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临近的时候，一天清晨，手机响了，田妈
一下子从梦中醒来。电话是儿子田壮打来的：
“老妈！大喜，今天凌晨2点，您儿媳妇生了个大
胖小子，顺产，母子平安。孩子7斤6两，身长51
厘米。起名田沃，小名沃沃。医生说观察没事就
可以出院了。”

本来还想再睡会儿的田妈，赶紧爬起来翻箱
倒柜，把为孩子出生准备的东西找出来，堆了一
床。老伴儿遛早回来，吃惊地打趣说：“呀，抄家
呢，不过啦！”“嘿，不跟你过啦！”见老伴儿一头雾
水，田妈得意地大声说，“儿媳刚刚生了个大孙子，
你当爷爷啦！”说着就下了命令，“当公公的伺候月
子不合适，你留在家，我得去照顾几天呢！”

田壮是独生子，28岁结婚，8年没要孩子，田
妈眼瞧着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抱上了孙子，自家儿
媳妇肚子没动静，心里这个急啊。盼了8年，这才
盼到了孙子，田妈心里乐开了花。坐在公交车上
也喜不自禁，惹得同座的乘客挺疑惑，田妈全然不
顾，一心想着快些见到大孙子。

下了公交车，田妈又乘出租车向市中心驶去，
经过繁华地段，进入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区，车停在
花园旁边的小洋楼前。田妈拎着大包小包推开单
元楼门，走到儿子家门口，清晰地听到屋里传出来
新生儿的啼哭声，田妈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客厅里，儿子田壮抱着孩子正在来回地溜达，
看到田妈惊喜地说：“妈，您来了，怎不先打个电
话，我去接您啊。”田妈顾不上搭理儿子，放下手里
的东西，赶紧凑上去看孙子。好可爱的小沃沃
哟！身穿乳白色婴儿睡衣，侧卧在爸爸的怀抱里，
大脑壳，柔黑的头发，娇嫩的皮肤。田妈越看越高
兴，小心翼翼地把孙子接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
亲了又亲，稀罕得不得了。

哇哇，孩子啼哭起来，田妈抱着孩子摇着、哄
着，无济于事。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田妈把自己
的手指放在孩子的嘴边，孩子张开小嘴去逮。田
妈马上说：“饿了，奶奶抱你找妈妈吃奶去。”说着，
田妈抱着孙子走进主卧。

儿媳妇仰面朝天躺在床上，身旁一位妇女弯

着腰，正在给她进行乳房按摩。儿媳妇看见田妈，
亲热地说：“妈，您来了。”田妈说：“孩子啊，辛苦
了！”儿媳妇介绍说：“妈，这位是我请的月嫂巧
姨。月子里，我和孩子都由巧姨照顾，您血压高，
见到孙子就行了。”田妈打量着这位月嫂，五十岁
左右，清秀的脸上刻着细碎的皱纹，一头蓬松的盘
发里有了白发，身材适中，一身淡蓝色家居
服，干净利落。月嫂热情地和田妈打招呼：
“您是宝奶奶吧？慈眉善目的，一看就是有
福之人。”巧姨很有礼貌，说话田妈很爱听，
对月嫂顿生好感。

哇哇，孩子的哭声再次响起。田妈急忙
问：“奶下来了吗？孩子饿了。”儿媳妇说：
“有些奶了。”月嫂伸手接过孩子，放在妈妈
的怀抱里，让妈妈喂孩子，孩子的小嘴逮住
了妈妈的乳头，使劲地吸吮着，吃了一会儿奶，孩
子突然吐出乳头，大哭起来。田妈心疼地抱起孙
子说：“这是没奶了呀，我孙子没吃饱，赶紧催奶
呀！”巧姨说：“正在给宝妈催奶哪，您进来时看到
的按摩就是，这是用干花菜和丝瓜一起煮的水，当
水喝，催奶效果挺好的。”说着，巧姨倒了一杯煮好
的水，递给宝妈，儿媳妇用吸管喝了下去。

