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28
2021年10月21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吕志福 · 时讯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咸水沽镇津沽路35号） 邮政编码：300350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
之璧，无价之珍（1980 年美国的红学
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
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
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
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
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
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
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
像是忘了它！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
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
有第二例。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时并不重视此
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子吗？反面的
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
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在北
平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
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抄。

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然后，讲讲他的热情关切学术研究

和青年学子的事业。我也可以举出亲
历的事例。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
在太深了，就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
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
做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
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
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
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

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
的巨大工程，所以无人敢于承担；你如
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
资校订的版本）。

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
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
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
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

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
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
“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这也是他的
创例）。

后来赵万里先生主动介绍，引我到
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
会胡先生。事后他的信中除答我之话
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
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
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由这儿也就可以窥见我的历程：开
头发现《懋斋诗钞》是曹学，而由“甲
戌”、“有正”二本（加上后得的“庚辰
本”）才是进入红学的真开端。饮水思
源，岂有不念之理？人家批我是“胡适
派”，当时害怕，想讳言或否认，如今再
思，也够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高风。
诗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

“文似看（ｋāｎ）山不喜平”。平铺直
叙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但
我行文至此，真不知怎样才是“起伏顿
挫”、“跌宕生姿”了——这实在不是“梦
笔生花”的事情。

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分为两个阶
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
钞》内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
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
拙说之生年“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
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
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五年
（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
幸，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
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
——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
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
销了（仍主卒于壬午）。当时我少年“气
盛”，说话莽撞，但他并未介意，依然和
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
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
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
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
用紫色笔打了“×”，加了一句批语，将
稿寄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
可寻。 （待续）

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纪念胡适之先生

（54）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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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节，天似小
春，北京街头人头攒动，农民路旁售物
者不少，唯苦无一丝年味况景。人群中
一位清瘦的老人本想买个小红纸灯给
孙女儿带回去，可是没有，其时天气又
凛冽特甚，老人畏寒，便离了此地，去往
东四一行。

老人居京逢过年节殊甚乏味，每日
无处可去，故每天只游东四一地看破皮
衣为乐。彼时东四的旧衣柜台“门庭”
若市，无论什么都有抢的。工作服、手
套、胶鞋，形形色色，成堆地销，热闹非
常。至于裘类货源甚稀，每日不一定。
新上三二件羊毛的多，略有像样的一抢
而走，连在衣堆上停一下都不用，真是
畅销。老人路过寄卖店，信步入内一
瞧。正值“进货”上柜，售货员提一破皮
衣，价格不贵。老人疑其是狸猫皮，旁
边一顾客大言曰“狐腿”，老人方细看，
果然而且有头罩及皮袖子。尺寸又大，
正合他多年之心意，即“倒顺腿”，也是
大整腿。此物为何如此贱，不可解，只
不过穿得狼犺。有绽线及磨掉毛处，但
这无伤“大局”。老人便宜买下，高兴极
了。售货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位老
人即是大名鼎鼎的古典文学专家、红学
家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对于旧“皮猴儿”有特殊的
偏爱，盖因北方冬天极寒极冷，定制皮
衣觅工既难且贵，做出来还不一定是个
“东西”。而买旧的时有佳品，付钱即可
披上身顶用，别有一番享用之趣。以此
之故，不乏得意之实惠物。周汝昌不是
随随便便乱捡胡收，是看了很多，有了
比较鉴别，加上“良机”，才下决心的。
他自问有一点：凡看上的，必有其可取，
而无全“败”之例。并且有“奇迹”。
“皮猴儿”最要紧的是袖子放长些

许，脖子弄对了劲，扣眼好了，极严密舒
服，乃搪寒一大关键。此所以他取“皮
猴儿”也，大衣则远不及此。除非极寒
天，它还满顶一气。如今再想要猞狐，

莫说便宜的，有钱要贵的也没东西了。
看来是货源枯竭，而销售甚勇，不管什
么样的都很快有买主。成堆带垛的羊
皮裘，看的都发愁，心说这得哪辈子卖
掉。殊不知这一冬货架上已无复几件
余剩了，再到冬季恐怕东西更少了。此
情势是他新近觉察到的，过去百般货
色，故而挑肥拣瘦，今后不可再有那情
景了。谢济世从军九载塞外，详记各裘
皮，结论是羊皮最暖最便宜。近来始知
羊皮亦可爱玩未可轻视。他曾问朱老
家溍，朱老说老北京家常穿羊皮，“麦穗
子”很贵，需现洋几十元一袭，并不是稀
烂贱的劣物也。

