兵，歷史上沒有留下過他

們的名字，但有可能會孕育他們這樣的人。我們共同的興趣點是歷史的想

像，甚至是對夢境、心理、意識流等的探討。

直至本書《聲色之城：市井江湖稗官野史》，則是他又一部厚厚的文史

隨筆集。全書共有隨筆約五十篇，短者三五千字，長者萬餘字。範圍之廣，

內容之雜，趣味之多，見識之新，着實難得。不少篇目是一次寫就，先發表

於報刊或微信公號，再反覆修改，收入本書時已經比當初發表時更加豐富。

我主張作家除了要寫小說、散文、劇本以外，還要多寫這樣的隨筆，

特別是當下的青年作家。現當代文學名家中如施蟄存、金克木、張中行、

徐梵澄、黃裳等，晚年都寫了大量的文史隨筆，發在《讀書》《隨筆》《文

史知識》等雜誌上。世界文學史上也有不少作家筆下的片段都是精彩的文

史隨筆，如梭羅的散文，尤瑟納爾、翁貝托．艾柯的小說等。上世紀 80

年代，三聯書店出版了一套《文化生活譯叢》，是小 32 開的那種平裝的小

本本，收錄了不少世界級大作家的文史隨筆，總能持於掌中反覆玩味。這

些既是文人趣味，又恰恰是作家看待世界不同角度、方法和觀點的體現。

邱華棟

二

每個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有自己與北京的經歷與記憶。

我出生於新疆，父母是支邊青年，1992 年大學畢業後到北京工作，

在這裏生活了三十年。侯磊家是住在胡同裏的老北京，但他見了我，總問

我九十年代北京的面貌，那時他還是個小孩，很多場景沒趕上。他的父親

是知青，還有位姑媽在 1957 年支援邊疆建設去的內蒙。他也寫過知青、支

邊、三線建設等當代歷史的小說，如《女司機》《紡織廠的女兒》等。他熱

衷於研究過去生活的一切細節：怎麼用糧票換東西（某一時期糧票和生活

物品可以兌換），過去的孩子玩什麼，老人有怎樣的觀念……體現出 80 後

一代作家的歷史感和使命感。每一代人都是深處重大歷史事件之中，只是

看你怎麼看待自己的位置，是否有所思所想，是否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侯磊筆下的北京的細節，有他多年的觀察和生活，足以豐富我們對

北京認知的不足。這些細節不是做學術、寫小說之餘的下腳料，而是想像

力、共情力的出發點。

古琴是中華雅樂。古琴的琴弦名是宮、商、角、徵、羽、文、武，是

五音加上周文王、周武王的典故。傳說古琴最早只有五根弦，周文王思念

其被商紂王害死的兒子伯邑考，加了一根文弦；武王伐紂加了一根武弦。

五音所對的是五感，指形、聲、聞、味、觸，分別對應人的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觸覺。而對應本書的，就是城市中的聲、色、文、武及其他。

論其聲，古代的相書上講：「天有雷鳴之聲，地有風烈之聲；山有澗

泉清流之聲，海有波濤浩瀚之聲；人亦有上、中、下丹田之聲也。」本書

很多篇章都在寫聲音：戲曲、曲藝、評書、相聲、絲竹乃至人聲、貨聲、

鑼鼓聲，講滑稽段子時的笑聲，乃至宮女、婢女的哭聲淚聲。

論其色，這些隨筆是多彩且陸離的，對小吃飲饌的饞涎之色，社火歌

舞的服飾之色，從蒙古到雲南的壯秀之色，士大夫與閨秀的凜然之色，俠

客的刀光劍影，乃至包含對古代女性文化探袐的春宮之色，都構成了古城

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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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其文，有民國時舊文人的人格魅力，從史學家瞿宣穎、作家老舍、

