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麓云楼书画记略》，汪士元著，
1922年6月影印手写本。汪士元生于
1877年，江苏省盱眙县人，原名汪祜
孙，字向叔，斋号麓云楼，因其藏有宋
徽宗画《晴麓横云图》立轴而得名，又
号玉带砚斋、清净瑜迦馆。清光绪三
十年（1904）甲辰恩科殿试第二甲第六
十六名进士，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
科举考试中取得进士称号的人之一。
长期在天津直隶总督府、直隶都督府
任职，活动空间在大经路（今中山路）
窑洼一带。后在北洋政府担任要职。

汪士元是近代著名收藏家、书画
家、政治家。精诗文，通书法，擅山水，
在京、津为官多年，一生喜好收藏古代
字画、古玩，广为搜
罗，眼光独到，所藏多
为精品，包括宋徽宗
《晴麓横云图》、倪瓒
《静寄轩诗文》轴、沈
周《仿黄公望富春山
居图》和《湖山春晓
图》，共藏宋元明清名人书画138件。
仍然有档可查的书画，据上海博物馆
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书画家印
鉴款识》一书统计，汪氏所藏明清书画
6幅，其中藏明四大家之一沈周书画1
幅，吴彬山水1幅，卞文瑜山水1幅，戴
熙书画1幅，华岩书画1幅，件件堪为珍
品，可谓近代大收藏家。另故宫博物
院藏有汪氏鉴藏过的名画，即沈周《仿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手卷，是一件纸墨
如新、流传有绪的艺术珍品，曾归清初
四大家之一王时敏收藏。民国初年入
汪士元手，后又转入徐世昌家藏，存于
津门，其题跋也很见功底。

《麓云楼书
画记略》著录汪
士元所藏历代书
画，且评介心得
独到，足见其工
力和眼力，为书

画鉴赏必备书目。书前有汪士元于壬戌
（1922年）六月所作自序。该书正文仅54
页，著录凡 140 件（画卷 131 件、书法 9
件），包括赵佶《晴麓横云图》、倪瓒《静寄
轩诗文》轴及苏轼、钱选、赵子昂、吴镇等
宋元真迹。明代书画家涉及四十余人，如
董其昌晚年水墨《绿溪青嶂图》卷以及戴
文进、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陈老莲等
作品。还有王原祁《仿高克恭山水》等四
王作品以及卞文瑜、华喦、改琦、吴彬、吴
叡等山水、人物、书法册（卷）等，蔚为大
观。除略记其梗概、流传等情况外，对其
风格仅稍加评介，但多有点晴之笔。处处
可见其过眼心得独到。如他论及苏轼《苏
文忠颍州祷雨纪事墨迹卷》曰：“笔墨妙

舞，姿趣横生。”在其所述中，还用以前著
录书籍中有否登载加以验证，蒋炳昌撰
《骨董商人暴发之谜——汪向叔与麓云楼
书画记略》认为，此举前所未有。

汪士元的收藏足以设立一个大型书
画收藏博物馆，如按市场行情估价，市值
过几亿元，是一笔巨大财富。汪氏眼力既
佳，选择尤精，故所收少有赝迹，可惜由于
汪氏后来欠赌债，藏品全部售出或抵债，
现大多散失不知去向，有的在中国西泠印
社等大型拍卖公司拍卖过，还有部分收藏
品流失海外，甚为可惜，一代影响深远的
大收藏家就这样消失了，应为当今收藏家
所借鉴和反思。

2008年3月，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上拍
影印本《麓云楼书画记略》全一册，估价
3000元至5000元，通过多轮竞争，最后以
28000元高价拍卖出，创民国版本书籍拍
卖新纪录，此亦可见《麓云楼书画记略》之
历史价值和市场价值。

陈葆生，名实铭，号踽公，葆生是他
的字。河南省商丘人，清末拔贡，诗人。
1907年，任玉田县代理知县、知县。1914
年，改任山东临朐知事。1916年，任山东
费县知事。20世纪 30年代客居天津。
在津期间，参与多个重要诗社的活动，并
有大量诗作存世。赵元礼《藏斋诗话》评
价陈葆生之诗风特点为“明秀”。1943年
9月，陈葆生在津病逝。