孩子睡着了。巧姨到厨房给产妇做午饭。一
通忙活后，饭菜端上餐桌。田妈看了看，小巧精致
的花卷、一小盘拌西蓝花、一小盘蚝油生菜、一碗
蛋花汤，色味俱佳，清淡可口，只是太素了，这哪是
月子人吃的呀！产妇需要补，需要催奶呀！田妈
忍不住问：“哪个是催奶的呀？”巧姨笑着指着蛋花
汤说：“这是无花果醪糟蛋花汤，无花果具有下奶
的功效，醪糟是排恶露、下奶也不错的。”田妈对巧
姨的话，半信半疑。她想起自己生田壮的时候，奶
水不行，是喝老母鸡汤、鲫鱼汤才把奶催下来的。
奶水多得经常溢出来，田壮吃得又白又胖。田妈
心想，为了孙子不挨饿，看来，得自己亲自动手了。

说干就干，田妈去菜市场买来一只老母鸡，两
条大鲫鱼，收拾好了，洗干净，放进锅里熬汤。晚
饭时，巧姨端上餐桌的是一小碗粗粮饭、一小盘麻
油菠菜、一小盘炒三丝、一碗无花果醪糟蛋花汤。

田妈也把自己做的饭菜端上餐桌，小米粥、咸鸡
蛋、大盘鸡、鲜鲫鱼，鸡汤和鱼汤热气腾腾，香气扑
鼻。田妈对巧姨说：“您让宝妈喝碗鸡汤，下奶快，
宝妈听您的。”巧姨笑了笑，未置可否。

儿媳妇从卧室出来，坐到餐桌前吃饭，看到一
桌子美味佳肴，说道：“好丰盛啊！”田妈很有成就

感，给巧姨使眼色，让她劝儿媳妇喝鸡汤，巧姨却
装作没看见。儿媳妇吃了几口粗粮饭和青菜，又
端起无花果醪糟蛋花汤喝起来。田妈深深叹了一
口气，心里挺失落的。

田妈住下来了。为了给孙子催奶，田妈变着
花样地熬催奶汤，乳鸽汤、排骨汤、乌鸡墨鱼汤、猪
蹄黄豆汤。可儿媳妇口上夸着婆婆，嘴里却津津
有味地只喝月嫂给她煲的汤。田妈对月嫂就不太
满意了，肯定是月嫂把儿媳妇忽悠住了。

听着孙子的啼哭声，田妈心里更着急了。看
看小沃沃半天没尿尿，水膘也塌下去了，用人体
秤给孙子称了称，比出生时整掉了一斤分量。田
妈赶紧去超市买来婴儿配方奶粉。按照说明，用
小奶瓶冲了30毫升奶粉，正要给孩子喂奶粉，巧
姨走进屋，巧姨说：“宝奶奶，还是让孩子吃母乳
吧，孩子吸吮妈妈乳头，可以促进宝妈乳汁的
分泌。”儿媳妇也说：“妈，不用给孩子喂奶粉，
我开始涨奶了。”巧姨接过孩子，放在宝妈的怀
里。

田妈闷闷不乐地走出家门，坐在公园的
长椅上发愁，越想孙子越可怜，忍不住眼泪
掉下来。儿子田壮找来，看到田妈哭了，吃
惊地问道：“妈，您怎么了？”田妈叹口气，向

儿子说了月嫂不让儿媳妇喝荤汤催奶，还不让
喂奶粉的事。田壮听了就说：“妈，您别着急，我
说去。”

田壮搀扶着老妈回到家，阴沉着脸走进卧室，
只见小沃沃吸吮着妈妈左边乳房的乳头，右边乳
房的乳头滴答滴答，往吸奶器里流奶。儿媳妇惊

喜地说：“奶下来了！”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缓
和了，大家的目光注视着小沃沃，孩子大口
大口地吃着奶，不时发出咕咚咕咚的咽奶
声。很快，吸奶器里流满了洁白的乳汁，倒
进了奶瓶，不一会儿，奶瓶也满了。小沃沃
吃饱了奶，不吃了。巧姨把孩子竖着抱起
来，俯在她的肩膀上，她用一只手托住孩子，
另外一只手握成空拳状，轻轻地拍打孩子的
后背，给孩子拍嗝，听到孩子打出一个响亮

的嗝时，全家人都乐了。田壮脸上也迅速阴转
晴。田妈转忧为喜，高兴地说：“奶下来了，省心
了，我孙子有饱奶吃了。”