張恨水，再到合肥四姐妹、葉嘉瑩等閨秀，他們有對文化傳統的固守。

論其武，有俠氣沖天的武術家、摔跤家，乃至武俠小說家、職業革命

家，他們有對為人處事，對自然公理的追求。

書中另講的天龍八部、雞、五大仙、巫術、宗族等，又很有些民俗

學、文化人類學的功底，藉文學的手法，進行文化上的研究。

北京有市井和江湖的傳統，多是混街面兒的三教九流身上所保存的，

這種傳統始終沒有湮滅，但往往不被知識分子所關注。如記載了各個行業

春典、暗門的《江湖叢談》《海底》等。侯磊同樣浸潤於此，並能有所心

得，與他熱衷於戲曲、武術、藏書有關，更與他生活中在這座古城的腹地

有關。

可見，《聲色之城：市井江湖稗官野史》是作者對古城內部的一次「察

聲觀色」，書中有他對北京市井街巷的描繪，充滿了一百年前都市人的所

見所聞，遍佈着過去的片影與迴響。那個四合院、城門城牆時代的北京，

沒有現代飯店、寫字樓、電影院的北京，仍舊在侯磊筆下生長着，使我們

感到了一個年輕的「老北京」的思考。

三

2000 年以來，我三十多歲時，開始看大量的歷史典籍，也正是侯磊

現在的年紀。三十多歲的人會對你的生活環境，有着由表及裏的觀察，也

需要在對世間萬物保持新鮮感的同時，再追問一句為什麼。近些年來，我

與藏書家陳守志合作寫了《〈紅樓夢〉版本圖說》等，又寫了《北京傳》。

我不是北京人，但我覺得，要有更多的作家來寫北京。

從侯磊身上，我們感受到了北京慕古的傳統，這種傳統曾在歷史的發

展中淡化了，但在 80 後年輕一代中漸漸興起。他們都在尋求接續上歷史

的脈絡。 ——人活到一定歲數，就企圖追問萬物的由來。侯磊所關注的都

是佈滿歷史塵埃的角落，並非野史，而是隱祕的信史（也可叫雜史），內

在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圍繞着北京這座古城，搭建了一個供人想像的時

空，在滿足閱讀期待的同時，給予一些出乎意料的驚喜。

近些年來，侯磊在寫京味兒小說之餘，集中研究北京歷史文化，寫了

大量京味兒隨筆，整理了舊京古籍，創作了《北京煙樹》《聲色野記》和

《燕都怪談》等一系列作品。如果說《聲色野記》講述老北京，《北京煙樹》

寫八十年代的北京，《燕都怪談》是講民間故事與傳說中的北京，這同樣

是我期待的一本書。北京這座城市非常需要這樣的青年作者，他可以寫巴

掌大的百字文、千字文，以更符合這個快速傳播的時代。他和熱衷於武俠

文化、能說評書的林遙，熱衷於島嶼和海怪文化的盛文強，研究古琴佚史

的嚴曉星，執筆寫四川的蔣藍等，都為文壇增添了不一樣的光彩。

希望侯磊能在前人的足印上蹚下去，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也期待他能

早日寫出一本屬於他自己的《北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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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饌：北平味兒不只是流動的盛宴

