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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华服

关于陈省身先生的点滴回忆
时俭益

明代是元代之后一个由汉
族建立的君主制朝代。人们从
历史角度都熟知，明太祖朱元
璋开国之初即下诏，禁穿胡服、
讲胡语、姓胡姓。尽管实际上
民族错居已使服装多元发展，
但有关服饰政令还是使明代服
饰制度集汉文化之大成，而且
由此使中国传统服装款式、色
彩、纹样、工艺有了完全定型并
影响深远的标识性特征。
明代官服的标识化主要体

现在补子上。补子即官服前胸
后背缝缀的特定图案。明沈德
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又文臣
章服，各以禽鸟定品级，此本朝
独创。”确实，各级文武官员上
至亲王、驸马都有补子，这是
明代之前从未有过的。有一
种说法是，品官衣服上绣纹源
于武则天，武则天曾赐过都
督、刺史等织纹袍，上绣飞禽
走兽。明代补子是文官为禽，
武官为兽。
明代官服经历过数次改

制，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
年）出现了区别官阶秩序的补
子。服制政令为：“公、侯、驸
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
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
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
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
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
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
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
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中国古人讲求文化底蕴，

这不仅体现在高层仕宦之中，连工匠也由于受
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浸润，因而在艺术创作
中表现出文化滋养的深厚与浓郁。仅以补子
图案来说，我们今天仔细观察也会大开眼界。
如文官补子中的动物，有的是现实世界的：丹
顶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鹭鸶、黄鹂、鹌鹑
等，但也有臆想或拼凑的动物，练雀的形状有
点像鸳鸯，又有点像孔雀，说不清是什么鸟。
法官兼文兼武，补子是獬豸，这更是神话中的
动物。《后汉书·舆服志》记：“獬豸，神羊，能别
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传说中，獬豸
独角，形状类羊类鹿，画出来的形象似神兽麒
麟，又似辟邪。说它能辨是非，见人争斗，即以
角抵邪佞，所以用它作为法官的补子图案。
武官补子上的动物，也是有真实的，如狮、

虎、豹等，只是熊虽属现实世界
中的动物，但五品补子上熊的样
子却不是真熊，根本看不出是牛

还是其他什么兽。犀牛补也是形
似黄牛或水牛，完全没有犀牛的样
儿。不是我们明代人不知道犀牛
形状，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上犀牛
已被塑造得活灵活现。这里或许
是不拘一格吧！海马形象更是大
胆想象。一匹陆地上的马飞跃在
波浪之上，既不是北极几吨的海
马，也不是日本海有育儿袋的几厘
米的海马，明代官服上的海马完全
是中国古人基于文化思维上的一
种联想。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认
为，补子就是一种文化符号，符号
具有标识作用就够了。

明代补子一直至清代还在沿
用，尽管清代官员穿的是对襟袍，
胸前补被分成两块再经系绊拼
成，但是补子仍被应用，其中形象
做了一些微调。清代文官一品补
为麒麟，麒麟补在明代公、侯、伯
等补子上已经出现。麒麟形象更
是神化了的动物。据现代人分
析，麒麟的原型是非洲的长颈鹿，
至今动物园介绍长颈鹿的牌子
上，日语读音基本就是“麒麟”。
古籍中说麒麟有角不触人，有蹄
不踢人，前腿长、后腿短，善跑、音
哑，日行千里，这确实就是长颈
鹿。当然，经过中国古人创作出
来的麒麟，有些像龙，有些像马，
还有些像狮，全身鳞片不是来自
鱼，而是长颈鹿皮毛上的斑纹错
觉。总之是神兽，仁兽，这里已然
全是文化的意味了。

明代服饰政令，不仅针对天子
百官，朱元璋在一道上谕中即说：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制礼以辨