巧姨对田妈说：“宝奶奶，这回您放心了吧！
您闹得我都没主意了。宝妈乳腺管没有畅通时，
要吃清淡的食物，不能喝荤汤大补，容易堵塞奶
管，得乳腺炎。”田妈觉得巧姨说得有道理，感觉
自己的那些老例、老习俗，真的落伍了，不好意思
地笑着说：“给您添麻烦了。晚饭，我给您炒俩家
乡特色菜。”巧姨说：“好啊！我向您学两手。”屋里
响起一阵欢笑声。

一晃孩子出生12天了，田妈想到老家的风
俗，12天，小满月。上午10点多，满屋子阳光，大
床晒得暖烘烘的。巧姨给宝宝洗完澡，擦上润肤
霜，光着身子，放在床上晒太阳。田妈拿出自己给

孙子做的小衣裳说：“今儿，小沃沃12天，穿夹袄，
长大有礼有面。”巧姨接过衣裳看看，大红色的夹
袄、夹裤。夹袄秃噜边，夹裤带袜脚，做工精细，大
小合适，不禁夸道：“宝奶奶手真巧。”巧姨话头一
转又说，“不过您做的衣裳，早就不时兴了。您瞧
瞧，宝妈给宝宝买的衣服，样式新颖，面料柔软轻
盈。”说着，她拿出几件婴儿睡衣、婴儿连体服，给
田妈看。田妈挨件看了看，摸了摸，说道：“还真是
又好看，又软乎。”儿媳妇说：“宝奶奶做的小衣服
好看，我喜欢。今天小沃沃就穿奶奶做的夹袄、夹
裤，长大有礼又有面。”巧姨立即给宝宝穿上夹袄、
夹裤，还戴上了老虎帽。小沃沃好漂亮呦！红红
火火，就像年画上的胖娃娃。

田妈拿出自己准备的一沓褯子，对巧姨说：
“这都是纯棉的，开水烫过，您也不给孩子用？”巧
姨说：“社会在发展，现在的育儿观念和过去的不
一样了，现在的孩子，家里条件好的，都用尿不湿
了，好用、透气、省事，吸水性好。能够让孩子皮
肤保持干燥和卫生。”田妈说：“过去的孩子都用
小被裹起来，现在的孩子也不裹了，要是罗圈腿
怎么办？”巧姨说：“您是说蜡烛包。”田妈说：“什
么是蜡烛包？”巧姨说：“过去在包裹孩子的时候，
将孩子的双腿拉直，双臂也拉直，用小被将孩子紧
紧地裹起来，再系上带子，这样孩子就是一个完全
绷直的状态，全身被包裹着，只有脑袋露在外边，
看上去就像蜡烛一样，所以叫蜡烛包。其实，蜡烛
包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十分不利的，和罗圈腿没
什么关联，罗圈腿是由于缺乏维生素和钙质等问
题导致的。”田妈说：“和您聊天真长知识。”巧姨
说：“我也是经过学习、培训，才转变观念的。您看
不包裹孩子，宝宝伸伸胳膊、伸伸腿，四肢多自
由，多舒畅啊。”

田妈爱抚地看着大孙子，小沃沃手舞足蹈，
开心地笑了。田妈高兴地给孙子唱起儿歌，儿
媳妇和巧姨也拍手唱起来，小沃沃被快乐的气
氛所感染，撒着欢地笑，大家唱得更带劲儿了。
屋子里充满了欢乐，田壮赶紧用手机拍下了这
美好的时刻，传到亲友圈里。

入冬时节，正好迎来今年的第一场雪，而
且还是一场暴雪。清晨起来，望着地上铺满
的厚厚积雪和漫天飞舞的雪花，临近退休的
我，突然产生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和冲动，想
疯狂一把，像孩子们一样玩儿雪去。于是，我
和夫人就去拍雪景。

我们先来到海河边，想欣赏母亲河的雪
中景色，站在横跨海河两岸的大沽桥上，放眼
望去，漫天大雪犹如千团柳絮纷纷落、万片鹅毛满
天飞，两岸景物皆笼罩在雪帘雾障中，被遮盖得严
严实实，让人分不清哪儿是河，哪儿是楼。没办
法，我们只好就近来到河边的富民公园，在茫茫的
暴风雪中，银装素裹的公园里鲜有几个人影，走近
一看，竟还都是和我们年纪相仿、成双成对的夫妻
组合，其中有一对老夫妻，他们踏着厚厚的积雪，
手牵手，相互依偎，漫步在冰雪覆盖的公园那弯曲
的小径上，天空中飘下的雪片，像祝福的花瓣撒落
在身上，他们在朔风凛凛、瑞雪霏霏的风雪中，大
胆地秀着恩爱，真有点雪中即景的感觉，看着他们
亲昵的样子，着实让人嫉妒。