書畫界有溥心畬、張大千、黃君璧為「渡海三家」之說，而京派掌故

界，我以齊如山、唐魯孫、夏元瑜為「渡海三家」，其中談吃以唐魯孫最

為耀眼。就小說界而言，張北海的《俠隱》改編成電影《邪不壓正》，原

著中也寫盡了北平之美，和主人公李天然表面上隨意、從容，而內心裏掙

扎扭曲的生活。「餓了就找個小館兒，叫上幾十個羊肉餃子，要不就豬肉

包子、韭菜盒子。饞了就再找個地兒來碗豆汁兒、牛骨髓油茶。碰見路攤

兒上有賣脆棗兒、驢打滾兒、豌豆黃兒、半空兒的，也買來吃吃。」半空

兒是空了一半的花生米，吃着也就磨磨牙，這早就絕跡了。

唐魯孫與張北海，一位在中國台灣，一位在美國；一位寫隨筆，一位

寫小說；但他們個人最深刻的記憶來源於童年和青年，他們筆下所割不斷

的，都是過去濃烈的北平味兒。

一

過去每條胡同都有幾個大姓，唐家是他塔拉氏，印象中有處宅院位於

中老胡同 32 號，那是個好幾進的大院子，為唐魯孫同族，後來成了北大

宿舍。

唐魯孫的祖父志銳是清末的伊犁將軍，固守儒家君臣大義，辛亥年為

革命黨所殺。唐魯孫本人也做過不少官，退休時是煙廠廠長。可世間並沒

有一本詳細的唐魯孫傳流傳，他六十五歲後開始筆耕，給自己「規定了一

個原則，就是只談飲食遊樂，不及其他」（《飲饌雜譚中國吃》的自序〈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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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遣有生之涯〉）。他將品食閱世全化作十幾本書，三分說掌故，七分談

