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陈道华老师是我一生的幸运。上个世纪80年代
初，我在职工夜校补习高中课程，一篇散文得到了老师的
赏识，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因此，我们就熟悉起来。

陈老师衣着特别简朴，说话就笑，特别是他唤我“石
子”，使我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有一天，他说，我推荐
你去县里当秘书吧。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这种性格的
人做不了秘书吧。可能陈老师对我的性格
有了一些了解，后来就没再提此事。过了一
段时间，陈老师准备召开县业余作者文学创
作研讨会，让我去参加。周日那天我准时到
达。研讨会上，他提到徐连仲发表的作品小
话剧《咋说咋办》，孙会元发表的《一封未发
出的信》，戴冠伟发表的小戏等。后来宣读
我的作品，然后，大家提出意见，共同探讨，
气氛热烈，参加研讨会的人充满信心。我创
作的小说是《洒在故乡的泪水》，陈老师谈吐
幽默风趣，边解读，边指出毛病，告诉我用散
文式的语言写小说，言词一定要优美，激起
我的创作激情。

一天晚上，我拿着作品去找陈老师。闲
谈中，陈老师问我，你去党史办工作吗？那里
资料齐全，有很多的创作素材。我说，去吧。
过了两天，陈老师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不
是。不是党员不行，沉默了一会儿，陈老师
说，这样吧，你到文化馆跟我编报纸吧！我以
为老师只是安慰我，顺口说的。不到一个月，
他告诉我去办手续，到文化馆报到。那是1984年春天，刚
过新年，我利用一上午时间就办完了调动手续。

然而过了春节，我突然病倒了，那时我住在文化馆，是
正月十五晚上，胃口疼得出虚汗。晚上，陈老师来看我，发
现我没有点煤球炉子，说这怎么行，你首先要把办公室弄
暖和呀！单位进的都是煤面儿，太湿了把火压灭，太干了
一捅就呼噜一下漏走了，几次试验失败，就一直忍着不点
煤火了。后来他让我上医院，我执意不去，陈老师就在附
近找了个大夫，给我打了两针，又等我吃了药，这才放心地
离开。

陈老师特别爱护人才。文学研讨班先后有300多人，
有的在县委和政府机关谋职，有的在某局任职，特别是几
位大师兄，是当年文学创作的佼佼者，有的在工厂，有的在
建筑队，都是老师推荐出来的人才，从而改变了人生命运。

陈老师文笔非常好，创作范围也比较广，杂文、诗歌、
散文诗、散文、报告文学、话剧等，几乎都有涉猎。诗歌
《黎明》等作品，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许多作品陆续在全
国省市级报刊、杂志上刊登。纪念根治海河10周年专稿，
发表在《河北文学》特大专号上。1972年，他创作了大型
话剧《龙湾之春》，在当时引起轰动。

陈老师主编了报纸《宁河文艺》、杂志《风帆》等。尤其
推崇李振起和刘宝迎的农村小说，每次见到他们的稿子就
给我们朗读，那情景比自己的作品发表了还兴奋。作为宁
河文学辅导员，他公正无私，乐于助人，每当发现一名作者
他就极力赞扬，积极推荐给用人单位。

在市文化局、群文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主办的“南开
杯”全国业余话剧小品大赛中，他不辞劳苦推出了《害虫》
和《罚款》。他总为作者着想，为作者所急，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法，开拓业余作者的视野，他曾请蒋子龙老师
到宁河讲文学课，还亲自带领我们到天津青年宫，去听蒋
子龙、冯骥才、鲍昌、理由的文学授课，还组织我们到北京

大剧院观摩话剧《狗儿爷涅槃》。
陈老师喜欢乡土文学，他对宁河文学创

作以及业余创作队伍的关心和培养，其影响
不容置疑。他一直在宁河倡导的农村小说和
乡土特色，更为宁河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骨
干。因为他的倾心付出、爱惜人才、为人诚
信，宁河出现了文化高潮，涌现出众多的文学
爱好者，文学成就可观。后来，我也创作出版
了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