再往前行，不远处又看到一对老两口，妻子穿
着靓丽的红色防寒服，丈夫则身着耀眼的黄颜色
外套，正在风卷着纷纷扬扬的雪花里摆拍，红黄搭
配，在白茫茫的风雪中格外扎眼，一看就知道是有
情韵的两口子。只见丈夫不时地从双肩背的挎包
里，给妻子拿出各种颜色的纱巾，妻子则摆出不同
的pose造型，纱巾随着漫天雪花随风起舞，勾勒
出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画面，让人感到惬意。平时
借用免费模特的机会不多，我赶紧用相机留下这
美丽“冻”人的影像。无奈，当时的风雪太大，飞雪
多次把相机的镜头糊住，我抢拍了几组照片后，不
得不暂停雪中拍摄，溜之大吉。

回到家时，风雪也已渐弱，心存不甘的我，又
拎着相机跑到小区，寻找可以拍摄的景致。机遇
绝对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我来到枝头挂满雪朵、
青松翠柏一身银装的小广场，一对正在风雪中练
响扇的老夫妻，让我眼前为之一亮。在缤纷的雪
花中，60岁开外的老妇人，身着粉红色的练功服，

正敏捷地做着各种动作，手中的响扇被她甩得噼
啪作响，一招一式干净利落，让人无法与她的实际
年龄相联系。老伴儿则在一旁为她站脚助威，不
停地叫好，还不时地叮嘱她，注意脚下别滑着，场
面很是温馨。

我拿出相机，对准雪中舞者，不停地按动快
门，记录下老妇人完成的每一个精彩动作。老妇
人见到有人为他拍摄，更加来神儿了，不断更换着
花式。稍作休息时，我上前搭讪，询问其年龄，她
老伴儿用自豪的语气，并带有几分心疼的成分说：
你看她都六十多了，还这么“玩命”。听后，我从心
里敬佩他们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还记得常常出现在当代舞台，展示自我的清
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那些让年轻人敬重和
羡慕的爷爷奶奶，他们平均年龄75岁，虽然都已
退休多年，年事渐高，但舞台让他们得以充实、自
我，焕发出青春活力。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让
他们唱出了激情、唱出了心声，重现往日雄风。

近日参加了一位老领导的聚会，还差一个月，
这位老领导就将80周岁，几个小字辈凑在一起，
为老领导80大寿提前预热。因为知道老领导爱
吃烤鸭，就找了一家新开张的烤鸭店，一个不知详
情的朋友点菜时，只点了一只烤鸭，熟悉情况的朋
友则提醒他，还得再加半只。席间，8个年均60岁
往上的老人家，又添了两次烤鸭，总共两只半，还
不算其他菜肴。老领导和老伴儿吃了将近一只
半，看得确实有点吓人，但熟知老领导的人都认为
很正常，80高龄的老人不仅能吃，还能玩。他每
天坚持写字、作画，一周还要打两三次高尔夫球，
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声如洪钟，走路更像是和小伙

子一样。最让人敬佩的是，老领导的性格开
朗豪爽，不拘一格，没有领导架子，和谁都能
聊到一起。不认识的人或许会认为，他只是
个邻家爱吹牛的老头儿。老领导常说：人要
为自己活着，而活着就要自由自在，不要过多
设计。我觉得这话有道理，并有佐证。1994
年，我随团出访加拿大的密西沙加市，接待我
们的该市市长是一位70多岁，并已连任三届

的老夫人。这位老市长满头银发，嘴上涂着浓浓
的口红，身穿一身大红的裙装，鲜艳的衣着衬托着
银色白发，显得格外高贵典雅。这让第一次走出
国门的我，感受到什么是世界的五彩缤纷，一下颠
覆了我以往的漂亮打扮只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
人不需打扮的传统观念。老夫人的这身打扮，在
当时还未完全开放的国内，肯定会遭到非议。

我觉得，人老了更需疯狂。老年人虽然青丝
已去，白发染头，一腔热血东流，但是千万不要失
去青春的激情，淡化中年的劲头。当下老年人要
改变过去一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就找不到自我
的萎靡状态，甚至认为退休后，就只有给儿女当保
姆的份儿。