飲饌，卻故意隱藏了一生的宦海沉浮。唐魯孫先生有言：「世界上凡是講

究飲饌、精於割烹的國家，溯諸以往必定是擁有高度文化背景的大國。」

過去北平飲食之豐富，皆因北平為政治中心，各路軍閥走馬燈般登場，南

北大菜也如流水席般進出。唐魯孫先生寫北平，寫滋味，更寫北平味兒，

明寫飲食，暗寫讀史閱世；談論飲食，不是想着去哪兒打牙祭當「吃貨」，

而是訴說對社會、對他人的愛。在唐魯孫等飲食掌故作家筆下，整座北平

城是一場流動的盛宴，但又絕不止於盛宴。

唐魯孫先生寫作，是掌故中帶着吃，吃中帶着掌故，帶着名士知交們

的回憶。他記性真好，幾十年前吃的食物、場景都歷歷在目。讀他的書，

眼前會浮現清末的人把辮子盤在頭頂上，一腳踩着長條凳，把拿筷子的胳

膊彎成弧形，一邊低頭往嘴裏使勁兒杵剛熟的炙子烤肉的情景。唐魯孫的

舊學修養和文筆都強於很多同代的掌故名家，他字字句句的背後，都飽含

着對北平、對童年的思念。

唐魯孫曾唸叨，東來順有道菜叫作「炸假羊尾兒（北京話尾兒唸

yǐr）」，我在東來順中沒有見到。後來跟着崑曲家張衞東先生學曲時，常

去台基廠的一條龍，看到這道菜居然還活着，就叫炸羊尾兒。端上來是一

大戧盤（北京話，指大盤子，類似現在盛魚頭泡餅、大盤雞的那種大盤子），裏面放

一個個淡黃色的點綴了青絲紅絲的「饅頭」─是用雞蛋白打出泡來，裹

上細豆沙和麪炸出來的甜品，入口極為鮮嫩。據說最早是裹上羊尾巴油，

因太過油膩而改用豆沙。這菜五個起做，一般是最後上桌，哪怕坐在單間

裏，眾人把酒閒話，或擪笛唱曲，操三弦做戲，菜香味兒中混着崑笛聲和

水磨調的悠揚；酒酣耳熱之際，耳邊都傳來後廚為這道炸羊尾兒噠噠噠噠

的打雞蛋聲。

唐魯孫曾說，當年北平吃黃河鯉，「網上來的魚，一定要在清水裏養

個三兩天，把土腥味吐淨」，咬春時春餅捲的合菜中的綠豆芽，為了口感

要掐去頭尾。如今誰還這麼做呢？他大講名士與名菜，他講揚州大煮乾絲

的種種名堂、佛教徒的素菜，連帶着月餅、元宵，泰國的啤酒、小吃，美

國的牡蠣，兼有梨園八卦、軍政祕聞。

能和唐魯孫先生聊聊的，是他寫的果子乾。他寫的果子乾只有杏乾、

桃脯和柿餅，而現在做果子乾一般不用桃脯，會換成山楂，外加切成斜長

的藕片。他寫秋天新下來的水果與夏日的河鮮兒，寫滿嘴是油的羊霜腸、

甜滋滋的燻魚、炸麪筋、不多見的素鹹什、蝦醬，寫糜子麪麪茶、芝麻燒

餅、炸油條，寫我最不愛吃的鹹菜大蒜臭豆腐和最愛吃的乳酪奶捲奶餑

餑……

二

過去，北平地處塞北幽燕，只有棗栗之腴，物產並不豐饒，沒有海

鮮，也不擅做魚類。過去海鮮多是乾的，講究怎麼發海參、魚翅（當然現

在不能吃魚翅了）；魚多紅燒、侉燉或醬燉，會帶土腥味兒，與東北、江

南的魚沒法兒比。北平菜擅長抓炒與焦溜，多是抓澱粉或勾芡，賣相差，

涼了就凝結成一坨兒。這裏多風乾燥，不嗜辣椒，每逢冬天，大街上滿眼

都是冬儲大白菜。大白菜一車車幾百斤地買回家，菜心涼拌，菜葉醋溜，

菜幫兒剁了包包子。名館子「八大樓」多以山東菜為主，八大菜系也無北

平菜，刨去涮肉、烤肉、烤鴨，傳說中的滿漢全席、清真大菜與各路小

吃，乾炸丸子、京醬肉絲、地三鮮、燒二冬、爆兩樣，這便是家常的京味

兒了。自家裏經常做一點兒清燉羊排、葱爆羊肉、米粉肉、醬豆腐肉、蒸

獅子頭，還能蒸雞蛋餃，全在肉上找，好像是在開二葷鋪。

北京人的生活經驗相對固定，所有的消費都認老字號，喝茶北城是

吳裕泰，南城是張一元，點心是稻香村。吃飯請客，有美事了是致美樓，

考試中了是泰豐樓（南方一般是狀元樓），開買賣是東興樓，拜師是鴻賓

樓，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日常經驗的。民國至新中國成立以來，北平開滿

了各省各地連帶西洋外藩的館子，1924 年開了賣江蘇菜和西餐的森隆飯莊

（他家確實中西餐都有），二三十年代開了經營淮揚菜的玉華台飯莊和淮陽

春、經營山東菜的豐澤園，1945 年有了大地西餐廳，1953 年有了馬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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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更將上海的美味齋搬到了菜市口，在南城也能吃到響油鱔糊了。