陈葆生在山东任职时，就曾是著名
的“曹南诗社”成员。该诗社成立于1910
年，是山东省菏泽地区的一个颇具影响
的旧文学社团，由李经野发起，致力于
古、近体诗的创作，陈葆生当时是曹南诗
社创始人之一的曹县诗人徐继孺的学
生。曹南诗社成员所作之诗被结集为
《曹南诗社唱和集》，其中收录了陈葆生
的10首诗。1929年，陈葆生又加入了开
封的衡门诗社，继续从事诗歌创作。

陈葆生寓居津沽后，即为沽上城南
诗社重要成员，并经常参加城南诗社的
雅集活动。尤其是到了晚年更趋活跃。
《新天津画报》曾报道城南诗社在天津大
水之后恢复活动的消息，陈葆生即是城
南诗社恢复活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据载，上元之夜（正月二十五），城南诗社同人在杏花村酒楼宴集团拜。
参加活动的除陈葆生外，尚有章一山、丁佩瑜、马诗癯、马仲莹、王伯龙、
吴子通、张聊公、陈子勋、石松亭等十余人。大家在一起，“即席商定恢
复城南诗社，每周聚餐雅集，以杏花村酒楼作社集之地，依昔时蜀通饭
庄原例行之，择于三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十二时作庚辰年第一次公宴，
分韵赋诗”。

城南诗社恢复活动后的第二场活动是所谓“十八学士登瀛洲”。据
《新天津画报》载，城南诗社老友严台孙先生，因感耆旧凋零，骚坛冷落，
特商诸姚品侯先生，假其寓所之“雨香亭”，招邀在市区居住之社友欢
宴。事前由孙正荪先生函催，二月初九日正午举行。是日参加宴集者
正好是18人，其中以胡峻门孝廉寿龄最高，75岁；朱燮辰（士焕）次之，
73岁。另有陈葆生、严台孙、孙正荪、姚品侯等名流，以及当日新入社
的六位社员，即王吟笙、郑菊如、王纶阁（王襄）、周微甫、黄洁尘、张梯青
等。姚品侯出斗酒饷客，即席请王吟笙分韵赋诗，并写真纪念。因是日
与宴者十八人，正好符合登瀛学士之数，允为词林佳话。“雨香亭”本为
清高阳文正公（鸿藻）读书处，为当代沽上名胜之地。是日诗酒联欢，至
日哺时，宾主始兴辞做别。“葆生老谓：正与杏花村遥相唱和云”。

俦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初。据《读沽上诗社鸟瞰后》（作者杨轶
伦）一文载，俦社社友初为赵幼梅、郭啸麓、袁寒云、方地山、管洛声、丁
佩瑜、章一山、金息侯、陈病树、陈伯耿、林笠士、许佩衡、陈葆生、杨味
云、蒯若木、张一桐、王伯龙诸人，约二十余人。嗣分为两组，皆名俦
社。“个中原委，仅以一二人闹小意见”。

俦社最活跃的时期当数1934年、1935年，由社长、水香洲主人张镒
组织的水香洲酬唱活动。张镒在《水香洲小记》中云：“菡萏始华，俦社
诸子毕集。”1936年梓行的《水香洲酬唱集》，曾收录了陈葆生的《水香
洲酬唱集序》一文，可作为陈葆生参加俦社活动的记录。其文曰：“仲金
（仲金为张镒的号）往矣，水香洲之游邈焉不续。同人每于酒座间谈及，
相与抚膺慨叹。余曰：忽于现在，恋于既往者，情之常也。然既往矣，恋
之何益！且胜游虽往，而吾侪酬唱之作不与之俱往也。及兹辑而存之，
以存水香洲，且以存仲金，不犹愈于抚膺慨叹乎！蜇云韪吾言，乃就仲
金所手录者，稍编次之，以付剞劂。夫是洲之盛衰兴废，两年间耳，时之
至暂者也。然而展是编也，其地其人宛在心目，足以永无穷之思矣。后
之人其有眷怀风雅过荒洲而欷歔凭吊者乎？”