有网友说得好：老年人要多想一些开心事，莫
为生计去发愁。凭借一个好身体，多吃一口是一
口。夕阳路上，快乐向前。不留遗憾，不留后手。
活一个寿比南山松不老，乐一个天长地久常聚
首。人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出精气神，这应该
算是当代老年人晚年生活需要把握的新理念。

老年人应该把退休之日，当成第二春到来之
时。“老来俏”不仅是个人身心健康的需要，更是现
代文明的体现，换上一身时尚行头，不仅会让自己
容光焕发，而且通过这种爱美心态，也佐证了自己
不老的心理年龄。在美化自己的同时，势必也美
化了社会，老年人应该努力成为当代社会一道靓
丽“夕阳风景线”。

只有开心快乐，才能延年益寿。人到晚年，要
是谁能做到可写文章锦绣，能知四海波澜，可在蓝
天行走，说明谁活得一定成功。愿大家都能做一
个张狂、成功的老年人！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著有长诗《在俄罗斯，
谁能幸福和快乐？》，他找遍俄国，最终找到的快
乐人物竟是枕锄打瞌睡的农夫！也许涅氏不完
全是讥讽朝政。中国古话有“无
智者无忧”，农夫强壮的体魄和
简朴的生活，至少能够使他不至
于像贾府的林妹妹那样患肺病，
吐血。

究竟何为快乐？当代人似乎
对此有两点说明：一是金钱的积
累可以给人快乐；二是权力的掌
握能够给人快乐。殊不知，金钱
固然可以买到许多肉体享受的东
西，但我也曾听到过某位腰缠万
贯的个体户感叹：“我现在穷得只
剩下钱了！”这是对金钱快乐观的
最佳注释。说到权力，其实是一
种责任，如果不是滥用权力以权
谋私的话。权力愈大，压力愈大，
“快乐”是谈不上的，“沉重”倒很
真切。不信请哪位青年朋友去同
本单位的负责人推心置腹聊聊，
一定会认同我的判断。

金钱与权力并不意味着快乐，这是千真万确
的。当然，把金钱和权力当做自己奋斗的某种标
志，或青年朋友在自己的人生设计初始，愿意当
名企业家或掌权的干部，并利用这种优势为社会
服务，我绝不反对。

快乐其实源于我们对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参
与和热爱，以及对周围事物兴趣浓厚的欣赏。有
位哲人论及“笑”时，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孩子
比成人笑得更爽快、更厉害，笨人比聪明人爱笑，
老百姓比达官贵人爱笑，天真淳朴的人比矫揉造
作的人爱笑，善良的人比记仇、善妒的人爱笑。
他实际上说出了快乐的某种真谛。

试问一个人一天到晚故作深沉皱着眉头，以
为自己肩上承受了全人类的苦难，他有什么快乐

可言？或者猜忌怀疑，刻薄成性，或者斤斤计较，
事事“拔尖儿”，当然更谈不上快乐。

快乐存在于你周围的一切事物之中，关键
看你能否有慧眼去发现，用慧心去
寻找。

公园里一群找乐子的人，拉着
胡琴进行京剧清唱，他们全副身心
地投入到“西皮流水”和“二黄导板”
的唱腔里，他们的快乐洋溢成和谐
的气氛，直遏云端，让旁观的人们也
感到心旷神怡。

马路边上爆米花的小伙子，面
容黝黑，手脚不停地为孩子们爆米
花，他被孩子们崇拜着。“砰”一声巨
响，米花白花花地倒进孩子的盆子
里，也倒入到童心的愉悦中。我认
为小伙子连眉眼里都浮现出由衷的
快乐！

立交桥上一辆上坡的三轮车，
上面有位老人吃力地蹬着，两个小
学生匆匆跑过去，帮老人把车子推
上桥头，然后像小鸟一样快乐地飞

走了。他们把快乐输入给了骑三轮的老人，因此
他们共同享有了快乐！

这就是生活，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生活，快
乐不正像珍珠一样蕴藏在里面吗？给予别人快
乐的人，自己往往获得更大的快乐。更何况，还
有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给予人的灵魂丰富的
快乐呢？

如果你时常郁闷不乐，对生活毫无兴致，可能
要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当
然也包括思维方式，那必定是某一方面出了毛病。