總之，北平菜不是烈酒，而是香茶。好茶貴在回甘。

北平菜不一定好吃，北平菜可以不好吃，但北平糅合了各地的美味，

北平不能沒有味兒。

寫好美食掌故類的文章，得是出身世家且通經通史的學者，外加能

琴棋書畫、詩詞曲賦兼粉墨登場，幼年吃盡穿絕、老來落魄如張岱者，用

大材小用的筆法，方能引人入味兒。這類稿子有的人堆材料，有的人掉書

袋，有如朱家溍先生者則不屑於寫，只是口述，隨便聊聊。唐魯孫不掉書

袋也不堆材料，直接堆菜碼。他晚年遠離家鄉後寫的這點兒北平夢華錄，

只談風月，不談風雲，如《茶館》掌櫃王利發一樣。但他骨子裏不是詩

家，而是史家，他如此之細緻、反覆地寫北平的吃食，乃至擴大到全國的

吃食和北平往事，只仿佛要將他平生閱歷以春秋筆法留予後人，從那北平

夢華的年代裏，力透紙背地帶來點兒舊滋味。

唐魯孫寫過舊王孫溥心畬，溥心畬留了十七首岔曲，我喜歡其中一曲

《菜根長》：

酸辣魚湯，紅燜肥腸。半斤的螃蟹，高醋鮮薑。燒賣是脂油拌

韭黃。【過板】糟煨鴿蛋，蒸熊掌，雪白官燕把雞湯放。【臥牛】寄言

紈絝與膏粱，繁華轉眼變滄桑。山家風味真堪賞，雞豚不似菜根長。

唱罷溥心畬的曲，讀罷唐魯孫的文，生當作弘一法師，二十歲前吃遍

人間花酒，中年時求盡學問藝術，晚年出世以求得生命境界。翻回頭來再品

北平的滋味，不只是一派流動的盛宴，更融入那「繁華轉眼變滄桑」中了吧。

三

在小說《俠隱》裏，李天然在前門外果子市買了「一大堆沙果、蜜

桃、石榴、葡萄、蘋果，害得他雇了兩部洋車回的家」。又寫了他去吃前

門外鮮魚口的「都一處」，外橋頭的「一條龍」，還寫了他逛各種小攤，

看賣古董的、賣舊書的、賣毽子的、賣泥人的，甚至看相算卦、賣洋煙畫

的。還寫他中秋時在南紙店買了兔爺，又去間壁兒（讀 jiè biěr）的糕餅

鋪子，買了一盒自來紅，一盒自來白。還有玉泉山的啤酒，各種鹵肉、西

餐……張北海仿佛在提醒我們，寫北平夢華錄的時候到了。

北平不是天津、武漢、重慶般的碼頭文明，也不是嶺南僑鄉的航海

文明，更不是內蒙古的遊牧、東北的狩獵，而是如蘇州、揚州、杭州般的

古城文明，它只是將人們聚在這裏生活。作為消費城市的古城並不出產，

是靠京杭大運河運來其城市的供給。本地人的生活必然安逸穩定，封閉保

守，慵懶驕傲，文化自足。古城文明是坊巷制，北平的胡同橫平豎直，胡

同口攔上護欄，最容易執行宵禁。而關上院子門，你別進來，我也不出

去。它的秩序感給人足夠的舒適和空間，讓你不用擔心太多，你想快走就

快走，想慢走就慢走，不必着急、焦慮和不堪重負。你愛幹什麼就幹什

麼，該幹什麼就幹什麼。《俠隱》小說原著中的一句話更為扎心：「如果城

外沒有日本坦克的話，我的胃口會更好。」食物與生活並不是歷史的瑣

屑，而是社會學、城市學的一個視角。

原著小說裏反覆出現的炙子烤肉，這本不是什麼高檔的東西，就是街

邊吃的，在北平有烤肉宛、烤肉季等好幾家。多是好多人圍着一個巨大的

炙子，炙子就是一個上面都是鐵條的大餅鐺，那鐵條之間是空油用的，羊

油一滴滴落下去，香氣一層層頂上來。羊肉已經和葱絲、芫荽（香菜）餵

好佐料，想吃多少直接就烤。在清末吃烤肉，人們多是把辮子盤在頭頂，

一腳踩在一長條凳上，哈腰低頭，胳膊彎成半個圓弧，跟戲台上那樣似

的，用筷子尖兒戳了肉，往嘴裏使勁兒杵。─這號稱叫「武吃」，一個

老爺們兒一斤半肉加半斤酒，跟玩兒似的。

這才叫北人吃飯。可惜《邪不壓正》裏沒拍，20 世紀 90 年代有個叫

《開天闢地》的革命電影裏拍了，是陳獨秀出獄後，李大釗趕着馬車帶着

他，從南城的儒福里過街樓下路過。陳獨秀提鼻子一聞，聞見烤肉味兒。

倆人下車一頓吃，吃完一摸身上，誰都沒帶錢。如今那個北京唯一的過街

樓在 1998 年時拆了，也就從一些老電影裏找找回憶了。



聲色之城：市井江湖稗官野史 飲饌：北平味兒不只是流動的盛宴 007006

《邪不壓正》拍得洋氣，拍到了李天然和他養父喝酒聊天，壁爐裏掛

着兩隻烤鴨；還有的時候，是李天然吃着豌豆黃；或者乾脆從藍先生被軟