贵贱，明等威。”强调“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
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因此，朝廷对于士
庶冠服也有严格规定。首先是服色，男女均不许
穿黄色，黄色是皇帝专用色，女子服饰颜色限制更
多，大红、鸦青都在限制之列。其次是服装质料工
艺，平民百姓不许用金绣、绫罗、锦绮、丝等高级织
物，只许用绸、绢、素纱。再便是对衣服尺寸的限
制，规定平民衣服的长度离地五寸，袖长要过手六
寸，袖管宽一尺，袖口宽五寸。年高有德的平民袖
子长度可比一般平民长，超过手的部分折回来要
离肘三寸……这些政令细之又细，包括庶人戴的
四方平定巾、农夫的斗笠以及靴鞋。

明代的服饰政令规定极细，内中一方面
突出的是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坚守，一方面是
对自周以来的服饰制度的遵循与完善。服装

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在民族复兴
和文化复兴的重任中有着相当
的分量。

陈省身先生一直是我所敬仰的前
辈数学大师。我的研究生导师曹锡华
教授曾是陈先生在民国时期创建中央
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时的学生和助教。
缘于这层关系，1985年，曹教授曾邀
请陈先生到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访
问。这是我得幸第一次面见陈先生。
不过那时我是数学界新兵，只是怀着
崇敬的心情远远地仰望着大师。其时
恰逢华东师大《数学教学》杂志发行30
周年庆典，陈先生亲题“廿一世纪数学
大国‘数学教学’三十周年之庆”以表
祝贺，其中“数学”两字用简体而“纪”
“国”两字用繁体。作为老一辈中国
人，陈先生一般习惯于使用繁体中文，
这里用了两个简体字大概是为与杂志
封面的简体标题相匹配。

1989年，我作为美国普林斯顿高
级研究院（简称IAS）的member在那
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某天我在
公共休息室用下午茶时遇到陈先生，他
应IAS的邀请来作学术报告。我向他
作自我介绍，他慈祥和蔼，表示对我的
工作已有所闻并知道我正在这里访问，
使我感到既意外又亲切，与他的心理距
离一下子拉近了。陈先生作学术报告
一开始说他1943年第一次到IAS做研
究时，台下的听众绝大多数都没出生，
我环视了报告厅里的听众，发现除了项
武忠教授外，包括P. Deligne在内的所

有人当时确实还没来到世上，大家很会
心地笑了。陈先生的报告内容既涉及
很深的数学，又披露他做数学的思想方
法，还穿插着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让听
者兴味盎然，受益匪浅。
1991年，陈先生再访华东师大数

学系时，用繁体字为数学馆亲笔题写
了“数学馆”铭牌，足见其对于华东师
大数学系的期望和厚爱。1995年，我
获得求是科技基金会首届杰出青年学
者奖，陈先生是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
团执行委员会五人组里唯一一位数学
专家，肯定是他推荐我获奖。我研究
代数群及其表示理论，也研究些代数
组合的问题，与陈先生所主攻的微分
几何领域相距有点远，他能知道我的
工作成果，可见其在数学领域涉猎面
之广，及关心扶植“文革”后国内新一
代数学人才成长的殷殷之心。华东师
大数学系里被他推荐先后于1997年
和1999年获得这个奖项的，还有研究
量子群代数群的王建磐和研究低维拓
扑的周青这两位教授。1998年，陈先

生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讲学，在图书馆
逸夫楼报告大厅作学术报告，专门介绍
Finsler几何。他从度量空间的黎曼曲
率讲到非黎曼曲率，讲到著名的希尔伯
特第4和第23问题，讲到Finsler几何
的难点和在发展现代度量几何及数学其
他分支中的广泛用途，陈先生当时虽年
事已高（87周岁），在演讲中广征博引、
语重心长地极力鼓励中青年数学家能知
难而上从事Finsler几何的研究，给在
座的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2年，陈先生给我写推荐信，使

我成为南开大学组合数学中心的特聘讲
座教授（2002年3月至2007年2月），那
期间我平均每年都有二三个月在该中心
工作，包括上课、学术交流、参加学术会
议和做数学研究，有较多机会见到陈先
生及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有好几次，
我见到陈先生坐着轮椅到南开数学所的
报告大厅听
学术报告，
其轮椅放在
报告大厅过

