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九
六
一
期

12满庭芳
2021年12月2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文华

沽上

丛话

曾听人说：莫高窟被誉为东
方的卢浮宫。

从敦煌出发行驶在茫茫戈
壁，虽是夏季，车窗外却很难见
到绿意，连绵起伏的黄沙托起湛
蓝的天，不断向前延伸着寂寥与
空旷。一路上，我在琢磨：古人
为何将莫高窟这绝世艺术宝库
建在荒凉的戈壁，让它远离城
市和喧嚣？莫高窟像是被流放
千年的“囚徒”，在这里独忍亘
古寂寞，不过无情的岁月和漫
天的风沙无法遮掩它惊世骇俗
的美，只是让后来的朝拜者，亦
步亦趋长途跋涉在沙漠中，寻
找心中的梦……

我想起来时的路上，身边朋
友讲过的故事：那是北朝时期夏
季的一个黄昏，一位叫作乐僔的
行脚和尚云游至此，又累又渴的
他，看到身边清澈的河水，于是，
俯下身子喝了几口，顿觉神清气
爽。这时，夕阳的余晖正照射在
对面的三危山上，刹那间，他看
到群峰闪烁着万道金光……他
想：这地方有山有水，不就是开
窟修行的理想之地吗？于是，他
到处化缘，找来工匠和画师，在
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石窟，
把自己在山上看到的情景塑在佛龛里，绘在
洞壁上。后来人们在他带动下，继续开窟造
佛。由此，拉开了长达十几个朝代、一千多
年莫高窟营造的序幕。那时，这古老沉默的
群山开始热闹起来，那敲击大山巨石的声音
不绝于耳。一代代技艺精湛的工匠和绘画
大师，付出一生的心血，将自己的虔诚与梦
想描绘在墙壁上，刻进石头里……

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天已过了晌午。满
头大汗的我是怀着敬畏的心情，跨进了大
门。当见到迎面矗立被称作莫高窟标志性
建筑的九层大佛殿时，我不由得慢下脚步并
投去好奇的目光，那一刻，苍凉的历史和温
暖的阳光从大殿上倾泻下来，斑斑驳驳让人
感到曾经有过的辉煌。如果说是似曾相识
的话，那也许是在梦中见过吧……这座始建
于唐朝的建筑，是民国时期在四层楼的基础
上重新修建的。它攒尖高耸，檐牙错落，远
远望去，更像是“挂”在崖壁上，需要仰视才
能见到全貌。身边许多游人停下脚步，面对
这风格独特的建筑举起相机。大殿里是莫
高窟第一大佛，听说当年这佛像的制作是采
用石胎泥塑的方法，经过多次重修，已非唐
塑原貌，但仍不失雄伟的气势。佛像面带微
笑，微微上翘的嘴角传递着宁静，让生命超
越死亡，走向永恒。想起以前曾在其他石窟
见过的大佛，但总觉得眼前的弥勒佛塑造得
更细腻、敦厚，身上仿佛有了温度……

据说莫高窟有大小七百多个石窟，但为
了保护这些艺术瑰宝，只有一部分向游人开
放。走进石窟，细细地观察和欣赏，仿佛是
在与千年的历史对话，与那些走进岁月深处
没有留下名字的大师们交流。听人说：莫高
窟是建筑、雕塑和壁画相结合的艺术宫殿，
尤其是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这里
的壁画内容之丰富、线条之优美是其他任何
石窟、寺院、宫殿所不能比拟的。环顾四周
和穹顶，到处是佛像、观音、仙女。尽管有些
壁画的颜色已经暗淡，被岁月洗去铅华，但
是造型依然优美，美得有些孤傲，宛如遗世
独存……据说，当年张大千曾千里迢迢来到
莫高窟，当他见到洞窟里精美的壁画时惊呆
了。借助昏暗的油灯，他长时间“面壁”，临
摹着古人的画作。在这几乎与世隔绝逼仄
的空间里，他找到了失传多年晋唐时期山水
画、人物画的技法，找到了一半的中国美术
史，也找到了国画的灵魂……从此，他绘画
的技法犹如神助。