快乐地面对人生，把微笑留在唇边，说到底
是一种自信和自尊。

2022年在向我们招手了，我要真诚地祝福
朋友们：新年快乐！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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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比许广平大十七岁。
1923年秋天，鲁迅在北京女子高
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讲课时认识了许
广平。1925年 3月，许广平写信
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有了进一
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
了突破。由于鲁迅的原配朱安无法给
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提供慰藉和理
解，于是许广平取代了她。鲁迅和许
广平从一开始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发展到异性间的愉悦与追求，有一个
过程。

当许广平于当年4月 10日署名
“小鬼（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许广
平”，紧接着4月12日拜访鲁迅在西三
条的住所，16日敢用“‘尊府’居然探
检过了”的戏谑口气后，师生间严肃与
庄重的气氛中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亲昵
感情。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旧历端
午，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
和俞氏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吃饭，
鲁迅因高兴而稍多喝了一点，于是“拳
击了”俞芬、俞芳二姐妹，又“按小鬼之
头”，许广平等以为鲁迅喝醉了而“逃”
走。此后许广平给鲁迅写信大概很是
作了一番文章（信佚），鲁迅则申辩：
“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
‘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
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
知之！”（1925年6月28日鲁迅致许广
平，见《两地书》）同时对“拳击”俞氏二

姐妹作出辩解：“该两小姐们近来倚仗
‘太师母’之势力，日见跋扈，竟有欺侮
‘老师’之行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
保架子而维教育也。”足以证明鲁迅和许
广平的感情已经相当深厚，竟然担心对
方误解，需要澄清了！

二人确定恋爱关系后，北京是不能再
待下去了，因为鲁迅的妻子和母亲都在北
京，维持两个家庭显然多有不便；与周作
人失和已经三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共
同的亲人，共同的朋友，处境还是尴尬的；
对别人的非议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许广
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
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
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
活积聚一点必要的钱。”（《关于鲁迅的生
活·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旧话》）离
开北京正是他们商议的结果。

鲁迅过生日时喜欢邀请客人到家
里来。

作家李霁野1993年9月回忆说，他
1924年翻译《往星中》一书时，曾得到鲁
迅先生的帮助。有一段时间，他和韦素
园、台静农几乎每周都要去拜访鲁迅一
次，每次去，鲁迅都显得很高兴，他谈兴
很浓，往往到深夜还不肯让他们离去。

38 确定恋爱关系

盖碗，盖呈碟形，有高圈足做
提手；碗大口小底，有低圈足；托为
中心下陷的一个浅盘，其下陷部位
正好与碗底相吻合。康熙时期的
盖碗，带托者较少；雍正以后，托才
被普遍使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
藏一个乾隆霁蓝釉描金银图案盖茶碗，
造型规整秀美，金银图案富丽堂皇，绘画
严谨细致，盛世特征鲜明，给人以华贵、
奢靡之感。

谈到盖碗，前面提到过，在《红楼
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
姥姥醉卧怡红院》中,写贾母带刘姥姥、
贾宝玉等人至栊翠庵喝茶，在妙玉的安
排下，“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
碗”。前面也讲过，这里所说的“官窑”，
应指清代宫廷烧造专供御用的瓷器。

清代也是紫砂茶具制作的辉煌时
期。清代紫砂茶壶品种日益丰富，茶壶
造型、制壶技艺和装饰手法多姿多彩，有
风格、有特色的制壶名家灿若繁星。康、
雍、乾时期以陈鸣远为代表，嘉、道时期
以陈曼生为代表，形成清代紫砂壶艺两
大高峰。陈鸣远、陈曼生等巨匠把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融入茶具创新
的过程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紫砂壶艺
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在紫砂壶
上为中国优秀文化创造出一个
新的载体。历史地看，清代紫
砂茶具的发展速度之快、茶壶
造型之丰富、文化人参与之广
泛和深入、文化品位之高、对世

界和对后世影响之大，要远远超过清代瓷
质茶具。在清代思想文化禁锢较多，后期
文化、工艺走向衰落的大形势下，被视为地
方窑之一的宜兴窑制作的紫砂茶壶却呈现
出百花齐放、群芳竞艳的局面，这不能不说
是中国文化史和工艺史上的一大奇迹。