道的最前面，陈先生虽已年过九十，思维
仍很活跃，会提出很多富有启发性的问
题与作报告的人讨论，使大家共同受
益。2004年七八月间，南开大学组合数
学中心召开国际数学会议，请来不少国
际上著名的学者，如美国科学院院士R.
P. Stanley、G. E. Andrews，等等。由
于陈先生在国际数学界的崇高威望和极
佳人缘，由组合数学中心主任陈永川教
授组织，与会的国外学者和组合中心的
老师相约于8月1日下午一起到陈先生
住处去拜访和座谈，侯自新校长稍后也
赶来参加。大家在会客厅里边吃点心边
随意交谈，那些年逾花甲乃至年过古稀
的国外学者都以学界晚辈的姿态向陈先
生表示慰问和敬意，并请教各种问题，其
中包括请陈先生预测今后国际数学走向
这样的大问题。陈先生的回答既诙谐有
趣又留有余地，表现出极高的数学素养
和宽博视野。

4个月后的12月3日，陈先生以93
高龄驾鹤仙逝，那个下午在陈先生住处
会客厅里座谈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
永久记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学院

教授。）

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南开大学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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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奉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熊副
主任和胡景翼将军长孙胡畯命，前往西安
创作电视剧本《横山起义》。他们安顿我在
大唐西市附近住下，问我可曾来过西安。
我说30年前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时，曾
赴平凉、庆阳调研，那时需先乘火车到西
安，再转乘汽车去陇东。西安换乘时，陕西
省委宣传部安排我住在省委
干部招待所，那是一座精致的
三层老楼，名字怪怪的，好像
叫“止园”。熊主任拍拍我的
肩：“对咧！你再晚来两年就
住不进去咧！”“为啥？”胡畯先
生笑了：“你以为你住了个
啥？乖乖，那是杨虎城将军的
官邸！西安事变的策源地和
纪念馆！西安事变50周年时
就对外开放咧！”随着他俩的
讲述，我仿佛又回到了止园，
回到了那波谲云诡的历史光
影之中。

1935年底，党的瓦窑堡会
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策略方针后，止园即成为杨
虎城的秘密接待站和政策研
究室，通过与汪锋、王世英、王
炳南、南汉宸等人畅谈，深为
共产党人志谋民族复兴的磊
落胸襟折服，随即在这里达成
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协
议。很快，出于民族大义、爱
国赤诚，出于对中共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认同，张
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
军与红军三方确定：各守原
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
抗日做好准备，1936年上半年便实际停止
了敌对行动。正因有着如此坚实的基础，
张、杨于12月12日凌晨扣留蒋介石后，即
刻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
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
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周恩来飞抵西安后
力主和平解决，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团结抗日的诚意。

1978年，甘肃省话剧团曾创作演出了
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其中扮演周恩来
的郑世和在剧团人称“大和”，
1989年曾参演我编导的《边境
线上的搏杀》《旅游团中的侦探》
两部单本电视剧。知我是天津
知青后，便常在拍摄间隙同我聊
天，他说他也是天津人。我问他

甘肃话剧团为何要演陕西的事。他说团领导
和主创都是陕甘宁边区的老革命，对在舞台上
呈现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极负使命感，再者西
安事变也是西北革命史上的大事，整部话剧就
以毛主席的评价作为结尾：“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
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我问胡畯，您胡家跟杨家有
没有过交集。“开玩笑！有没有
交集？”胡畯用纯正的关中口音
说了一句令我大吃一惊的话，
“杨将军是我父亲的主婚人！”不
久，我便找来杨虎城长子杨拯民
的回忆录：“原靖国军总指挥、国
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公子胡
希仲结婚。当时胡景翼已过世。
父亲代表主婚人致辞。我虽为十
龄童，可与胡希仲是同辈人，也被
邀请参加宾客之列。”
读着杨拯民的回忆录，不禁

