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黄浦江大闸蟹已正式开售，阳澄湖大闸蟹也于 9 ? 21 日开捕。对于爱吃蟹的上海人来说，

又到了一年中品蟹的美好季节。“大闸蟹”的说法从何而来？上海人是近代开始吃蟹的吗？大闸蟹是如何“爬”上申城人家餐桌的？

“天下第一潮”
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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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知识

申城人家“食蟹”史
沈思睿

“大闸蟹”的说法从何而来

螃蟹是一种时令性很强的食物。 食蟹，和
时间节令密切相关。传统?，食蟹是与西风、饮
酒、赏菊等意象联系在一起的，描绘的都是某
种秋?景象，一如郁达夫在《西溪的晴雨》中所
说：“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晓得芦花
总还没有白……”

有说法称，?海人对大闸蟹的钟情是近代
以来的事了，这其实并不确切。从历史文献中
可见，现今?海及周边地区长久以来就盛产蟹
类，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捕捉蟹、吃蟹。而为
大家津津乐道的大闸蟹的“闸”字也与?海有
着密切关联。

江南水道纵横，河田密布，先民们很早就掌
握了捕捞水产品的技术， 其中就有一种名为
“簖”的工具。簖是从“滬”演变而来的，是一种靠
阻断鱼蟹退路捕鱼的渔具。史料记载，古时，吴
淞江水域的下游村落多有渔民， 普遍使用一种
叫作“滬”的竹制渔具，时至今?仍有使用。“滬”

的简写便是“沪”，?海的简称。记载中“以簖捕
蟹”的方法非常普遍。捕蟹季节，每逢夕阳西下，

捕蟹者便在湖中或港湾间， 以竹或芦苇筑起一
道道“蟹簖”，捕蟹者只要守住灯光，便能“一夫
当关”，手到擒来。而这一道道的“簖”也被形象
地俗称为“闸”，“大闸蟹”的称谓由此传开。

食蟹的历史很久远。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
了关于食蟹的记载。古人吃蟹是从“蟹胥”开始
的，它是一种腌制的蟹酱，也是历史资料中出
现最早的蟹名菜肴。如今对食蟹最为痴迷的无
疑是沪苏浙一带。而历史?以长江三角洲为核
心的江南地区也是河蟹最著名的产地。

上海人吃哪种蟹

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历史?蟹的产地遍
布大江南北。在唐代，除华北沧州等地以产蟹
著称外， 南方出名的产蟹之地还有江陵、扬
州、宣城等地。高似孙《蟹略·蟹品》记载各地
名品有洛蟹、吴蟹、越蟹、楚蟹、淮蟹、江蟹、湖
蟹、溪蟹、潭蟹、渚蟹、泖蟹、水中蟹、石蟹等。其
中现今?海及周边地区所产蟹类主要为吴蟹
和泖蟹。

由于需求量大， 以及各地饮食习惯的差

异，蟹类的贩卖与运输也是早已有之。唐代时
期，吴越一带捕捞业十分发达，鱼蟹消费颇为
普遍，贩鱼贩蟹的商业活动十分兴旺。在没有
冷藏保鲜技术的一千多年前，完成如此大规模
的生鲜运输，难以想象。从一些史料记载中可
以看出，螃蟹的买卖到唐宋时期已形成相当的
规模，不只是捕蟹者“篾篓挑将水边货”，而且
中间商和贩卖运作都很成熟。

元代以后，苏州渐成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
一，当地螃蟹也声名鹊起，但不是阳澄湖蟹，而
是太湖蟹。高德基《平江记事》中载文：“吴中蟹
味甚佳，而太湖之种差大，壳亦脆软，世称湖蟹
第一。”即便到清代，《随园食单补正》还推举淮
河流域出产的淮蟹为?佳。在杭州出名的则是
“嘉兴南湖大蟹”，就像现在很多螃蟹冒称是阳
澄湖所产一样，当时杭州卖的蟹都自称产自嘉
兴南湖。