陈葆生晚年还曾加入了水西诗社。据《新天津画报》发表的《沽
上吟坛鸟瞰》一文载，水西诗社原名“消寒诗社”，每隔9日雅集一次，
共雅集9次，“乃期满闭幕，改为水西诗社”。每月会课一次，每次课
有诗词，每次均有诗词、诗钟作品甚多。社友计有吴子通、陈葆生、
张聊公、王伯龙、黄洁尘、姚灵犀、何怪石、陈尚一、赵伯犀等9人，均
系一时文坛名宿。

水西诗社曾为陈葆生举办过公祝活动。有一年的七夕节前夕，
水西诗社因陈葆生病愈，又值王伯龙生日，在“洞庭春”举行公祝宴
集，并为新社友刘云孙、孙正荪举行欢迎会。刘云孙为“永清才子”之
一，孙正荪则为名诗人、大律师，并擅篆书。本次宴集所拟定的诗题
为“祝伯龙生日”（不限体韵），词题为“癸未七夕大雨”“贺新凉”（即
《贺新郎》）。“葆生是日饮啖甚欢，并称必先交头卷云云”。但天有不
测风云，“不意昨接陈宅家人口报，踽公（葆生别署）竟撒手人寰，驾赤
风载云旗，修文赴召去矣。回首前尘，恍然如梦，水西诗社失此良导
师，相与抚膺叹悼不已云”。

陈葆生去世后，著名学者、诗人李琴湘曾撰挽联悼念。其联云：“善
为词并善为诗，一生才调自绝伦，祖我城南无几辈；优于仕实优于学，豪
气消磨今已尽，问君床上属何人。”这副挽联发表在《新天津画报》上，题
目是《挽陈葆生社长联——代城南诗社拟》。由此文可知，陈葆生亦曾
担任过城南诗社社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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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闲话《玉堂春》
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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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人谈书论画（十五）

麓云楼记书画
章用秀

话剧人一句老话，有多少表演艺术家，就有多少个哈
姆雷特。将这句名言引进到中国，也是有多少表演艺术
家，就有多少个诸葛亮。再到旦角戏，更是有多少青衣，就
有多少位苏三。

说到京剧，我是一个门外汉，绝对的棒槌，没有资格说
三道四。说到看戏，我从三四岁，就由家长带着泡在剧场
里，不敢说是在戏院里长大的，至少也是一条小戏虫。

小戏虫子看戏，最爱看猴儿戏。直到七岁入学，童年
时代最崇拜的偶像，就是孙悟空。幼时每次去文庙，买回
来的玩具，一个是孙悟空的戏脸儿，另一个就是金箍棒。

可悲的是，难得家长会带着出去看一出猴儿戏。其
实，那时候猴儿戏天天有，识字后每天看报，看的就是戏
报。大戏院小戏院，至少同时有几家戏院演猴儿戏，老戏
虫子带小戏虫子出去看戏，小戏虫总是先问看什么戏，老
戏虫子骗孩子：《西游记》，就欢蹦乱跳地跟着走了。到了
戏院，一看那阵式，就知道挨骗了，满戏院坐的都是爹爹奶
奶、伯伯婶婶，绝不是猴儿戏“粉丝”，只是此时已经是无路
可逃了，那就等着家长买糖堆儿收买“儿”心吧。

好在有零食，更有家长哄着，无论文戏多无聊，反正不
到散场，那是走不了的。看了一晚上，只知道台上那个摇
鹅毛扇的是诸葛亮，而且，最最重要，更知道，只要诸葛亮
在台上，孙悟空绝对不会出来耍金箍棒搅局。

这就是我全部的戏剧知识。
何以知道有个《玉堂春》呢？
《玉堂春》最大特点，就是台上跪着一个小媳妇儿没完

没了吱吱呀呀地唱。心里盼着这个小媳妇儿早些被管事
拉下台去。管事的上来了，没拉小媳妇儿，还送上一把小
壶，小媳妇儿跪着喝了一口水，又唱起来了。

看《玉堂春》，也是印象极深，小媳妇儿一唱，就吃糖堆
儿，好看的是坐在小媳妇儿背后的三个人，时不时就咯咯
地笑，那笑声太逗了，明明就是老母鸡咯咯地叫唤，他们三
个不摇头摆脑，你绝对不相信他们是在笑，看过《玉堂春》
后，最大的困惑就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子笑呢？

