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休墓壁画乐舞图———胡旋舞。 CNSPHOTO提供

王中亚

外来妹， 一般指的是改革开放

之后， 从边远地区来到东南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打工的年轻女子。 她们

大多在农村长大，学历不高，主要从

事比较低端的体力劳动。其实，外来

妹古已有之， 最有名的就是盛唐时

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长安从事卖

酒、侑酒服务的西域少女，当时人们

称之为“胡姬”。

胡姬最活跃的时期为盛唐。 自

西汉时期开拓的陆上丝绸之路到了

唐朝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

兴旺。 据《唐大诏令集》记载，“伊吾

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

绝”，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由此可

见一斑。唐朝诗人张祜在《大唐圣功

诗》中也说，“甲子上即位，南郊赦宪

瀛。八蛮与四夷，朝贡路交争。”晚唐

诗人王贞白的《长安道》中则说：“晓

鼓人已行， 暮鼓人未息。 梯航万国

来，争先贡金帛。”而大诗人杜甫“崆

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的

诗句更是写出了大唐盛世丝绸之路

的空前盛况。

在这条万里迢迢的陆上丝绸之

路上，不仅许多国家的君主、使臣纷

至沓来，朝拜臣服，还有众多的外国

学者、医生、僧侣来到大唐进行文化

交流， 更有大批的西域客商涌入长

安寻找商机、开展贸易。 因此，在丝

绸之路上流动的不仅是丰富的文化

资源，还有大量的货物资金。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来自西域的

的高鼻美目、能歌善舞的“胡姬”。

开放的唐朝

掀起外来少女打工潮

“胡姬”一词始见于《左传·哀公

六年》，“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但

是当时胡姬的身份并不是酒店的打

工妹。 胡姬成为酒店打工妹的形象

始见于汉代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

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

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

耳后大秦珠。 ”从此以后，许多城市

的酒店中都出现了她们的身影。 南

朝陈著名诗人徐陵的《乌栖曲》诗中

曾说：“卓女红妆期此夜， 胡姬酤酒

谁论价。 ”后来的宋词、明诗都有这

方面的描写， 例如北宋著名词人周

邦彦的《迎春乐》词中说“解春衣，贳

酒城南陌，频醉卧、胡姬侧。”明朝学

者李攀龙在《送卢生还吴》 诗中也

说：“辗然一笑别我去， 春花落尽胡

姬楼。 ”

虽然胡姬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小

有名气了， 但纵观历朝历代还是以

唐朝的胡姬最负盛名。

唐朝首都长安既是全国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世界各国

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商旅辐辏，万

方来朝。 而这些来自异国邻邦的人

群中， 西域的胡姬给人留下的印象

尤为鲜明生动， 她们所到之处无不

受到热烈的欢迎， 以至于赞美之声

不绝于耳。 当时生活在长安的大诗

人李白就曾多次写诗赞美胡姬，表

达自己的欢喜之情。 比如，他在《少

年行》中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

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

胡姬酒肆中。”再如，他在《送裴十八

图南归嵩山》写道：“何处可为别，长

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 延客醉金

樽。”又在《白鼻騧》中赞叹：“银鞍白

鼻騧， 绿地障泥锦。 细雨春风花落

时，挥鞭且就胡姬饮。 ”

和李白一样喜欢饮酒的唐朝诗

人为数不少， 比如著名边塞诗人岑

参，他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

居因呈太原郝主簿》 中说，“夜眠旅

舍雨， 晓辞春城鸦。 送君系马青门

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他在《青门

歌送东台张判官》中也写道，“青

门金锁平旦开， 城头日出使车

回。 青门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

几人别。 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

官树灞陵东。 花扑征衣看似绣，云

随去马色疑骢。胡姬酒垆日未午，丝

绳玉缸酒如乳。”想见，李白、岑参都

是胡姬的常客。

当然， 喜欢胡姬侍酒的并不只

有李白、岑参两位诗人，诸如王维、

元稹、 温庭筠这些唐朝著名诗人都

曾经有过在胡姬酒店把酒临风、欣

赏歌舞的经历。王维在《过崔驸马山

池》 中说，“画楼吹笛妓， 金碗酒家

胡。”元稹在《赠崔元儒》中也说，“最

爱轻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 ”