周汝昌与年轻人的“哲学”极不
同。他是每次每件有其纪念性，欣赏
性，得一满足自喜自慰，有益身心，而并
无一丝“考究衣履”，弄上一件“高级逛
衣”自做“衣架”——那样能有多大享受
与自乐呢？所以人笑则任之，七嘴八舌
亦任之，反正得有点乐趣要紧。不然太
苦了。如买旧书，亦同此理。此中大有
学问与趣味。谁不知有一件够穿就是
了，顶多穿一冬之理。但一旦“入”了，
见便宜出奇之佳品便真动心不舍矣。
人之受病大都如此。又一原因，是无人
给料理做成收拾铺排，天一冷，就自己
早打主意，花钱买一件可立即上身的。
此为真起因。若买到一杂狐皮坎肩，这
一冬果然大得其力，不然就要“受制”。
此亦“自力更生”也。意外者，老伴儿被
他念叨的，居然动手给他收拾了一件皮
袄，她本非巧人，又根本没学过做过，也
难为她，胡乱对付，聊胜于外边觅工。
做这种细活，看活儿的进展，思之最有
味，别人安能解哉？他之所以爱“皮猴
儿”，只因脖子严，不必围巾帽子啰嗦。
然观老伴之工，实亦不简单，皮衣是不
好弄，仍然感谢她。不然没办法可想。

年轻人的哲学正相反，有人屡屡
“进言”，劝他把破烂儿都卖了，换了钱
买一件新狐筒。高级“面料”高级成衣

工。花上个千儿八百的，穿上这一件往
外一走，看着“笔挺”像个“人物”！他不
禁哈哈一笑，别人无法理解他。要他卖
这些破烂儿，殊不知他每件都有一番经
过一番心血一番幸遇欢喜——也即一
番很深的感情！对他说皆是宝物，如何
“卖”了？

每年冬天全因买的破“皮猴儿”挡
呛，使他能以方便冒寒散步。无形中身
体受了大益，他在宾馆“高级”地方只是
无福享受，把人“焖”在蒸笼里极难受。
别人却视为“享受”也。故一回家来才
得“捞本”，天天下午必转一遭，虽甚冷
亦不中断。如此反而精神抖擞，健步如
飞，心中也自觉高兴——然说回来此他
自有主张之结果也。过了瘾又受用了
它，以上是他唯一“消遣”，于精神有益
多多。不然有一百回也冻得感冒了。
反正他不抽烟喝酒，一个冤钱不花，买
点破皮衣又实用又“嗜好”了过瘾。其
实也只为出门、工作、脱换方便。若按
穷人老规矩“浑身打浑身”过一冬，真是
死捱死受困，毫无周旋伸缩之余地。就
是“这一身”死在身上，实在是受制也受
罪也，故必需渐谋改变才好。

此刻室内炉火也只极微温一点儿，
他最喜此境，火怕烤，只求勿冰冻已最
好。身上则披敝裘，此乃他之得意时
也。他仍天天到东四，万事都能上瘾。
他始买敝皮衣并非“乐事”，也是受制受怕
了，求人给弄弄难如登天，一拖数日不
动。他赌气才去买件现成的，当时能上
身顶呛耳。他别无可好，买敝裘方成了
消遣自娱之事。又有一义，即历年贫困
时为一件不对心的冬衣所制，一穿上它
那“德行”永远改不了，把人的外形生生地
叫一件倒霉的衣服管制住，硬不能“变形”
一丝毫，心久以为大别扭事。故如今能
拣点“破烂儿”，有氅有猴有半截有坎肩，
也有一二新式之物——如此可以天天换
一换形，打破了旧来受制之苦。

连日甚寒，他却坚持出门散步，衣
服极是重要，尤其需要脖领子围严了。
故他最喜“皮猴儿”之类极得力，不然安
能喜欢大冷天往外跑乎？过了瘾还收
了运动功夫，故自谓得计。寒夜写作没
有破皮衣作“工作服”如何能行乎？总
之他自觉嗜此是一百条有理也。正所
谓，寒夜力作有裘助，其享受为何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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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公馆是津南区历史上唯一有
文字记载的公馆。

陈家公馆坐落于葛沽镇西大街，
创建者名叫陈富元（1871-1940），字
子明，生于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
光绪末年任江西湖口县统税局局长，
后连续两任赣南道尹。离任后，举家
来津购宅定居。在葛沽的房产，位于
葛沽镇西大街，人称“陈家公馆”。