诸葛亮也笑，到底不出怪调呀，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你可以跟着笑，《玉堂春》里那三位爷的笑，你没
法学呀。

就因为这三位爷的笑，我记住了《玉堂春》。
《玉堂春》的故事，源于冯梦龙编订的《警世通言》卷二

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情史》卷二中亦有此事，早在明
代就被改编成戏曲了，那时候杂剧以昆腔、弋阳腔为主流，
被称作雅部，最初被改编成戏曲的《玉堂春》，被定为花部
乱弹。

所谓的花部乱弹 ，就是通俗戏剧。多在民间演出，和
戏剧家创作的杂剧，不在一个档次。据戏曲史料记载，清
人姚燮《今乐考证·著录四》于“燕京本无名氏花部剧目”中
有《大审玉堂春》剧目。道光年间南浔人范锴所著的《汉口
丛谈》一书中，更提到湖北通城县艺人李翠官参加汉口“荣
庆部”戏班演唱《玉堂春》。

最早演出的《大审玉堂春》原著剧本，已经找不到了，
据戏剧史记载，玉堂春全剧共有《嫖院》《庙会》《起解》《会

审》《探监》《团圆》约十余折。上面引用的几折当中，还有细微
的分折，如《会审》一折中，王金龙发现跪在都察院中的杀人女
子竟然是自己昔日的红颜知己，一时激动，突然晕倒，堂上大
乱，二位司吏忙乎着请医生，医生来了还有一番望闻问切，王
金龙还要慢慢苏醒过来。跌宕起伏，极有戏剧感，估计也很有
看头。

中国戏剧艺术作品都是在不断的艺术实践演出过程中逐
渐丰富、完美、成熟定稿的。上世纪20年代，荀慧生先生着意
整理编写京剧《玉堂春》的演出定本，便请出著名剧作家陈墨
香先生“打”本子，又向王瑶卿先生请教，终于在1926年演出
了京剧《玉堂春》的现代版。

现代版《玉堂春》，经过整理，保留了《嫖院》《庙会》《起
解》《会审》《探监》《团圆》等17折戏，演出时分为头本、二本、
三本三个部分，每一部分要三四个小时。至今，京剧《玉堂
春》，只保留了《起解》和《会审》两折。在这两折戏中，通过
演员的交代叙述，那些《嫖院》《庙会》，以至王金龙落魄关王
庙、苏三赠银，落风坡遇强人，等等，也就都省略掉了。

1926年，荀慧生首演《玉堂春》于上海大新舞台（福州路
701号，现为上海京剧院）。担纲新版《玉堂春》改编的著名剧
作家陈墨香先生后来回忆说，旧版《玉堂春》内容庞大芜杂，
“非四日不克演完”，“岁乙丑（1925）慧生再赴申，每一登场，座
无虚隙，且能召集邻省人士，可知其魔力矣”。这时演出的就
是新版《玉堂春》了。

陈墨香先生和荀慧生先生联袂整理《玉堂春》，赋予京剧
《玉堂春》新的艺术魅力。更经过京剧艺术家们不断的舞台
实践，京剧《玉堂春》越演越成熟，越演越完美，最后，京剧
《玉堂春》以《起解》和《会审》两折戏定格，而且每一折戏都
可以单独演出，逐渐成熟为京剧经典，更成为中国京剧艺术
的瑰宝。

新版《玉堂春》，从荀慧生先生首演，至今已经一个世纪。
四大名旦都演出过《玉堂春》，各有千秋，为中国京剧历史留下
了光辉篇章。门外人很难看到每位艺术大师的精彩演出，感
谢网络时代，随时随地我们可以看到大师们的演出影像，隔上
几天，就欣赏一次《玉堂春》，才是至高的人间享受也。