禁的院子裏，搶來燒餅醬肉，到鐘樓上和關巧紅一起吃。不過，還是原著

裏寫得詳細，叫馬蹄燒餅，還有果子、醬肉。

燒餅和火燒的差異，是燒餅有芝麻，火燒沒芝麻。正如豆汁與豆漿的

區別，是豆汁用綠豆，豆漿用黃豆。而馬蹄燒餅是比一般燒餅瘦高一點，

若說像驢蹄子也可以。關鍵，這燒餅是貼在爐子內壁上烤的，像新疆的烤

饢，所以也叫吊爐燒餅。侯寶林說《八大改行》，講唱大鼓的劉寶全不讓

唱了，改行賣早點去了。劉寶全唱道：「吊爐燒餅扁又圓，這油炸的麻花

是脆又甜。粳米粥賤賣倆子兒一碗，煎餅大小您哪看看，賤賣三天不為是

把錢賺，所為是傳名啊，我的名字是劉寶全─嗯啊─」還帶甩腔的。

這馬蹄燒餅民國時在北京風行一時，如今只有在山東的幾個縣有賣了。

如同當年的南府蘇造肉一樣，最後是在地安門附近有一家，後來不知所

蹤了。

四

《俠隱》中，李天然兩個人幹掉三斤羊肉，一斤半白乾兒，才兩元。

看《北平物價》，1927 年到 1937 年，是北平生活舒服的十年。這期間物價

基本穩定，就月薪而言，「駱駝祥子」和普通巡警都是六塊大洋，可以養

活家人。中小學教師是二十到四十塊，高級職員能拿六十塊，大學教授能

上百塊。參看陳明遠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及《北平旅遊指南》，魯

迅、蔡元培、胡適等在京的生活都很寬裕。山東館上等的魚翅宴 16 元，

中等的 12 元，下等的 6 元，一塊銀圓能請十個人吃一大桌子菜，還是吃

不了。包汽車比較貴，一天要五塊現洋。清華、燕京都位於海淀鎮，教

授們最為舒適的生活，是周六下午由汽車從學校送到城裏，晚上在城裏看

戲，第二天和朋友白天去逛琉璃廠，買上一堆書或古玩，中午找個好館子

撮上一頓，下午繼續遊玩，晚上再乘車回去。

教會學校的學生們，會過着「穿蘇格蘭花格子絨布襯衣，騎鳳頭、

漢牌自行車，抽英國三 B 煙斗，會吃西餐，能說一口流利英文」的生活。

（趙珩：《我所瞭解的季黃先生》，收入《彀外譚屑：近五十年聞見摭憶》，

三聯書店，2006 年）。那時騎一輛鳳頭或三槍，在王府井大街招搖而過，

也像現在開輛好車一般。還有新潮的女士，騎車時把旗袍下擺往上一捲，

兩條大白腿晃得四九城的老少爺們頭暈眼花。

北京真正變窮是抗戰後國民黨經濟政策的失敗以及平津戰役的爆發。

因為圍了城很多行業無法展開，公園都關門了，大眾無法娛樂消費，使得

北京百業俱廢。直到 1949 年以後，新生才真正開始，人民解放軍帶着大

批的革命工作者進城，大批的國民黨卻扔下不少宅院逃走了。電影《邪不

壓正》中試圖恢復北京的風物和城市格局，讓李天然在北京城的屋頂上隨

意跑動跳躍，隨時提醒觀眾他是大俠，他是這座城市的主人。如今光陰似

駿馬加鞭，日月如落花流水。北京從古代的「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

胖丫頭」，到了民國的「電燈電話自來水」，更到了現在的「眼見他起高

樓」，未來，則是一個與古城完全不同的、嶄新的文明開端。

五

收拾東西時，看到家裏舊時的戶籤是塊半尺長、畫着白格的藍漆鐵牌

子，填着家中的戶主和人口。天頭上兩個字寫的是「北平」。

1929 年，家裏在中南海開過個酒樓，叫愛翠樓，現在只剩下幾把刻

有「愛翠樓」的銅勺子。每次看那勺子，仿佛苔絲看到勺子後面的家徽。

小時候母親帶我出去吃飯，能回味着幾種入口的菜餚。北新橋十字

路口東南角有家居德林，原先叫居士林，專營素菜，後來葷素搭配，擅長

紅扒鹿肉與金錢豆腐，西湖五彩魚味道的層次感很強；東四十二條森隆飯

莊的八寶飯，味兒甜，嵌滿了葡萄乾，但有一次把香酥雞腿炸得像個手榴

彈；東四過馬路有瑞珍厚，焦溜魚片賽過清蒸皖魚；全聚德的鴨舌猴頭菇，

能從猴頭菇上的每根「猴毛」中嘬出味兒；寬街白魁老號，屋裏燒着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