据陈富元的曾孙陈韵和介绍，陈家
公馆坐北朝南，前后有两个院落。所有
房屋都是穿鞋戴帽的构造，即用青砖或
青石做基础，泥坯做墙，青瓦做顶。
陈家为何会选择在葛沽镇建造“陈家

公馆”？据陈富元的孙子，现年81岁的陈
世谦介绍，当年陈富元从赣南道尹离任后，
举家到天津市区购宅定居。一次，当他到
号称“北国小江南”的葛沽镇游历时，发现
葛沽地处海河下游，是天津至大沽口的必
经之路，更是天津水陆交通枢纽及漕运的
集散中心。这里商贾云集、人流熙攘，文化
多元、文人荟萃，地域文化兼容并蓄、底蕴
深厚。于是陈富元决定落户葛沽，便先后
建造起陈家公馆，还开办了一家瓷器店。

陈富元之所以在葛沽镇经营瓷器
生意，也有一定缘由。陈世谦讲，陈家
祖辈酷爱瓷器，祖父陈富元自幼研习
绘画技艺，造诣很深。在江西任职10
年，他深受江西瓷器魅力吸引和熏陶，
对瓷器极其喜爱。在任职之余，师承
景德镇御窑厂画师，学习钻研制瓷技
艺。他将北方绘画技艺与景德镇制瓷
工艺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陈氏制瓷
（手绘）制作技艺。后来还成立了自己
的窑口——安福堂。

从陈富元留下来的瓷器可以看
出，陈氏技艺有别于景德镇的工匠制
瓷，具有文人画的诗、书、画、印风格，
有仿海派钱慧安画风的人物高仕雅集
题材瓷板画，有仿董源山水画风的四
耳描金罐，有仿任伯年花鸟画风四耳
描金罐，最具特点瓷板画像，更是结合
西式画法透视技法，笔触细腻。

陈氏制瓷制作技艺主要有三种。
一是釉上新彩，使用自配高温煅烧熟
料，经过多次研磨、绘画后高温烧制，花
色稳定且色彩艳丽、丰富、层次分明。
绘画技法上充分与西方油画创作技法
融合，使绘画人物更加细腻立体。二是
釉上粉彩，瓷板画中的釉上粉彩除使用
玻璃白打底外，还多使用玻璃白掺入彩
料中，使颜色形成浓淡强弱的变化，色
彩更加丰富。三是釉下青花，使用独家
配置青花钴料，成瓷后青花发色蓝度
隽永，配合高白泥瓷胎。

陈富元还把他任赣南道尹时跟随
部队打仗、筹划饷糈、接济给养的经历
写在了瓷器上：“溯自辛亥秋佐，秀山
节，帅师次汉阳鏖战，荆楚枕戈待旦闻
鸡起舞，大局甫定，旋又勦匪豫南，凡
筹画饷糈接济给养等事，咸以一身肩
之，正值军书旁之余，而南浔战衅起，
水陆奔驰，炎暑莫避，幸得犁庭扫穴划
尽萑苻，历岁六年余转战数千里，每念
及吾乡，父老昆弟不获一握手言欢，殊
为怏悒耳，兹谨就，经过历史略誌于
斯，以期与知音共作纪念云。丁巳秋
月，质臣姻兄大人雅鉴，姻愚弟子明陈
富元题于洪都。”辗转数千里的战争，
让他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所以亲自
画瓷赠予自己的姻兄以作纪念。

陈富元题于瓷板上的书法风神洒
荡、意韵十足、结体遒劲。离任以后，陈
富元陆续将安福堂烧制的瓷器运回葛
沽。至今让曾孙陈韵和印象深刻的还
有温酒的酒壶，真是薄如纸，晶莹剔透，
热水倒进去酒很快就温热了。厅里的
瓷瓶、瓷人、瓷蹲，餐桌上的瓷碗瓷盘，
卧室里的瓷枕，还有后院三间屋子里从
地上码到房顶的未开包的瓷器……

陈富元留给后代瓷器上的题字颇

有寓意，比如：“大富贤亦寿考绥福禄
宜子孙”“伯作宝鼎子孙永用”“寿命昌
宜侯王子孙”，寄托了对子孙深厚的期
望和满满的祝福。陈富元的三弟陈富
魁，人称陈三爷，当时在葛沽是有口皆
碑。1911年开始，葛沽又陆续建了西
茶棚、香斗茶棚、东中街茶棚三驾辇，
形成葛沽座乐会八辇两亭的格局。西
茶棚凤辇始建于1916年，陈家公馆作
为出资人之一，将其从江西景德镇烧
制的茶具全部捐赠给了西茶棚。