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人物画栩栩如生，

极富个性，如今有许多艺术形
象已从昏暗洞窟里走进我们生
活中，出现在荧屏和舞台上。
“反弹琵琶”是莫高窟中重要的
艺术形象，其特有的艺术性决
定了它在壁画中的位置。这种
多元文化复合体，是印度文化、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明
相结合的产物。在《伎乐图》
中，伎乐天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举足旋身，使出“反弹琵琶”的
绝技，她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
方，别有清韵。敦煌的“飞天”
是莫高窟的一张名片，它是在
空中飞舞的女神。到了隋唐，
“飞天”大多是以中原女性为造
型，面庞清瘦，身材修长，眉目传
情，有着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我
站在壁画前，只见“飞天”女神自
天而降：她们有的臂挎花篮，采
摘鲜花；有的怀抱琵琶，轻拨银
弦；有的舒展双臂，翩翩起舞，宛
若仙境女子到来，解除人间的疾
苦，送来福音……画师们巧妙地
运用了夸张和想象，在有限的空
间里塑造出生动活泼的艺术形
象。我在想，当年那些身怀绝
技的画师们，焚膏继晷，日复一
日，他们燃烧着生命的油脂，将

心血化作了颜料，勾勒着心中的夙愿和“飞
天”的梦想……

到了明清以后，由于丝绸之路逐渐冷
清，莫高窟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后来是
藏经洞的发现，一下子又成为世人关注的焦
点。上世纪初，一位道士在莫高窟里，无意
中发现了封存于北宋时期的藏经洞，里面有
从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到北宋的历史文书、纸
画、刺绣、经文等几万件极有价值的文物。
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并未引起行将就木的
清王朝重视，倒是让英、法等一些“嗅觉灵
敏”的西方探险家们感到“好奇”，他们以低
廉的价格从道士手中购得其中大部分文书、
绢画等艺术珍品，悄悄运回本国。这种近乎
“掠夺”的行为，给敦煌的文物造成无法弥补
的损失。正如陈寅恪大师所言：“敦煌者，吾
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我想起那句话：对于美
的拥有应是欣赏，而不是占有。如梦初醒的
国人感到羞耻和愤恨，到了民国，一些有识
之士，呼吁政府建立敦煌研究和管理机构，
从那时起，一些艺术造诣颇深的“敦煌人”，
自觉承担起莫高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
延续至今……

一位专家向我们介绍，敦煌最大的价值
是时间，最大的“敌人”也是时间。随着岁月
的流逝，精美的壁画会慢慢地脱落和“老
去”，保护这不可再生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一
代代“敦煌人”神圣的使命。许多专家学者
和功底深厚的画家，从内地来到偏远的敦
煌，为了留住壁画绝美的“身影”，他们除了
精心的修复就是悉心临摹，努力还原不同朝
代画作的风格，让壁画“移动”到画纸上，赋
予它新的生命，让不可移动的石窟，变成可
“行走”的画廊，供人们欣赏和研究。许多画
家都是从一头青丝，画到满头白发。“敦煌定
若远，一信动经年。”像当年的画工一样，为
了心中的梦想，他们将一生交给了敦煌。如
果说出家人是“一佛一世界”，那对于“敦煌
人”来说就是“一世一敦煌”。我紧紧握住老
专家的手，望着他满头白发，我竟一时无法
表达内心的感受。

我们乘车离开莫高窟的时候，已接近黄
昏时分。夕阳将金色的余晖执著地洒在群山
上，显得十分耀眼，我想起当年乐僔和尚在三
危山见到的情景，不禁怦然心动。那崖壁密
如蜂巢的石窟，像无数打开的窗口遥望远
方。恍惚中，那些壁画上优美、传神的艺术造
型从窗口里缓缓飞出，在大漠上空自由舞
动。那一刻，我仿佛见到了“飞天”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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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黄”团体当中，一个《海王》，
一个黄海社，这两个“海”字吸引了
我。它们之人事纷纭，曲折繁复，海的
襟怀与海的气魄兼备，我在感动之余，
只能遗憾我不能在一篇文章里说完。
当然，天津近代民族工业的独特之处
与精神气质，完全可以从中领略一二。

为什么说是独特呢？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一
家民营企业团体居然已有专门的报刊和专门的研
究机构，应当这样认为，正是因之崇尚文化和崇尚
科学，它们才能独树一帜。
《海王》在1928年9月20日由范旭东主持在天

津创刊，范旭东亲撰创刊词《为什么要办旬刊》。它
因久大精盐生产的“海王星”牌精盐而得名，但它是
久大精盐、永利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联合
刊物，办刊经费也由三家平摊。从创刊那天起，这
个刊物研讨学术发展，介绍国内外先进技术，提倡
科学应用于中国，也在团体间进行消息传递，促使
同仁精诚团结。