想起：“我15岁离津赴陇时，天津
的副市长就叫杨拯民，杨市长的
女儿杨祁还是我的中学同学呢！”
“对着咧!杨拯民有个儿子叫杨
瀚。为啥？那时，他是玉门石油
矿务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子女
都在那儿出生，所以就用瀚海戈
壁的‘瀚’和祁连山的‘祁’给孩
子取名。他可称得上新中国石
油工业第一代功臣咧！”胡畯又
讲了许多杨家父子的传奇故事，
“杨拯民15岁在北平读中学时
就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抗
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6岁到延
安当年就入了党，经过在抗大、

马列主义学院、俄语学习班学习，成为军事干
部。我六爷胡景铎和我父亲率部横山起义
后，编为一野四纵骑兵六师，杨拯民还给我六
爷当了一段副师长兼党组书记咧。后来彭德
怀要他去参与筹建空军，他却主动请缨，
1950年到了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基地玉门，一
直干到1958年。共产党为啥能成事？感召
力能有多大？从我胡家横山起义到杨将军几
代跟定共产党，就能看出来吗！”

胡畯的话又让我想起一件事。在甘肃省
委工作时曾到轻工厅调研，同计划处处长杨

拯美聊了大约半小时，最后才得
知她是杨虎城将军的女儿。便悄
悄问宣传处同志：“她是民主人
士？”回答像是吼出来的：“人家是
老革命！1948 年秘密加入共青
团，21岁就入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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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一湖，桃花源乡。尤敬五柳先生风骨，更拜千年田园诗
王。不须摧眉折腰，岂为五斗粮？功名利禄只如尘土样，品格铸就
道德文章。此时还有梦，却将我怀古心债偿。

南山宛在，却无菊花黄，荫如旧常，湖山几多牌坊，铭文尚存，
陋室建华堂。却有几朵桃花，兀自枝上，细观原来绢纺，有游人照
相，无人知，假花不如真花香。

恍惚又梦，陶令笑指秦街，往来已无鸿儒，白丁驾车马喧扬，处
处孔方孔方！

私惆怅，且彷徨，莫知何往。陶公示我，山下酒肆唱二黄。

在好莱坞有这样一种说法，“70
后”都是看着约翰·休斯的青春片长大
的——《早餐俱乐部》《蜘蛛侠：英雄归
来》《神奇女侠1984》，这三部影片是
他的导演代表作。

当下许多电影如《死侍》《大黄蜂》
中都有致敬休斯电影的桥段，而休斯
本人更是影响了许多年轻的电影人，
比如《布达佩斯大饭店》导演韦斯·安
德森就曾说过：“如果不是看了约翰·
休斯的喜剧片，我可能就不会爱上电
影。”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如此影响力
的电影人，他一生却没有得到任何电
影节的青睐，去世后才等到奥斯卡的
致敬。本周，我们就通过约翰·休斯
1987年的代表作《一路顺疯》来认识
这位明珠蒙尘的电影人。

2020年8月，有新闻报道称，好
莱坞影星威尔·史密斯将与喜剧明星
凯文·哈特联手主演新版《一路顺疯》，

这部34年前的作品，到
今天仍能被翻拍，证明
了约翰·休斯出色的导
演编剧能力，可是在当
年，休斯却没有获得应
有的褒奖。
即使是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正处于创作最高峰的休斯，
所编剧的影片《小鬼当家》，也只获得
了第 48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影
片提名，惜败于《楚门的世界》导演彼
得·威尔的爱情喜剧《绿卡》。《小鬼当
家》还得过两次奥斯卡的提名，但也都
是音乐类奖项。