谈到对宁河文化界的影响，陈老师功不可
没，虽说宁河历史上就是个文才辈出的文化之
乡，但之前文人的出现从没有这么大规模，文
化的氛围也从没有这样浓厚过。在他之后后
浪奔涌，宁河出现了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和知名
作家，而且越到后来越呈现出了发展趋势。参
与的人越来越多，文字质量也越来越好，宁河
文化氛围自然也就越来越浓，于是，宁河“文化
之乡”的美誉，也就更加响亮了。宁河评定为
文化模范县后，陈道华这样说：宁河在天津占
有经济优势，更占文化优势，应该努力建成高

级文化，打造出宁河“文化之乡”品牌。
每个人生来都有一片土地，藤蔓爬得再长远，根植的

土地也是基础，那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陈老师对故乡宁
河作出的贡献，在于他栽桃种李的无私奉献，因此他让宁
河人敬佩的不只是个人成就，更是他的人格和胸怀。

陈道华推崇孙犁的创作风格，常以《荷花淀》为例，给
县业余作者讲课。实践乡土文学和创建其体系，带领业余
作者攀登高峰。陈老师付出太多的精力，终于在退休后不
久就病倒了，两次犯心脏病，医生都下过病危通知，初始的
几年里，陈老师顽强坚持与病魔作斗争，我也常在文化馆
门口打个三轮到老师家，然后陪他一起到县医院检查。

陈道华珍惜自己的时间，但在培养晚生的创作上从不
吝啬时间。且循循善诱正确引导，他还这样提醒：不是说
只要努力就可以当作家，有的人想搞文学，但他缺乏形象
思维，并不适合搞文学。良禽择木而栖，改行也能大展宏
图。我踩出的路，并不希望追随者络绎跟随，只愿现身说
法，此路可通，后来有人。他还说：我愿做产生未来的天才
的一片泥土，而且努力使这一片泥土更加肥沃。

陈道华对故乡宁河情有独钟，宁河人也因他而自豪。
自从宁河出了个陈道华，宁河在天津文化和宁河文学中的
地位逐步提升，他开创宁河乡土文学流派，以深刻的文学
思想奠定根本，产生了爱上一个人，就爱上一座城的动
力。陈道华老师虽然去世了，但他所留下的文化种子，却
早已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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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父亲来市里看病，他最近总
是腹部疼痛，吃了好多中药，也还是不能
见效，我提议让他做个全面检查。如果换
作以往，父亲是决然不会同意的，毕竟去
一次医院，就得花很多钱，但这次他却没
有执意反对，因为害怕是癌症。

父亲已经五十岁了，古人说，五十而
知天命。我认为这话不对，身处这滚滚红
尘，谁又能真正知晓天命呢？看着父亲此
时此刻的样子，我一阵恍惚，恍然之间，好
像又回到了很多地方，想起了许多故事。
故事里，有我，也有他。

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上学时成绩
极好，可却因为无法负担学费而不
得不退学，后来偶然得到了村里民
办教师的资格，月薪七十二块五。
那时候年幼的我总是跟他一起去学
校玩，每到山路，父亲便会蹲下身背
着我走。刚上学时我写不好数字
“3”，有天晚上，他放学回到家，将烟
盒撕开，趴在炕沿上把着我的手教
我，我心里害怕，越害怕就越写不
好，他气得不停打我的手，我一边
哭，一边写，居然就会写了。我很怕
他，似乎那时候的他，留给我的印象
便只有严肃。

后来，我们县政府盖大楼，资金不够，
只好在民间筹钱，通知全面取消民办教
师，但是如果你肯缴纳一万块钱，就可以
正式成为教师，我家没钱，只好选择下
岗。我记得那天我们一家在乡里街道上，
总校校长对父亲说了很多话，父亲在一
旁，神情落寞，不住点头。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画
面，那种当时理解不了的落寞，像是电影
定格一样，深深地刻印在了记忆之中。
然后，父亲就成为了一名工人。初二那
年，我在距家三十多公里的隔壁乡上学，
离家太远，又没有交通工具，只好每周都
提前一天返校。有一次，跟乡里几名同
学约好，搭车一起返校，可当我走到离家
十多里地的乡里时，却发现所有同学都
早走光了。