我想从《海王》的一篇报道说起。其称：“胡适
之先生十月十四日寄书给本报记者劳人，附有一近
作一联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做一日和尚撞一
日钟’。东风说：细译他的意思，似乎是不做无稽之
谈，只尽自己之责。西圣说：白话翻成文言，胡先生
一定不赞成你的酸辣汤。”

胡适之先生会给一份民营企业团体的内刊记
者来信，还附有近作对联，而且该联所言还是他一
生的治学信条，分明是交心之语，这可能吗？如果
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当然觉得可疑。其实，所谓
“本报记者劳人”，不是别人，正是“永久黄”的执牛
耳者范旭东。《海王》在颠沛流离中办刊长达20年之
久，亦赖范旭东的支持，他无论身处他何时何地，不
断为其写稿，即使在去美国的船上和旅馆中，亦写
有数万字长文《远征》。他为此刊写稿达一百篇以
上，曾用笔名多种，劳人即是其中一个。

胡适将他重要的学术信条写给范旭东，足见他
们交情之笃，他们确实神交已久，虽不在一个领域，
但互相激赏。范旭东实业救国之精诚，早已为胡适
知悉。1941年10月，太平洋战争前夕，范旭东赴美
考察，彼时胡适正在担任驻美大使，二人相见，留下
一幅珍贵的照片，胡适笑容可掬，而范旭东一脸严
肃静默。当月范旭东回国，收到胡适从美国写来的

越洋信件，信中就包括这副对联。
那篇报道之中，东风说：“细译他的意思，似乎是

不做无稽之谈，只尽自己之责。”这是对胡适对联的解
读，胡适当然是这个意思，包括下联也无所消极，是谓
恪尽职守。这位东风就是《海王》的主编、深受范旭东
信赖的阎幼甫，此人也是湖南人，曾任上海《中华周
报》主编。1932年6月，范旭东在塘沽设立“永久黄”联
合办事处，任命阎幼甫为主任，彼时创刊四年的《海
王》亦由他担任主编。阎幼甫入主之后，力求改变，他
雄心勃勃，愿为实业救国尽一己之力，他发表演说称，
《海王》既为旬刊，第五年定要出满36期，如果出刊不
满或者拖期出版，都要任群众严厉议处。10天出一份
期刊，在当年条件之下并非易事，但阎幼甫率同仁做
到了。范旭东曾在《海王万岁》一文中说：“等到第五
年联合办事处接手编辑，从此负责有人，面目改观，篇
幅增多，由单页进到装订本，还嚷着‘稿丰’，有名人投
稿，各国文的翻译，有各色各种难得的工程和风景照
片，按期发行……”

七七事变之后，战火燃至津门，阎幼甫坐镇指挥，
在炮火中将刊物第9年的第33期校完，送至印刷厂继
续印刷，然而当时天津塘沽之间交通已然断绝，印好
的刊物未能发放，而此刊即与天津告别。当年的8月
12日，阎幼甫带领编辑部搭乘海轮南下，携带着那些
还未刊出的稿子。一年之后《海王》在长沙复刊，备极
艰难，范旭东在《复刊词》中说：“《海王》不至为环境所
屈服……外来的压迫决不能损害它毫末，只有玉成它
的伟大。”然后未久，它因长沙大火而无处印刷，此后
又不断辗转，历经各种艰难，阎幼甫独自支撑编撰，文
字诙谐如旧，在乐山四年，他连煤油灯都未用过，只是
用点灯草做的灯具勉强识字，此后再到重庆、南京，他
与同仁齐心合德，努力前进，终于积劳成疾，然在病榻
床头只有《海王》刊物。《海王》虽不事生产，却于“永久
黄”团体的民族工业创造之中厥功至伟。

还说那篇报道，其中的西圣，则是孙学悟。1922
年，久大和永利两厂已在天津工业界内崭露头角，范

旭东展望长远，认为应当开掘学术研
究，所以他在《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
社缘起》一文中说：“第近世工业，非学
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
蕴，是研学一事尤当为最先之要务也。”
他邀请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并曾参与
南开大学筹建物理系的孙学悟出任久

大精盐公司化学室主任，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
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亦由孙学悟出任
社长。此社简称黄海社，又与永久两厂并称“永久黄”，
可知其殊为重要，但常人不解其何以能两厂并列，盖因
其能为之解决技术难题，培养科学人才。塘沽位于渤
海之滨，却命其名为黄海，颇有坐陇望蜀之意，可见此
“永久黄”早有走出渤海湾的远大抱负。