直到2009年，59岁的约翰·休斯在
纽约公园与家人散步时，因突发心脏病
而离世。这时候，奥斯卡评委会成员们
才意识到，他们遗忘了一位如此天才的
电影人。于是，第二年的第82届奥斯卡
颁奖礼上，主办方专门修改了向已逝电
影人致敬的环节，邀请到休斯的家人，和
包括《小鬼当家》的主演麦考利·卡尔金
在内的七位曾出演过休斯电影的演员，
一同缅怀了已逝的约翰·休斯，但可惜的
是，他再也不能亲眼看到了。

约翰·休斯被好莱坞遗忘，并不是
件偶然的事情。长在芝加哥的他性格
直率，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年轻时
为了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约翰·休斯
把家搬到了洛杉矶，试着打入好莱坞社
交圈，但因为他并不擅长社交而屡屡碰
壁。他不喜欢好莱坞的纸醉金迷，也不

善于和好莱坞工业的繁琐流程打交道；
他只和剪辑师与剧组的核心成员维持
小范围友谊。
约翰·休斯最令业界钦佩的，就是他

的创作能力，而这一点在《一路顺疯》的
第一场戏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路
顺疯》成功的因素不仅因为导演，还因为
两位主演史蒂夫·马丁和约翰·坎迪在片
中的精彩表现。在出演本片之前，二人
都是小有名气的喜剧明星。1979年，史
蒂夫·马丁参与编剧并出演的电影《愚笨

的人》仅用了500万美元的预算，收获了
4000万美元的票房。而约翰·坎迪更是
曾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争喜剧电影
《1941》中有着亮眼表现。当约翰·休斯
知道制片方派拉蒙请来了这两位后，更
加坚定了他执导这部影片的决心。

在本片的拍摄过程中，原本在好莱
坞没什么朋友的约翰·休斯还与约翰·
坎迪成为了铁哥们儿。同样喜欢冰
球、农场生活并且热爱家庭的两个男
人，在《一路顺疯》的首次合作后，又联
手创作了包括《巴克叔叔》《小鬼当家》
在内的五部影片。而在生活中，两人
的家庭也都亲如一家，常常聚在坎迪
家的农场里一起过节。
遗憾的是，他们的友谊仅维持了短

短的7年；1994年，约翰·坎迪因心脏
病，在拍摄电影《恶夜骇客》时离世；休斯
听闻后震惊不已。两人的朋友曾说，如
果坎迪没有去世得这么早，也许休斯的
电影作品会比现在多得多。就让我们一
起走进《一路顺疯》，看好莱坞遗珠约翰·
休斯与挚友约翰·坎迪，如何在这部影片
中展现他们各自的才华。

5月 29日 22:06 CCTV—6电影
频道与您相约《一路顺疯》，5月30日
15:07“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一路顺疯》：
笑中有泪的旅行冒险记

曹宇田

夏日游桃花源谒陶渊明公

马寒松 ●

有心寻得“赛狸猫”
焦裕禄还介绍了韩村等先进典

型，恳切说道：“道路在于人走，经验
在于总结，士气在于鼓舞。我请求
你们这些秀才，在兰考这个落后地
区，多报道些积极因素和先进典型，
鼓舞群众的士气，振作一下群众的
精神！”
焦裕禄捧出心来的一番话，令刘

问世怦然心动。根据焦裕禄的讲述，
他让刘俊生做向导，亲赴城关、仪封等
地采访，之后分工记者邓质刚、薛庆安
及刘俊生写综合消息和通讯，自己围
绕“兰考新道路”撰写社论。几个人奋
战数昼夜，拿出了综合消息和反映韩
村精神的长篇通讯，刘总编写的《奋发
图强 自力更生 抗灾自救》的社论也
大功告成。这组重磅报道在《河南日
报》一版刊发后，像久旱后下了一场透
雨，使焦渴的兰考焕发了生机。
云帆高悬，东风浩荡。焦裕禄在

全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激情宣示：“兰考
逃荒要饭的旧道路封闭了，抗灾自救
的新道路开辟了。省委领导给我们拨
灯指路，《河南日报》为我们鸣锣开道，
省委和地委领导机关为我们摇旗呐
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躺倒不干！？县
委已经向上级党委表态啦，决心领导
全县人民大干、苦干三五年，改变兰考
面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1963年春上的一天，焦裕禄和