诗中所说的“酒家胡” 即胡姬的别

称。温庭筠在《赠袁司录》中曾说“金

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闲留洛客吹。 ”

还有章孝标《少年行》中的“落日胡

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贺朝

《赠酒店胡姬》中的“胡姬春酒店，弦

管夜锵锵”等诗句，从中可以看到当

时人们喜欢聚集在胡姬酒店听歌看

舞、饮酒作乐已经形成社会风尚。

当时，京都长安人口上百万，商

业繁荣、酒店林立，为吸引顾客，展

示异域风情， 不论是规模较小的酒

馆，还是规模较大的酒楼；不论是唐

人开的酒肆，还是外商开的酒店，大

都聘用年轻貌美的胡姬卖酒、侍酒。

这些胡姬在卖酒、侍酒的同时，伴以

西域风情的歌舞表演， 大大激发了

顾客的兴致。 许多顾客不仅频频光

顾，而且流连忘返，甚至通宵达旦。

因此拥有胡姬服务的酒店生意十分

兴隆。 这样导致了长安众多的酒店

对胡姬的需求量大幅增加， 从而引

发了西域少女子沿着丝绸之路前来

长安酒店的打工潮。

在这些前来长安酒店打工的西

域少女之中， 许多都是十四五岁的

青春少女。 她们不远千里来到长安

打工，在酒店当垆卖酒、陪席侍饮、

歌舞助兴， 有时难免思念自己的家

乡和亲人，唐朝著名诗人李贺在《龙

夜吟》 中就描写了胡姬少女的思乡

之情：“卷发胡儿眼睛绿， 高楼夜静

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

望乡哭。 ”