近日，江苏南通网友分享了一则令人哭笑

不得的视频。一名小男孩在家中预习课文《曹

冲称象》时，老爸因为辅导问题与男孩斗起了

嘴。父亲十分生气地说：“曹冲称象的时候只

有8岁，你也8岁了，但你就是个傻子。”男孩受

不了，直接一句暴击回复：“因为人家是曹操的

儿子，我是学渣的儿子。”听到儿子的回怼，爸

爸顿时失了分寸，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反驳

才好。

恨铁不成钢，埋怨自家孩子不如

人家孩子优秀，是很多父母经常挂在

嘴边的话。但由于话语权的不公平，

人微言轻，很少有孩子会对此进行直

接反驳，最多是生生闷气，心里难受，

哭一鼻子而已。看了这段视频，不能

不佩服这个孩子的回怼稳准狠，反应

机敏，有理有据，据理力争，无怪乎父亲张嘴结

舌，无言以对。

现实生活中，不少父母会习惯性地拿自己

的孩子和别人家的优秀孩子去对比，比学习成

绩，比多才多艺，比听话懂事，比孝敬父母；但

却从来不拿自己和别人家孩子的父母做对比，

比工作成就，比勤劳刻苦，比学识修养，比人生

高度。无怪乎孩子会不服气，反唇相讥，你自

己都不是雄才大略的曹操，怎么还有脸要求我

是天才儿童曹冲？

即使是曹操，那么大本事，那么大成就，

还有两个优秀的儿子曹丕、曹

植，仍然羡慕人家的儿子表现

得更好。两军对垒时，看到孙

权率领的水军，阵容严整，威风

凛凛，进退有序，不由生出羡慕

之情，脱口叹道：“生子当如孙

仲谋！”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父母

们的通病。

鲁迅就十分明事理，他从来

不对儿子海婴提出过分要求，也

不拿人家的孩子来激励或刺激自

家孩子，让孩子自由而快活地成

长。虽然他自己是天下闻名的文

学家，却并不要求孩子也子继父

业，好上加好。他在遗嘱里说：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

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这条遗

嘱，不光是给儿子海婴的建议，更是给天下父母

的提醒：你的孩子或将平凡，没有达到你为他设

想的人生高度，你需要的是理性的包容。这世

上有太多望子成龙的父母，却少有人能坦然接

受孩子的平凡。学学鲁迅，善待孩子的平凡，是

每个父母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个老师。因而，要求子女成龙成凤

的，不妨自己先做个示范。还以曹

操为例，正因为他喜爱文学，手不释

卷，擅长作诗，文武全才，带出两个

儿子才成了此中行家，在文学史上

被称“三曹”。曹冲要不是早逝，就

他那个绝顶聪明劲，再加上父兄引

带，成就绝不会小了，名列“四曹”也有可能。

再退一步说，即便你是曹操那样的大英

雄，儿子不是曹冲那样的神童也很正常。孩子

能否成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除了遗传因素，

还有其他后天因素。毕竟，像班彪与班固、班

超，曹操与曹丕、曹植，苏洵与苏轼、苏辙，法国

的大仲马与小仲马那样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

例子，少如凤毛麟角，碰上了是你的造化，碰不

上也别怨天尤人。其实，做不成聪明过人的天

才神童曹冲，做个健康、阳光、善良、向上的普

通孩子也挺好。您说呢？

我不是曹冲
陈鲁民

五圣山的西侧是斗流峰和西方
山，如果五圣山失守，斗流峰、西方山
就失去了依托，整个中部战线便有全
线崩溃的危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
彭德怀指着地图说：“五圣山是朝鲜
中部的关键，失去了五圣山，我们在
两百公里范围将无险可守。谁丢了五圣
山，谁就要对朝鲜对历史负责！”

为夺取上甘岭地区两个高地，美韩军
先后投入兵力6万余人，300余门大炮，近
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志愿军先
后投入3个多师4万余人，火炮、山炮、迫击
炮等近500门。仅10月14日一天，美韩军
各出动一个师，使用300门火炮、27辆坦克
和40架次飞机，对志愿军仅有两个连加一
个排把守的五圣山前沿3.7平方公里的五
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狂
轰滥炸，发射炮弹30多万发，火力密度高
达每秒落弹6发，其炮火密集程度已经超
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水平。通
讯天线一次次架起又被一次次炸断，致
使我守军一度炮火支援中断。4个多月
苦心修筑的野战防御工事在敌军猛烈的
炮火下荡然无存！强烈的冲击波激荡着
坑道，许多人的舌头、嘴唇被牙齿磕破，
一个17岁的小战士竟被活活震死！