李中修骑自行车到红庙公社土山寨
村，进村前看到一群愁眉苦脸的乡
亲，抱着头蹲在地里不吭声。焦裕
禄不知道群众遇到了啥难事，急忙

下车上前询问。
生产队长一见焦裕禄，满腹委屈一股

脑儿向他倾吐：“焦书记，咱村的群众作大
难了，大白天老鼠就成群结队祸害地里的
玉米，下夹子放药都不顶事。这样下去，
今年的收成算是没指望了！”

焦裕禄听后替乡亲们着急，可一时也
苦无良策。他安慰大家只要想办法，总能
战胜鼠害，骑车默然前行。走不多远，发
现路边卧在地里的老汉，忽然全身跃起，
双手迅若疾风，眨眼工夫就从草丛中捉出
一只硕大的老鼠。

焦裕禄十分惊喜，上前一问，得知老
汉姓赵。不待他细问，早有“快嘴驴”小伙
嚷嚷道：“这老爷子，打小就有空手捉老鼠
的绝技，人称‘赛狸猫’。别说村里村外的
老鼠怕他，连猫都恨他！”
“猫为啥恨他？”焦裕禄眉峰一挑，兴

趣陡生。
“从猫嘴里夺食呗！”“快嘴驴”越说越

来劲：“前一阵子，老汉端了窝老鼠，美得
胡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可走到十字路
口，却给一群猫拦下了！那猫一个个龇牙
咧嘴，不住声地叫唤，恨不得生撕了你吞
下去！好汉架不住一群猫啊，老汉只好乖
乖交出战利品，一只猫给个大老鼠，那群
猫这才让道，甩着尾巴欢呼而去……”

二闺妞把铺子盘了
“二饽饽”就说，不如干脆把这

铺子盘出去，来个金蝉脱壳儿，一
走了之，这样还能落几个钱，那些
人再想找你的麻烦也就没处找
了。二闺妞一想也对，现在这铺子
别说已经没意思了，就是有意思，
凭自己的本事也撑不起来，不如赶
紧找个买主儿甩出去。这点事儿二
闺妞还懂，生意场上叫“一脚儿踢”。
把这铺子一脚踢出去，也就省心了。
其实这铺子是个金饭碗，占的地界儿
好，天津人又爱吃嘎巴菜，只要经营
好了别说日进斗金，至少是个赚钱
的买卖儿。这些年，白家胡同有不
少人一直盯着这铺子。这次出事，
也是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为的就是
把二闺妞逼到绝路上，好让她把这铺
子出手。现在二闺妞在街上一放出
话，买主儿立刻就都找上门来。二闺
妞倒也有心路，知道自己是个女流，
担心让人坑了，索性就让“二饽饽”替
自己出头。有想盘这铺子的，就支到
“二饽饽”那儿去谈。“二饽饽”已经
是个老江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
海漂来的木了鱼儿，闯荡江湖老梆
（帮）子”，买卖上的事也就比黑还
黑，吃肉不光不吐骨头，连骨头渣子
都能嚼着咽了。打算盘这铺子的人
本以为能捡个“洋落儿”，但只跟“二
饽饽”谈两个来回儿就明白了，不是
这么回事。这一下这铺子也就成了
一个“鸡肋”，不盘下来不甘心，可盘
下来，“二饽饽”开的价码儿又实在吓
人。最后还是针市街西头的老夏，一

狠心，一跺脚，咬牙把这铺子盘下来。
老夏一直在街上摊“煎饼果子”，盘下
这铺子，再添了豆腐脑儿和豆浆，正好
儿凑一套，天津人早晨最爱吃的这点儿
东西也就齐了。
“二饽饽”帮着把这铺子盘出去，也