这些西域少女举止间的异国风

情、 高超的歌舞技巧和热情如火的

笑脸， 令那些前来聚宴饮酒的客人

为之倾倒。 这无疑是大唐王朝近三

百年间酒店生意兴隆的一个重要原

因。

如花的胡姬

带来西域最炫民族风

在当时的京都长安， 胡姬酒店

主要集中在东市、 西市和春明门至

曲江池一带，尤其是城东的青绮门，

又称青门，更是酒店汇聚，顾客络绎

不绝。唐朝的酒店为了招揽顾客，利

用各种手段进行促销， 如酒旗招牌

的炫耀、美丽少女的当垆、大牌歌女

的侑酒、音乐歌舞的助兴等，其中最

有效的促销手段莫过于以西域音乐

歌舞来提高酒客的兴致。

唐朝胡姬酒店中的音乐歌舞气

氛相当浓烈，顾客举杯畅饮之际，美

貌如花的胡姬临场献技。 在欢快激

越的乐曲伴奏下， 胡姬热情奔放的

歌舞将顾客带入了飘飘欲仙的境

界。李白就曾经写下题为《前有一樽

酒行二首》 的乐府诗来描述自己在

胡姬酒店欣赏歌舞、 不醉不归的经

历：“琴奏龙门之绿桐， 玉壶美酒清

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

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

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这

些来自西域的胡姬雪明花艳， 活泼

开朗，能歌善舞，豪放洒脱，散发出

异域风情的魅力和热情浪漫的色

彩， 成为唐朝餐饮业最亮丽的一张

名片。

温庭筠在《敕勒歌塞北》中也描

述了西域羌儿和胡姬十分精湛、令

人惊叹的音乐歌舞技艺：“羌儿吹玉

管，胡姬踏锦花。 却笑江南客，梅落

不归家。”唐朝诗人章孝标对西域传

入长安的胡姬健舞“柘枝舞”尤为欣

赏。 他在《柘枝》诗中描绘道，“柘枝

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移步

锦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飖。亚身

踏节鸾形转，背面羞人凤影娇。 ”白

居易则对“柘枝舞” 描述得更加详

细。 他在《柘枝妓》一诗中写道：

“平铺一合锦筵开， 连击三声画

鼓催。 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

动柘枝来。 带垂钿胯花腰重，帽

转金铃雪面回 。 看即曲终留不

住，云飘雨送向阳台。”这种舞蹈舞

姿变化丰富，既刚健明快，又婀娜俏

丽， 还不时地伴有快速复杂的踏舞

和佩带的金铃发出清脆的响声，让

人叹为观止。

“柘枝舞”在长安广泛流传后，

出现了专门表演这种舞蹈的西域胡

姬， 并将原来的单人舞发展成双人

舞。 李白曾在《醉后赠王历阳》中写

道：“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

起龙虎，舞曲指云霄。 双歌二胡姬，

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

饶。 ” 在两名胡姬婀娜多姿的歌舞

中，李白与王历阳举杯对饮，竟然从

夜晚一直持续到风雪弥漫的清晨。

就这样， 西域胡姬以如花的美

貌挟着美酒、音乐、歌舞风靡了整个

长安， 让唐朝的酒客们纷纷拜倒在

她们的石榴裙下。然而，最让酒客们

惊艳的是一种名为“胡旋舞” 的歌

舞。 这种主要来自西域游牧民族的

歌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在跳舞时

须快速不停地旋转，故名“胡旋”。胡

旋女所穿为宽摆长裙，头戴饰品，长

袖摆，旋舞起来时，身如云飞雪飘。

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胡旋舞

者立毯上，旋转如风。 ”白居易曾创

作一首题为《胡旋女》的乐府诗，非

常细致地描绘了跳胡旋舞的西域美

女的舞蹈之美：“胡旋女，胡旋女，心

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

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

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

车轮缓旋风迟。 ”长安城里，一时胡

旋成风，成为当时最为流行、最为时

髦的舞蹈， 可谓是来自西域的最炫

民族风。

这些来自西域的美貌如花、热

情似火、舞技高超、大胆开放的胡姬

形象不同于汉文化观念中的美女形

象。 她们年轻貌美，素手皓腕，当街

揽客，满面春风，以舞侑酒，让人们

领略了西域美女的别样风情。 胡姬

酒店云集长安既体现了人们对胡姬

的喜欢之情， 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异

域文化的一种正面肯定。胡姬侍酒，

载歌载舞，不仅将聚会饮宴、把酒临

风变成一种温情雅致又充满浪漫情

调的文化行为，而且展现了“唐风胡

化”市井生活的主体色彩，让人看

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 富裕和繁

华。

胡风盛行

多元文化不断交流融合

胡姬，这些成群结队、络绎不绝

从丝绸之路走进大唐长安的西域外

来妹，不仅带来了当垆卖酒、揽客助

饮、音乐歌舞的热情服务，而且还带

来了饮食、服饰、妆容、宫室、射猎、

绘画等方面文化风尚。 盛唐时期的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

市，拥有近百万的人口和 80 多平方

公里的城区面积，城内商铺林立，百

业兴旺， 其中常住的异域人口有数

万之多，而最多的就是西域胡人。唐

朝著名诗人元稹曾写下《和李校书

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来描述当时

的中原胡化的情景：“自从胡骑起烟

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