如今，供应?海市场的阳澄湖大闸蟹和崇
明清水蟹，其名声逐渐盖过之前盛行于苏州的
太湖蟹、 杭州的嘉兴南湖大蟹和天津的胜芳
蟹。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有诗云：“不是阳澄
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苏州。”可想那时的阳澄湖
大闸蟹已名噪一时。 因为?海人爱吃阳澄湖
蟹，所以在?本，大闸蟹也被俗称为“?海蟹”。

吃蟹吃出新闻来

《申报》创刊于 1872 年，是近代?海发行时
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其内容包罗
万象，当然也不会缺少关于蟹的话题。

1877年 10月 16?的一篇“食蟹为患”的小
文，寥寥几十字，透露出的信息量却不少。由当时
的文章可见，正是食蟹季节，食客纷至沓来。可是
也有不少人，因食蟹而引起腹泻，甚至导致更严
重的后果。文中并无表述具体缘由，但这类情况
现在依旧时有耳闻，可能是食材不洁、烹饪问题，

也可能是中医所讲的“蟹属寒性”。《申报》的一篇
文章记载：一位家住老城厢的“洋行白领”，食蟹
后又食柿子，发冷肚痛，而后医治无效身亡。

除了这类博人眼球的社会新闻，《申报》?还有
大量蟹品、食蟹的生动记载。如一篇 1923年 10月
26?的“记苏州之蟹”，其中列举了苏州产蟹的品
种、烹煮的方法、捕蟹的工具和手段等，甚至还提及
了现今?海人非常熟悉的“六月黄”，可谓详尽。

近百年以来的这些报道， 其中有一些比较
有趣的细节。 当时称 “洋澄湖大蟹”“阳澄湖大
蟹”皆有，但“洋澄湖”为多，另有称“羊肠河”或
“羊肠”者，不知是何缘由。《申报》中“大闸蟹”的

提法最早见于 20世纪早期，而“阳澄湖大蟹”大
约在 20世纪 20年代前后开始多见。在相关内容
中，还可看到不少现今耳熟能详的老字号与蟹的
密切关联。

1930年 11月 16?《申报》一则名为“蟹船被
匪抢劫”的社会新闻，可见当时?海地区的蟹品
还曾经远销苏州，而螃蟹作为重要货物，时常为
盗贼觊觎。

上海成为重要的大闸蟹市场

20世纪 50年代之后，?海地区对蟹的需求
量依然稳定可观。而市郊地区也继承传统方法捕
蟹。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由于河道治理，堵汊、

促淤围垦以及水质变化等原因，野生的蟹类数量
和质量逐步下降。1994年出版的 《嘉定县畜牧水
产局志》中记载：“蟹，出在杨泾的最好。当地人
说，湖水和潮水交汇之处出产的较肥。现在杨泾
逐渐淤塞，蟹也较以前稍差。”

20世纪 60年代末期，青浦、南汇地区开始尝
试人工放流蟹苗养殖。20世纪 80年代开始又尝
试池塘养殖。1984年， 市水产所等进行长江口河
蟹及蟹苗资源变动的原因及分析应用研究。1985

年在奉贤县建造河蟹人工繁殖场。1986年， 市水
产推广站开展鱼蟹混养研究， 于 1988年总结出
一套较完整的实用技术工? 《鱼蟹混养技术规
范》。1989年，市水产所进行中华绒螯蟹养殖系列
化的技术研究；水产大学完成蟹种和成蟹培育技
术（蟹种培育部分）的研究。从 2007年开始，?海
海洋大学每年都举办河蟹大赛， 以促进产业发
展。每年的河蟹大赛都会评出“蟹王”和“蟹后”。

目前， ?海本地成品大闸蟹养殖面积约 1.5

万亩， 年养殖成品大闸蟹约 1500吨、 蟹种蟹苗
8000余吨，主要集中在崇明、松江、青浦、宝山、金
山、浦东、奉贤 7 个区，其中崇明区养殖面积最
大，每年产量约占全市总产量八成。?海年消费
大闸蟹约 5万至 6万吨，已是全国最重要的大闸
蟹市场。