自清代开始，出现了福州的脱胎漆茶
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椰子、贝壳等
生物茶具，使中国茶具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清代民间的“茶担子”，体现了组合茶
具的特色。如扬州的“茶担子”，也叫“游山
具”，担子两头各有一个上、中、下三层的木
框子。前头上层放着小颈、环口、修腹、带
风门的铜茶罐子，“旁置火箸二，小夹板
二”；中层“贮锡胎填漆黑光面盆、浓金填掩
雕漆茶盘”和手巾；下层为椟，藏宜兴砂壶
和柴炭袋子等。后头上层“贮秘色瓷盘
八”；中层置“填漆黑光茶匙、锡茶器和取火
刀石”；下层贮铜暖锅等。扁担上还挂着斑
竹烟袋和大小蒲团。每逢担子一出，人们

争相拥来吃茶。
清代，与茶具有关的名人故

事，流传下来不少。如“张之洞
戏考官”，说的是清末名臣张之
洞，从小就聪明好学，显示了出
众的才华。

73 清代茶具丰富多彩

天快黑了，双庆还没回来，陈
晓敏焦躁地站在门口张望一会儿，
回屋把音响打开，小酒馆里飘起抒
情音乐。这时，二侉子来了，点了
俩小菜，一瓶二锅头，就喝了起来。

晚上九点多，二侉子才走出小
酒馆，一路跌跌撞撞，骂骂咧咧，找不到
自己的家门，就高声嚷，哪个门口是我
家？我是谁家的？然后趴地上就吐，身
上滚成泥球。他爹出来连拖带拉，连嚷
带骂，把他拽回家。二侉子臭气熏天地
倒在炕上鼾声如雷。二侉子长得并不
丑，个儿高还帅气，就是从小不喜欢读
书，混了个初中毕业，整天游手好闲，在
村里没少惹是生非。娘对他娇生惯养，
但是他爹没少拿赶羊的皮鞭子抽他。
二侉子喜欢在小酒馆说一些荤段子，更
喜欢在里面玩牌，即便每次输个精光，哪
怕赊账也不离开小酒馆。二侉子不知
道陈晓敏心里多么腻烦他，依然我行我
素，抓住一切机会坚守在小酒馆，慢慢地
接近陈晓敏，不停地献殷勤，只要见到陈
晓敏，就呲牙咧嘴地笑。每次临走也要
倒上一盘花生米，弄半斤猪头肉，拿上几
根火腿肠，提一瓶白酒，外加几瓶啤酒。
每当他走出门外，陈晓敏都在身后狠狠
地剜他一眼。

第二天临近中午，宝明来了，进门就
说，嫂子炒的菜可真香啊！我早就饿了。

陈晓敏死去的丈夫和宝明是本家，
论辈分也是平辈。宝明正要往里走，被
陈晓敏横拦住了。宝明笑着说，怎么？

不欢迎啊？陈晓敏说，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宝明郑重其事地说，嫂子，我是来跟你谈小
酒馆拆迁的事。陈晓敏说，我可不想糊里糊
涂收点儿钱就把小酒馆拆了，不答应我的条
件，决不搬家。宝明说，你别坚持了，小酒馆
原来就是民居，改作商用，按政策是不给增
加补偿的。但是，我们支部会、村委会研究，
又请示了镇领导，决定给你一些装修和经营
补偿。陈晓敏问，给多少？宝明说，你看啊，
楼村总共有五家店铺，小百货、豆腐坊、木匠
铺，还有手机维修店，基本都是这个政策，每
平方米增加五百元。大家都看着你呢，你是
敞亮人，不会让我太为难，对不对？再说等
搬到楼区后，你在楼区门口旁边接着干小酒
馆。陈晓敏一听，眼睛亮了，真的吗？宝明
说，绝对是真的，楼区门外有不少门脸房，大
家到那儿还可以接着干，我给你提前预留一
个。陈晓敏笑了，你早说啊，省得三番五次
找我谈，你又知道我是痛快人，好好好，就这
么定了。嗯，还有个事，你给派出所打个电
话，问问双庆怎么还不回来啊？

宝明拨通了所长的电话，嗯，啊……
谢谢所长，双庆是老实人。然后告诉陈晓
敏，放心吧，双庆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嫂
子，双庆回来晚一点儿，你就这么揪心啊。
陈晓敏的脸腾地一下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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