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

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

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以“胡化”为

标志的开放气度和以“胡风”为美的

社会审美风尚， 形成了盛唐社会生

活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西域的各种文化竞相在长安流

行传播， 不仅上流社会以胡姬歌舞

为乐， 而且文人骚客对胡姬一往情

深， 即便是长安的老百姓也争先学

习胡人的歌舞和胡人的装扮， 甚至

学习胡人的生活习惯。 胡姬作为西

域生活和文化的使者， 毫无保留地

将西域文化传入中原大地， 促进了

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融合，逐

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正是这种东西方

文化的交流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血液。 国学大师陈寅恪

曾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 盖取

塞外野蛮精悍之血， 注入中原文化

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

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大唐

王朝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不仅重视

外来文化的引进， 而且对外来文化

的接受程度很高， 从而开创了多元

文化交流融合的大唐盛世。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考察一

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风情， 大都要把

饮食文化放在重要的地位。 考察唐

朝时期也不列外。 当时从西域到大

唐长安的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不仅有

貌美如花的胡姬， 而且还有充满异

域特征的胡食。据《旧唐书·舆服志》

记载，“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唐代

的胡食品种很多， 最有名的就是胡

饼。当时长安的胡饼摊点十分普遍，

一时闻名全国，白居易在《寄胡饼与

杨万州》 一诗中对长安的胡饼曾作

了生动具体的描述：“胡麻饼样学京

师，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

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胡饼表面往

往撒上芝麻，而芝麻当时称为“胡麻”，

因此胡麻饼也就是胡饼。在盛唐时期

胡饼不仅是普遍食用的食品， 而且

还是一种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

除了面脆油香的胡饼， 西域的

胡酒在长安名气也很大，经久不衰。

在长安城中的胡姬酒店一般都有西

域名酒出售，如高昌葡萄酒、波斯三

勒浆果酒，还有西域龙膏酒，俱为时

人称道。唐朝初年，高昌的马乳葡萄

及其酿酒法传入长安， 唐太宗李世

民亲自监制， 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

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

臣，京师始识其味”。 三勒浆的酿造

方法是唐朝从波斯引进的， 据中唐

学者李肇《唐国史补》 记载：“三勒

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

勒、毗梨勒、诃梨勒。”龙膏酒是一种

来自西域的养生酒， 唐朝学者苏鹗

《杜阳杂编》中说：“龙膏酒，黑如纯

漆，饮之令人神爽。” 因此很受人们

的欢迎。

大唐长安胡风氤氲的另一个重

要方面是胡服胡妆的盛行。 据

《新唐书·舆服志》 记载：“宫人从

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皇宫中

如此，民间也不甘落后。《旧唐书·舆

服志》就说，开元年间“士女皆竟衣

胡服。 ”胡服的基本特征是翻领、对

襟和窄袖，在衣服的领、袖、襟、缘等

部位，一般都缀有一道较宽的锦边。

《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初，贵族

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

摇钗，衿袖窄小。 ”盛唐女子喜好胡

服无疑是受到胡姬的影响， 有关资

料上就说， 当时胡旋舞女和柘枝舞

女的衣着都是双袖紧缠，帽佩金铃，

耳戴金环，盛唐女子群起仿效，称为

步摇。

唐朝胡风的盛行不仅反映了当

时的消费潮流和审美风尚， 而且体

现了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 正

是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 使大

唐王朝进入了经济繁荣发展的新时

代。

沿丝路走进大唐长安的外来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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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影