范旭东为筹备黄海社，为其投入10万元启动资
金，又把个人所得的久大精盐公司创办人酬金悉数捐
出。他在《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中说：“中国广土众
民，本不应患贫患弱，所以贫弱，完全由于不学。这几
微的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它却支配了中国的命运，
可惜存亡分歧的关头，能够看得透的人，至今还是少
数。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
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
术技术，中国决生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黄海社成立初期，主要协助久大、永利调查分析原
燃材料、试验长芦盐卤的应用，并且探讨研究方向，为
开拓新产品打基础。因为永利初期技术上屡有难题，范
旭东明确指示它进行分析检验，孙学悟则带人深入现场
实验研究，为破解制碱奥秘提供着技术支持。此后，黄
海社面对化工的多个层面，斟酌中国国情，度量本身力
量，在大小轻重缓急之间，择最切国计民生数端，如轻重
金属之于国防业，肥料之于农作物，菌学之于农产制造，
以及水溶性盐类之于化工医药学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主
要研究对象。而他们的成果当然颇为丰硕。

孙学悟在黄海社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称：“黄海化学
工业研究社，不觉成立二十年了。回忆当初，有如航海
探险，天涯地角，茫无边际，一叶孤帆，两三同志，初无
标记可循，所持为吾人指针者，厥为信心，所日夕祈求
者，厥惟现代科学在中国国土生根。二十年来，历尽惊
涛骇浪，仅免颠覆，是则各方同情援助之所赐，与多数
社员意志坚决临难不苟有以使然。深足感谢！”

新中国成立后，黄海社加入中国科学院，成为中国
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

《海王》与黄海社小记
杨仲达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
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
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
手推松曰‘去’！”（宋·辛弃疾《西江月·遣兴》）

诗人醉倒松边，把松幻视为一位熟识
的人，问道：“我醉成什么样子了？”风吹松
动，以为它要来搀扶自己，诗人用手推开
它，说：“去你的，我没醉！”

这就是文学表现手法中的拟人法。
《辞海》称之为“拟人观”：“把人类的

特征、特点加于外界事物上，使之人格化的
观点。如原始社会的
人把自然现象人格化
或精灵化，创造了各
种各样的神。拟人观
同万物有灵论有密切
联系。”

在中国的神话传
说中，大自然的事物和现象，无一不是神格的
外化：日神、月神、星神、雷公、电母、土地神、
河神、路神、花神……阵营十分强大。牵牛
星和织女星，就化变为牛郎和织女的感人故
事，有情有爱，虽每年七夕才能会面，却海枯
石烂心不变。唐代的刘禹锡则联想到牛郎、
织女家在银河边，可以去叩访作客。《浪淘
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万物有灵的观念，被诗人转化为一种
文学的表现手法，增添了诗的奇
瑰与灵动，形成了浪漫主义的诸
多风采。
“众鸟高飞绝，浮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唐·
李白《独坐敬亭山》）李白与敬亭

山如心性相同的高士，远离浮华而自守孤
傲，互相欣赏，肝胆相照。

在诗人的笔下，因拟人法，客观物象都人
格化了。不动的青山可以行走：“吴山青，越山
青，两岸青山相送迎。”（宋·林逋《长相思》）菊
花有愁绪，兰花可以哭泣：“槛菊愁烟兰泣露。”
（宋·晏殊《蝶恋花》）山水与人一样，有恨有爱：
“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宋·辛弃
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仍怜故乡水，万里
送行舟。”（唐·李白《渡荆门送别》）花可以如
人一样因相思而老，因相爱而销魂：“空留离

恨满江南，相思一
夜苹花老。”（宋·王
沂孙《踏莎行·题草
窗词卷》）“最销魂，
一片斜阳恋柳。”
（宋·周密《探芳信·
西泠春感》）

拟人法既是一种艺术修辞手段，也是一
种诗的结构法。通篇以拟人法为之的例证
很多，如唐代无名氏的词《忆江南》，写一个
青楼女子自比拟为被人攀折的杨柳，凄苦而
愤懑：“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
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而当代
作家、诗人荒芜则以杨柳比拟那些随风飘
摆，无主见无定力，患了“软骨症”的人：“中
酒情怀似去年，满城飞絮艳阳天。长安市上
千千柳，舞损腰肢太可怜。”（《咏软骨症》）

林东海《诗法举隅》说：“黑格
尔称波斯诗人‘把玫瑰表现为具
有灵魂’，是东方人的‘泛神主义
的性格’。在我国古典诗歌里，拟
人化的手法，也带有泛神主义的
象征色彩。”