在43天的激战中，“联合国军”共
发射炮弹190万余发，投下航空炸弹
5000余枚，上甘岭山头被炮弹、炸弹削
低2米，石土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
一铲从上甘岭阵地上取回的弹片土，由
碎石、砂、弹片、子弹头组成，其中弹片、

子弹头的重量约占一半，碎石最长不超过
3厘米，它是当年激战的见证，现陈列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中，向人们讲
述着当年战争的残酷，讲述着抗美援朝精
神的崇高和伟大。

志愿军防守部队贯彻“坚守防御、寸土
必争”的作战方针，依托坑道工事，坚决抗击
敌军的进攻。战役经历了争夺表面阵地、坚
持坑道斗争和实施决定性反击三个阶段。
在反复争夺表面阵地战斗中，志愿军平均每
天打退敌人30至40次的连续进攻，杀伤大
量敌军后再转入坑道坚持作战。18日，上甘
岭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当晚，某部八
连以疏散队形，仅伤亡5人便进入五九七点
九高地一号坑道。19日晚，在猛烈的炮火
掩护下，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在守军3
个连配合下转入反攻，一度夺回全部阵地。
黄继光、赖发均、欧阳代炎、龙世昌等的壮举
就发生在这一天。当时，黄继光的3人爆破
小组炸掉了3个地堡，战友一伤一亡，黄继
光在向主堡跃进中也中弹倒地，他仍带伤匍
匐前进，爬到主堡前投出手雷，但只炸塌主堡
一角，里面又开始射击，此时黄继光已7处负
伤，手中已没有武器。最终，他爬到地堡的
射击死角，向后面招了招手，一跃而起，张开
双臂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主堡的射击孔！

29 上甘岭上的激战

明末，徐霞客见有观赏性大理
石的销售市场，遂以“百钱市一小
方”，珍藏于身。民国时期，钱士青
在《游滇纪事》中载：“大理石为云
南特产，或制成挂屏八幅，上等者
约二三十元，次等者十余元；或制
作插屏一方，上等者约值七八十元，下等
者亦须十余元。分别大理石之优劣，以
天然之色，而磨工又平整，以手拂之无凹
凸之处，即为上品；如着颜色而又不平
整，即为下品。或制作花盆，如系完全之
大理石雕出者，即为上品，价值较贵，其
次以六方镶成者，而价值较廉耳。”
现今，老大理石在古玩市场被十分

看好。十几年前天津鼓楼古物市场刚
开业时，有一家店铺摆出了一件大理石
座屏。这件座屏通高3米，石片为长方
形，长约1.5米，宽约1.2米，画面为水墨
画构成的连绵起伏的雪山，远远看去，犹
如站在丽江大研镇眺望玉龙山脉，令人
心旷神怡。石上镌有清代学者、金石家
黄易题诗一首：“白雪皑皑屯山谷，人迹
不至鸟飞绝。冰川结冻如玉柱，千峰齐
出问天公。”落款为“乾隆戊申年夏，小
松”，下为朱文“黄易”印。行家一看，就
知道这是一件有很高文化含量的老石
片。其座架为花梨木制作，格
调高雅。店家要价4万元，基
本符合老理石屏的行情。
清末，红木嵌大理石插屏

在全国各地使用十分普遍，但
能够保留至今的藏品大多都

有破损。一件高55厘米、宽75厘米、品相
好、没有破损的清末红木嵌大理石插屏，
2005年在市场上可以参考到的价格应该
是5000元左右。
新理石屏的价格高低主要由图案决

定。图案成景并特殊的，售价就高。好的
理石片要有象形性，比如名山名水、名人形
象、动物形象等。其价位与图案一般的石
片相比，往往相差不止一两位数。
在传统的文物分类中，屏风属于家具