随着大家的理财意识越来越

高，基金作为一种灵活的理财工具

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 但同时，也

有一些投资者对基金的定位出现

了偏差，把购买基金看作一种“发

财方式”而非“投资手段”，希望通

过投资基金实现一夜暴富、财务自

由。 比如有些职场新人为了快速提

升自己的消费力，把为数不多的工

资全部押在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

上，这种赌博式的心态不仅不利于

财富的积累，还很有可能因为亏损

影响到正常生活。

《这样做，迈出投资第一步》是

兴全基金理财实验室为投资小白

准备的一本基金入门读物，读者可

以从中学习为什么买、 如何买、买

什么、什么时候买、规避哪些坑……

不过， 不管掌握多少技巧和知识，

保持理智是所有投资者必须要做

到的。

大家之所以会有基金可以实

现一夜暴富的想法， 主要是因为

2007 年、2015 年等大牛市的影响，

毕竟当时很多基金赚得盆满钵满，

很多人因此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可

能性。 2006 年全市场的股票型和混

合型基金年均收益率达到 113%，

业绩最好的基金收益率有 183%，最

差的也有 28%。 2007 年的数据就更

加惊人了，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年

均收益率为 119%， 业绩最好的达

到 226%，最差的也有 42%。 也就是

说，这两年投资者闭着眼睛买基金

都可以赚很多，还有很高的概率能

使资产翻倍。 这段疯狂的行情，使

得本来对基金比较谨慎的投资者

开始对基金青睐和追捧。

但问题是，这种让人心惊肉跳

的快牛行情你能遇到几次？ 即使真

的遇上，你能在最高点的时候意识

到那已经是山峰，但你能保证自己

在后续的暴跌前全身而退吗？ 上述

那些涨幅惊人的基金，在接下来的

2008 年平均跌了 50%。

“投资”和“发财”是有明显区

别的，投资有明确的目标，比如为

孩子攒教育经费、 为家人攒买房

钱、为自己储备养老金等，而发财

实际上是投机取巧，甚至拿自己的

全部资产去博取高收益；投资有特

定的收益需求和相应的风险承受

能力， 而对于想发财的人来说，收

益多多益善，风险也不在考虑范围

之内；投资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

事情，是凭借细水长流的积累来逐

渐靠近目标，而发财追求“一夜暴

富”， 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巨

大的财富，颇有拔苗助长的意味。

所以，回到投资的本质，我们

买基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真的

是一夜暴富吗？ 那也许该去买彩

票。 基金是一种理财投资工具、一

种资产配置方式，而实现资产的稳

健增值，预期管理非常重要。 作者

在书中多次提到，基金适合长期投

资， 不能过分在意短期的涨跌，不

要指望着今天买入，明天就开始赚

钱或者 1 个月内翻番，这种急功近

利的心态可能极大影响你的投资

结果。

本书理智地提醒读者，在健康

的金融市场上，你能获得的预期收

益与你所承担的风险是正相关的。

想要“一夜暴富”，意味着你必须先

承担巨大的风险， 如果运气好，你

真的能成为富翁；可是如果不够幸

运， 那你将被打击得遍体鳞伤，连

仅有的一点儿本金也片甲不留。 比

如《股票作手回忆录》的作者杰西·

利弗莫尔（1877—1940）是美国华

尔街著名的股票交易手，对数字非

常敏感，擅长短线交易，几乎是历

史上最有名的股票投资者，他喜欢

冒险， 会在交易中投入所有身家，

还另加杠杆，结果他的一生多次在

“亿万富翁”和“穷光蛋”之间切换。

即使这样一个优秀的交易选手，依

旧无法获得确定性的暴富机会，常

常被市场打回原形。

巴菲特的搭档芒格曾分析过

“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投资拼的

可不是一时爽快和意气用事，而是

需要遵循严格的纪律。 芒格在投资

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疏漏，甚至准

备了一份投资原则检查清单，其中

详细列了包括风险、独立、准备、配

置、严格分析、谦虚等诸多投资原

则，每个原则就像马赛克图案中的

每个单独的小块。 多年以前，芒格

来华期间就曾表示对股市中的赌

博行为深恶痛绝，“有的人沉溺于

赌博， 沉溺于急功近利赚快钱，把

股票看成赌场的筹码， 这非常糟

糕。 股票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企业，

不是赌场的筹码。 我们应该做投

资，投资企业，股票只是一个载体，

不应投机”。 毫无疑问，这位有个性

的老先生一直都在寻找的是定错

价格的赌注，而绝非一次掷硬币的

“投机取巧”的机会。

不管是股票投资还是基金投

资，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目标

收益和风险中平衡，如何在长期积

累中获得细水长流的收益。 不能抱

着侥幸心理甚至赌博心态去买基

金，“一夜暴富” 是不切实际的，还

可能让我们的基金投资面临很大

的风险。

书评

买基金能让你一夜暴富吗

书名：《这样做，迈出投资第一步》

作者：兴全基金理财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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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子的装饰已经吸收了不少外来元素。 CNSPHOTO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