而以?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近现代
以来，商贾云集，随着交通物流的极大便利，通过
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大闸蟹被运往全国各地
及世界各国，其运输之繁，规模之大，保鲜之好，

交易之畅，为历史之高峰。

（作者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钱塘江，古称“折江”或“之江”。后来，人们
在曲折的“折”字左边加三点水，成了“浙江”，

表示曲折变化的意思，浙江省的省名也来源于
此。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也是古代吴
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而提到钱塘江，人
们一定会提起钱塘江大潮。

汹涌壮观的钱塘潮，历来被誉为“天下第
一潮”。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是著名的“钱塘看
潮” 时节， 尤其是农历八月十八的最大潮涌。

“海神东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这是李
白在《横江词》中对钱塘江大潮的描绘。究竟是
什么原因成就了“天下第一潮”？

钱塘江最大潮需要同时满足天文、地理的
诸多条件才能形成。这里的“潮”指的是海洋潮
汐，即海水在天体引潮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周期
波动现象。具体表现为垂直方向的潮位升降和
水平方向的潮流进退。因为天体相对于地球的
运动具有周期性，所以潮汐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这也是钱塘江大潮有固定
的最佳观潮时间的缘故。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月球、太阳和地球处
在同一条直线上，两者的作用相叠加，潮汐就
最强。于是有每个月的朔、望两次大潮，而且，

每年的春分、秋分时节，太阳的运行轨迹恰与
地球的赤道相交，又产生春、秋两次大潮。一天
中两个潮的强弱也有差别。一般来说，春分到
秋分期间，夜潮比日潮大；秋分到春分期间，则
日潮大。

当然，仅仅是潮汐作用还不足以成就“天
下第一潮”的美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是
不可或缺的条件。杭州湾是一个典型的喇叭形
的河口湾，湾口宽 100 公里，而向上游急剧收
缩到只有 2公里至 3公里宽，突然缩小的河床
容量导致大量潮水被迫涌入狭浅的河道，潮头
受到阻碍无法行进， 而后面的潮水又急速推
进，迫使潮头陡立，发生破碎，进而发出轰鸣声
响，最终呈现出惊险而壮观的阵势。

与此同时，江口有巨大的拦门沙坎，潮水
涌进后遇到强大阻力， 潮头只能顺势上涨。前
浪遭遏，后浪又上，波推波，浪迭浪，潮水呼啸
奔腾，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再加上夏秋季节，

沿海一带盛行东南季风，风向与潮水方向大体
一致，助长了潮势，蔚为大观的钱塘江大潮也
就呈现在我们眼前。其中八堡、盐官、老盐仓、

美女山坝等，都是著名的观潮地点。

千百年来， 钱塘江以其奇特卓绝的江潮，

让众多看客为之倾倒。观潮应选择安全区域和
地段，注意警示标志，不要越过防护栏到河滩、

丁字坝、码头缺口等危险地带。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现今上海及周边地区所产蟹类主要为吴蟹和泖蟹。 视觉中国 供图

周恩来返回延安

对这个阶段的谈判，周恩来后来做
了这样的分析：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
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
欺骗。 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
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
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
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
课。

周恩来在重庆、南京进行的历时一
年多的谈判结束了。11月 16?下午，他
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告别性的记者招
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
正声明》，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
大”最后破坏了召开政协以来的一切决
议和停战协定以及整军方案，隔断了和
平商谈的道路，表示中共“愿同中国人
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
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他还是
穿着在政协开会时所穿的那套黑呢中
山装，还是那样目光炯炯、彬彬有礼。会
?还散发了书面声明，严正谴责国民党
一党召开的“国大”是违反政协决议和
全国民意的，中共决不承认。接着，周恩
来便开始回答记者们的提问。