的一个分支。具有一定实用性、体形较大
的围屏、地屏，实际上更接近家具的内涵；
而台屏、挂屏等则更富于装饰性，砚屏更
是文房用具，它们在拍卖会上常常被归于
杂项类拍品；至于以瓷板、书画为屏心的
插屏和挂屏，由于它们的主体是瓷画和书
画，在拍卖会上便分别被归于瓷器类拍品
和书画类拍品。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中，蘅芜君（薛宝

钗）作《画菊》诗：“诗余戏笔不知狂，岂是丹青
费较量。聚叶泼成千点墨，攒花染出
几痕霜。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
腕底香。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
慰重阳。”末句说明，因古人起居处皆
有屏风，所以偶尔也将一些书画之作
粘于屏风之上，取其便捷易观之利。

14 粘屏聊以慰重阳

春节刚过 ，三水镇显得有些
特别，街上人马轰轰、家家关门闭
户。不管是谁家的房子，只要看着
合适，马上就得搬家，住上国民党
的军队。那一门门伸着长脖子的
大炮，被两个高高的铁轱辘架着，
蹲在大街小巷。那嘶鸣的战马翻蹄亮
掌，在街道上横冲直撞。那身穿破旧棉
军装的国民党南方兵，整天把那棉帽子
上的耳苫子往下撂着，个个都显得精神
萎靡。如今的三水镇，不分三官庙、济
公祠和娘娘宫了，哪里合适哪里住，就
连那作为镇公所的三官庙，已经搬到天
津卫去的镇长李大麻子的家，都被国民
党军队住上了。

天快近晌午时，苗万贯还倒在棉被
窝里没有起床。老婆把火炉子早已点
着，见苗万贯翻了个身又要睡，有点不
耐烦地上前把他的被头一撩：“我说你
不起来呀！”被窝里的苗万贯说：“这兵
荒马乱的年头，起那么早，有啥好处？”
别看他的话是这么说，却慢慢地从被窝
里起来了。就在这时，听见有人在敲临
街的门。苗万贯两口子不由得一愣。
这是谁呢？苗万贯赶紧蹬上鞋，走到大
门口问：“谁呀？”“哎呀，老苗，快把我冻
坏了，开门呀！”苗万贯一听，吓了一跳，
这不是盐警队的宗大头吗！昨天刚来
过，怎么今天又来了？门不开是不行
了，他只好打开门，凭天由命吧。

苗万贯把门开开一看，果然是宗大
头，身后还带着两个盐警，嗬，比昨天还

威风：“宗队长，让你好等了。”苗万贯说着
一闪身，“里边请吧。”这时，他看见老婆在
使眼色，意思是别让他们进来。宗大头进
了屋：“老苗啊，我给你道喜。”说着，从怀里
拿出一个帖子来，往苗万贯眼前一举，“这
是雷大队长的帖子，新年过了，今儿个下
午特意请你到大队部去一趟。”苗万贯两
手把帖子接过来，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宗大
头：“请我？”这是真的吗？可人家是盐警
队的大队长啊，竟发帖子来请我，这不是
天大的笑话吗？宗大头咧着嘴说：“老苗
啊，一点也不错，雷大队长怕你不赏面儿，
特意叫我跑一趟。”苗万贯捧着帖子，只觉
得浑身一阵阵地发热，真是受宠若惊。宗
大头朝苗万贯一笑：“雷大队长请你，以后
有了好处，可不能把咱兄弟忘了啊！”苗万
贯恍恍惚惚地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宗大头带着盐警走了，苗万贯仍然捧
着那个帖子发呆。老婆把大门关上，回头
说：“可把我吓着了，我认为他又是来借钱
的。”说到这里，她抬头问苗万贯：“我说，
这是啥帖子？”苗万贯一字一板地回答：
“雷紫剑大队长的帖子。”“啥事呀，你去
吗？”苗万贯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咱敢不
去吗？这个面子可不小啊，就是派来个盐
警叫我走，我也得乖乖地去啊。”

115 专送帖子

广西人民出版社

红色文物中

党的成长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著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红楼与

中华名物谭
罗文华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