老眼读诗（七）

诗的拟人
聂鑫森

王国维（1877—1927），近代国学大师，于甲骨文、戏曲、诗词研究均
有开拓性贡献，有《静安文集》存世；在红学方面，王国维借鉴西方叔本
华理论阐释《红楼梦》，代表著作是《〈红楼梦〉评论》。

欲海情天辨色空，漫将哲思汇西东。

虽怜叔氏悲观语，几许红楼曲内融。

许军杰 绘 赵建忠 诗

编者按 20世纪涌

现出诸多广有影响的红

学大家，在中央电视台

最近播出的大型纪录片

《曹雪芹与〈红楼梦〉》中

即有所表现。为纪念新

红学百年，本刊陆续刊

出中央美术学院青年画

家许军杰为12位红学

大家王国维、蔡元培、胡

适、俞平伯、王昆仑、周

汝昌、李希凡、何其芳、

吴组缃、吴世昌、吴恩

裕、冯其庸（以代表著作

在红学史上出现的时间

为序）所绘肖像，配以中

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赵建

忠题诗。

1935年8月6日鲁迅日记云：
“西谛招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同
至其寓，同席十二人，赠其女玩具
四合，取《十竹笺谱》（一）五本，笺纸
数十合而归。”

郑振铎（1898—1958），作家，
文学史家，字西谛，福建长乐人。
“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产

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
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
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人组成
的“文学研究会”。前者着重于创作与文
艺思潮的介绍，后者着重于文学名著的
介绍、研究与古典文学的整理，对中国新
文化运动的贡献，各有千秋。

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
一，主编《文学》与《小说月报》等刊物。
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
教授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新中国
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中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1958年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
中，因飞机失事殉难，终年60岁。遗著
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
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等。

鲁迅和郑振铎交情甚笃。郑振铎
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因此常
和鲁迅通信。从现有资料可知，鲁迅与
郑振铎一起吃饭7次。值得注意的是
1935年8月6日的这次饭局：“西谛招夜
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同至其寓，同席十二
人，赠其女玩具四合，取《十竹笺谱》（一）

五本，笺纸数十合而归。”
其时，郑振铎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

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同席12人中，包括鲁
迅与郑振铎两家人，鲁迅向郑振铎的女儿
赠送了四盒玩具，并且取得“《十竹笺谱》
（一）五本，笺纸数十合而归”，显示了不同
寻常的交情。《十竹斋笺谱》（一），是鲁迅和
郑振铎联手打造的一套笺谱，由荣宝斋的
强手王宗光等人雕版，徐庆儒印制。第一
卷翻刻耗时整一年，于1934年12月正式出
版。纸墨良好，镌印精工，非常少见。1935
年4月，鲁迅致信郑振铎评价《十竹斋笺
谱》：“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
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鲁迅和郑振铎有三次重要合作，即编
选《北平笺谱》，编选《十竹斋笺谱》，编选瞿
秋白遗著《海上述林》。这三次合作堪称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珠联璧合。
《北平笺谱》是鲁迅与郑振铎1933年合

作编选出版的传统水印木刻笺纸集。“鲁迅
先生于木刻画夙具倡导之心，而于诗笺之衰
颓，尤与余同有眷恋顾惜之意，尝与余言之，
因有辑印《北平笺谱》之议。”（郑振铎语）

鲁迅与郑振铎“对木刻画有同嗜”。鲁
迅嗜笺纸，“很早的便在搜访笺纸，而尤注
意于北平所刻”。

28 交情甚笃

中外历史上有斗鸡、斗牛、斗
蛐蛐等民间游艺和竞赛活动，中国
茶史上也有“斗茶”之事。

斗茶，是茶客比赛茶叶质量的
一种活动，尤为文人所好。它出现
于晚唐，盛行于宋代，在以产贡茶
闻名的茶乡建州（今福建建瓯）最为流
行，多安排在每年春季新茶制成后。这
种活动常常是三五知己相约，各取所藏
好茶，轮流烹煮，相互品评，决出名次，以
分高下。茶叶要做成茶饼，再碾成粉末，
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斗茶
多为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二胜，计算胜
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优
劣为“相差几水”。

斗茶先要比汤色。一般以纯白为
上品，青白、灰白、黄白诸色则等而下
之。汤色纯白，说明茶质鲜嫩，炒的火候
也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
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说
明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
头。此外，还要看汤花，就是茶水泛起的
泡沫,主要是看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
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
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
犹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
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
盏”。如果汤花不能咬盏，而
是很快散开，就会立即出现水
痕，这就输定了。对此，北宋
蔡襄在他的《茶录》中说得很
明白：“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