一个记者问到延安的军事情况。周
恩来详细地叙述了这方面的形势，接着
就指着墙? 《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形势
图》中代表解放区边界的蓝线说：“我们
一直是在自己区域实行自卫。但假如政
府继续进攻，特别是进攻中共和解放区
的中心延安，那就逼得我们从蓝线里打
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

话题转到第三方面。有记者问：“青
年党参加‘国大’后，还能再称‘国大’为

一党包办的吗？” 周恩来气愤地回答：“一
党包办的性质并无改变，因为这一‘国大’

是以近千个十年前一党包办选出的旧代
表作基础的。政协时因为改组政府、宪草
修改原则等一切决议都成立了，而且政府
还保证在国大中通过由政协审议完成的
宪草，这样我们才做最大的让步，承认这
些旧代表。但是现在政协各项决议一条也
没有实行，而‘国大’却仍以旧代表为基
础。其次，这一‘国大’的召开不是经各党
派协议的，而是一党召开了之后，再请其
他党派参加的。青年党的参加，也是单独
和政府交涉的。”

有一个记者问：“假如‘国大’通过对
中共下讨伐令，中共将何以自处？”

周恩来笑笑说：“那有什么不同呢？早
就在打了。我们在南京的人早就准备坐监
狱的。” 他很有信心地说：“抗战前十年内
战，抗战中八年摩擦，胜利后一年纠纷，都
经历过了。再二十年还是如此，我们还是
要为人民服务。只要不背叛人民，依靠人
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一定有出路的。”

他平静下来，温和地对发问者说：“假如你
是替我们担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要
紧的。”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问：“国共分裂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如
何？”

答：“百年来，中国的革命都是为了独
立和民主。这个阶段是不能超越的。我也
是生长在城市里的， 但自从进入农村后，

认识了农民力量的伟大。中国的工业化是
不能建筑在沙滩?的，必须依靠农业的发
展，农村的解放。”

问：“战争的前途如何？”

答：“可以假定两种前途：一、国民党
军多占城市就须多付代价。过去已经损失
了三十五个旅，占的城是空的。我们的主
力未受损失。渐渐地，他的损失达到或超
过总兵力的二分之一时，占的城市和交通
线就保不住。那时逼得他考虑新问题。二、

国民党一面占领许多地方，一面又消灭了
我们主力，那就叫作胜利。但我可以肯定
地说，这种胜利他是永远得不到的。”

问：“假如国际干涉，中共采取什么态
度？”

答：“如果是武装干涉， 不论来自何
方，我们一概反对。如果善意调解，我们都
愿考虑。”

周恩来公开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
方面召开“国大”，关闭谈判的大门，中共

代表团将于两三天内撤回延安， 但南京、

?海两办事处仍将保留，由董必武、钱之
光主持。

记者们提的问题什么都有。周恩来一
直站着侃侃而谈。他有时语调激昂，有时
冷静分析，有时诚恳解释。散会后，记者们
围着他，请他签名题字。他题道：“为真民
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

17?中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
梅园新村宴请民盟领导人， 并摄影留念。

当天晚?，他给正在?海的郭沫若夫妇写
了一封告别的信件。信中说：民盟经此一
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
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
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

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
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
营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
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

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弟等十九?
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请代向诸友致
意，并盼保重万千。

由于国民党不顾中共和全国人民的
反对，悍然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国共和谈之门被国民党一手关闭。伪宪法
通过后，中国共产党立即严正声明：蒋记
“国大”及其制定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
和无效。

19?，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

李维汉等 15人， 乘美军专机离开南京返
回延安。董必武、钱之光、吴玉章等继续在
南京、?海和重庆坚持工作。临行前，周恩
来满怀信心地向朋友们道别说：共产党一
定要回南京、?海，蒋介石已经完全撕毁
和谈的假面具，放手大打起来了。我们全
党、全军坚决以自卫战争来粉碎蒋介石的
进攻。

（二十一） 连 载

周恩来与
国共南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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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海契科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
5000 万元人民币减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特
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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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
5000 万元人民币减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特
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