就带着二闺妞住进日租界的福岛街。
“二饽饽”后来就不在东马路说相

声了，又去了南市的一个茶馆园子。过
去说一场相声，也就仨瓜俩枣儿。可后
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咸鱼翻身，走了
“狗屎运”。一天晚上，他说完了相声回
到后台，刚换了衣裳要走，管事儿的过
来把他叫住了，说外面有人找。一会儿
进来两个人，都穿着制服，看意思是混
官面儿的。“混官面儿”是天津人的说法
儿，指的是在政府的哪个部门儿混事儿
的。其中一个留背头的先上下看看“二
饽饽”，说，看来你是个角儿。“二饽饽”
是吃张口儿饭的，懂得深浅，赶紧说，不
敢不敢，只是混口饭吃。
这留背头的又问，唱玩意儿的这行

里，你都熟吗？
背头说的“玩意儿”，是指相声大鼓

一类的曲艺。
“二饽饽”以为这个背头要找堂会，

赶紧说，都熟，人我都熟。

74 40 中西合璧
卡尔小姐不及郎世宁之处，也正

是她的绘画手法未能及时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她牢骚满腹：“我失去了
当初炽热的激情，内心充满了烦恼和
抵触情绪，好不容易才安下心来，硬
着头皮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画家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能够画出上
乘之作吗？

郎世宁反复试验为黄种人画像的
恰当方法，针对中国人的肤色他调配
出了不同色调的暖色，诸如褐色、赭
石、土红等，用来加深鼻翼下端、双唇
轮廓、下巴、颈项等的用色，让五官既
显得色泽统一又立体清晰。这样，就
不会出现慈禧太后所谓“一半黑一半
白”之误解了。他尝试创新的这些画
法，接近中国画，但仍然保持了欧洲的
绘画风格。特别是色彩的运用上既绚
丽浓重又典雅大方，颇具欧洲情调。
这些画有别于中国的本土画，在当时
是很新潮的，得到了帝王们的认可与
赞赏。亲王们也请他去作画，他成了
各大王府的常客。这个现象说明，当
时在清朝贵族圈子里，玩赏欧洲艺术
品和绘画已经形成了一种时尚。

传统画派的国画家肯定不同意笔
者的观点，他们会说西画和国画是平
行发展的两个不同的美术体系，没有
可比性。宋代欧阳修说：“古
画画意不画形。”不过，“写意”
似乎更多的指山水画或水墨
花卉什么的，应该承认中国画
在画人物肖像、动物、建筑等
方面是弱项。主要原因是画

人物、动作需要以解剖学、素描基础为依
据，画建筑还是应该运用“焦点透视”更符
合透视学、几何学原理。故宫藏画中有一
幅《咸丰皇帝便装像》，看来这位宫廷画师
完全不懂身体比例、骨骼结构的概念，皇
上的头过大，脸过长，双手小得如同孩儿，
一双小靴子也煞是可笑。皇上的双肩又
窄又软，跷脚而坐的下肢也短小瘦弱，看
上去简直就是一个侏儒！奇怪的是，宫廷
画师画出这等水平的“圣像”来，皇上本人
也不生气。此画能够作为珍品保留下来，
说明当时的人们谁都不懂人体结构知识。
清宫肖像藏品，除了郎世宁能把各位

皇帝、后妃的面容画出区别来，几乎所有
的画像都一模一样！反正一般画师没见
过皇后嫔妃，人死了再画像也无人认真推
敲画得像不像。郎世宁所绘《纯惠皇贵妃
朝服像》显然是贵妃生前的写真像，人物
的脸型眉眼特征鲜明，美目顾盼有神，皮
肤娇嫩秀美，朱唇未启隐隐含笑。她的衣
裙闪着锦缎和刺绣的丝质光泽，她的凤冠

金碧烁烁珠光宝气，好一位雍容
华贵栩栩如生的贵妇人！难怪康
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喜欢让
郎世宁画像，犹如大唐之海纳百
川，大清朝能够接受舶来艺术，那
也是盛世之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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