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
耐久者为胜。”这种比技巧、斗输赢的活动，
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

在武夷山民间流传着一个苏东坡跟
司马光斗茶的故事。苏东坡是著名的文学
家，也是著名的茶人，他跟同是文学家的司
马光斗茶，结果苏东坡赢了。司马光心里
很不服气，他就给苏东坡出了一个难题。
他说：“你看，茶是越白越好，墨当然是越黑
越好；茶是越新鲜越好，墨是越陈越好；茶
是越轻越好，墨是越重越好。这么矛盾的
两样东西，你苏东坡为什么都喜欢呢？”苏
东坡笑着回答他：“奇茶妙墨俱香。茶也
香，墨也香。”可见苏东坡幽默的性格和宽
广的胸怀。

宋代盛行斗茶，饮茶所用茶具为黑瓷
茶具，产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其中最为
人津津乐道的是福建的建窑盏，即著名的
“建盏”。因其色黑紫，故又名“乌泥建”“黑
建”“紫建”。建盏中以兔毫盏最为人称

道。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有放
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
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
茶面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
时。蔡襄《茶录》就认为：“茶色
白，宜黑盏……”

63 斗茶与黑釉盏

双庆刚走，李广清进屋来了，
宝明啊，这马上要搬家了，你得给
我的“大白兔”在新楼区里安排个
马厩。宝明说，搬到楼上住以后就
不种地了，你还养马干啥呢？李广
清说，这“大白兔”跟着我吃苦受累
好多年，我舍不得卖，早当作家庭成员
了，搬家得带着它。宝明说，你这也是出
难题啊，过去住平房，到处乱搭乱建，猪
圈羊圈随便弄，你说以后住楼房了，到处
都干干净净的，在哪儿给你安排马厩？

我家“大白兔”很听话很老实，不会伤
人，我一天看不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再
说了，它还是我的脚力。有一回，我骑着它
去老丈人家喝寿喜酒，回来时晕晕乎乎趴在
马背上，它就把我驮回家来了，我骑着它去
县城买年货，好多没见过马的城里人都追着
看。李广清说得很得意。宝明说，即便是
你的脚力，也不能作为正当理由啊。你把
马拴你楼房屋里还是拴在楼外，邻居们会
同意吗？广清说，我那马不糟害人，你在
楼区里随便选块儿地方就行。

宝明发现广清的眼里含着泪。当天晚
上，宝明召集两委班子和村民代表开会，专
门研究广清养马的问题。大家认为，广清养
马与二侉子养狗不一样，马厩可以在小区绿
地上搭一个，但前提是，必须每天打扫，不能
有异味，骑马遛马不能伤人，在小区内绝对
不允许骑马。广清很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听说允许广清养马，二侉子
恼怒了，嘴巴又失控了，宝明欺负人，对李
姓家族的人宽松，以权谋私，做事不公平。

三驴子火上浇油地撺掇，不如去县里
告状，就说宝明歧视你、欺负你，说宝明肯定
吃了广清的贿赂，不然怎么都是牲畜，为何
养马行养狗不行？二侉子心里还没琢磨好
怎么闹，见宝明从远处过来了，便冲三驴子
眨了眨眼，两人溜了。其实他俩不知道，宝
明心里不仅装着搬迁大事，还关心着村民的
生活小事，尤其关注双庆、梦花和陈晓敏之
间的微妙情事，他想找双庆好好谈谈。双庆
是楼村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于姓将军嫡亲后
代，据说将军是清朝道光年间三品怀远将
军，一等侍卫，将军服上绣着豹子，将军死
后，留下来的将军服、镶着蓝宝石的帽子、花
翎、佩饰等物件就传到了于世林手里。在于
姓家族里于世林是被众人高看的，因为毕竟
将军给于家带来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甚至
是威风，再加上于世林辈分大，说话有分量，
这也成了于世林与李姓家族代表人物李家
喜明争暗斗的资本。双庆是于世林50多岁
才盼来的宝贝儿子，平时很宠着，惯着。双
庆天生懦弱，不善表达，对祖上的荣光也不
当回事儿，为此于世林担心双庆不能把祖上
将军的宝贵遗留传下去。恨不得双庆给他
生个聪明孙子，哪承想，漂亮媳妇跟人跑了。

宝明敲了几下门，喊了几嗓子，双庆！
却无人应答。

9 杂事纷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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