现在看来，过去的辉煌在先人眼
里也未必是辉煌，他们只是勤恳、努
力、真诚地做着应该做的事，正如瓷板
上文字记载的陈富元一段经历：“荆楚
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大局甫定，旋又勦

匪豫南，凡筹画饷糈接济给养等事，咸
以一身肩之，正值军书旁之余，而南浔
战衅起，水陆奔驰，炎暑莫避......”他也
把这种精神传与了他的后代，其二儿子
和三儿子相继毕业于黄埔军校，二儿子
陈翰书最后去了台湾，卸任于台北烟草
局局长，三儿子陈翰林战死在北伐大革
命中，其长孙陈世钦在武汉就读于黄埔
军校武汉分校，适逢抗日战争，战死于
武汉保卫战。其孙陈世谦葛沽一中毕
业直接被天津大学录取，七年后毕业
直接进入解放军队伍，年近70才退休，
把一辈子奉献给了部队。
陈韵和搬家时，父亲陈世钧还赠其

花瓶一对。陈林搬家时，陈韵和也赠
送一对花瓶。这就是根植在陈家世
代骨子里的瓷器情节。正如陈家远
亲李春发老人家口述时讲到，从江西
整船运到葛沽码头的瓷器，在江西那
边已经打好了包，提前写好名字，这
家一包，那家一包，所以现在陈家各支
各脉或多或少都留有陈家先祖烧制的
瓷器。

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注重代
际传承，陈富元的长子陈翰卿（1893-
1952）将技艺传给了其长子陈世钧，陈
世钧（1921-1998）还将釉上瓷板工艺
运用到了仿古瓷器上。

第五代传人陈林和妻子赵彦菊从
父亲陈韵和手中传承了制瓷工艺，并
于2018年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精力创办
了文化企业——观照轩（天津）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陈林夫妇利用传承的秘
制釉料配方和整理的制瓷技法，逐步
恢复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同时
邀请国内书画名家参与到瓷器制作之
中，创作出大量符合时代精神和当代
审美的作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
了遗产业化。赵彦菊青花瓷作品《半

亩荷塘》《观趣》等作品，成为第五代传
人的创新代表作品。
观照轩秉承“器之为美，器之为用”

的理念，积极打造天津文化品牌，创造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文化产品，公司设立瓷器制作体验馆、
艺术瓷创作室、文化衍生品展厅、瓷器
精品馆、培训交流室等几个场馆，通过
浸式体验、参观、交流传播传统文化，同
时把制瓷技艺带去学校、走进少年宫，
并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美院等
高校和海河教育园众创联盟等签订实
践教学基地。2020年底，观照轩作品成
功被选入外交部国礼名录。

在建党100周年之时，观照轩以表
达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精神的长城为题
材，创作了“国泰民安”“锦绣江山”两
款水杯，并入选了由文旅部组织的红
色题材展。2021年 9月，观照轩把创
烧的石榴题材的瓷器捐给新疆策勒县
民族团结馆，寓意：“各民族要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一心，手
足相亲，同心共助中国梦。

淘“皮猴儿”

周长庚□

秋之韵

浪漫 柔情

在叶脉里

经历春风夏雨

一个又一个

相思的梦

在秋阳里

殷红如血

火焰 跳动

于山峰和流水之间

轻轻一跃 带着

一种最美最美的舞姿

离开枝头

尚未触地 便已完成了

一次美丽的私奔

被一只柔荑的手

捧起 被一页书

珍藏 被一段记忆

保鲜

秋月朗照的夜

那片丹红 依然

灼目 便凝聚成

浓浓的另一种传说

这该是深秋的

最后一个午后了吧

独坐在林中长椅上

阳光柔曼 穿过叶隙

像那些快乐的鸟儿

飞来跳去

许多淡忘的旧事叩响心扉

一眼瞥见

不远处一片野菊

卸去容装

也抖不掉历经的霜意

它们以沉默喂养时日

或许在一个转身

就零落成泥

雁 是这个时令唯一的信使

却不知传说中的天涯

是否能够到达

枫叶丹红
（外一首）

李松林

独坐寒秋

◆诗海彩贝

□

陈富元瓷画

观照轩瓷器

摄影 风清扬 冬雨 郭记彪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趣事

“风起南岸”

微信公众号

◆海下风情

生命来自泥土
——记陈家公馆和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

□ 王庆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