天色已黑，外面是万家灯火，街上行
人纷纷回家吃饭，唯独我站在原地不知所
措，心里万分委屈，想走到学校去，可是太
远，想回到家里，但是第二天还是需要返
校，况且走回去也得一个多小时。没想
到，父亲却正好从外地打工回来，他骑着
摩托车，想要载我回家，我执意不回，无奈
的他只好将我送往学校。

初三那年，刚刚开学，他来到学校，跟
我商量转回本地，虽然本地教学质量和学
习环境都很差，但也因为此，可以争夺一
中指标。看我同意，他又神色复杂地对我
说，希望将来我别怪他。果然，我在本地
学校染上了许多恶习，成绩一落千丈。有
一天，我正在网吧上网，一抬头，猛然发现
一脸怒气的他正站在我旁边，他愤怒地将
我打到学校，学校要将我开除，他不断给
学校领导赔礼道歉，卑躬屈膝。那些领
导，都是他当初的同事。一向好面子的
他，因为我，颜面尽失。

中考那年，我没考上县一中。他躲在
房间不肯理我，也不吃饭，就那样在炕上
躺着。最后，还是选择了自费供我去一中
上学。他将我视作唯一的希望，希望我可
以考上大学，走出山沟，也圆他的一个大
学梦想。他盼望我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
运，可这些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完全不
能理解的。

由好变坏易，由坏变好难。在高中，
我还是不肯学习，并且惹是生非，经常被
请家长。终于，我和学校都已无法再忍受
彼此，颤颤巍巍地拨通他的电话，说：“爹，
我不上学了。”
“退学”，这个词说得轻巧，在他心里

却无比沉重，是那种很多年以后我才略微

懂得，令人根本不能接受的沉重。即使当
时的我们都明白，退与不退，结果并不会
有何不同。然而，就好像是一层窗户纸，
虽然很薄，但假如你将它捅破，那些不能
接受的真相便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让人
无处躲避。

那时他刚在工地下工，听到我终于捅
破了这层窗户纸，沉默半晌，用一种非常
复杂的语气说：“你也不用叫我‘爹’，我不
配做你父亲。”语气中饱含着愤怒，更多的
是无可奈何，像是放下，更多的其实是放
不下。

我脑子“轰”的一声，大脑一下子变得

空白，一瞬间，又好像有无数种情绪涌进
心里，无处宣泄，也无法宣泄。于是，我狠
狠地抽自己嘴巴，哭着对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停地道歉，电话那头却只传来了
几声虚弱的叹息。

我后悔了，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母
亲跟我说，那天工地上一块儿模板擦着父
亲的鼻子尖掉了下来，差一点就……记得
那晚我一宿没睡，躺在宿舍的床上，一直
在想，人们都说“四十前看父敬子，四十后
看子敬父”，那么我呢？父亲那样骄傲的
一个人，他将全部的精力和希望都倾注给
了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我的回报吗？

他把希望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转交给
我，却被我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还用脚在
上面碾来碾去，然后告诉他，他的所有努
力都是白费的，他的一切付出都是毫不值
得，并且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不明白一个
人失去所有希望是什么感受，因为我还没
能到那个年纪。

刚被开除时，我要去工作，他决意不
允，我强烈要去，因为想证明一下，即使不
上学，我也可以做出成绩。家乡只有一辆
早上七点通往县城的班车，离我家大概八
里地。那天早上五点我便起床，然后靠在
柜子上，他装睡不理我，母亲说要给我煮
碗面条，我说不吃。靠在柜子上的我看着
躺在炕上的他，盯了半天，然后跪在地上，
对他和母亲说出了那句憋在心里好久的
话：“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儿子不孝，你们
对我这么大期望，可是我总让你们失望。
以前上学时我没能给你争气，我发誓，在
外面一定努力，以后我一定会争气的！”

山里的冬天，早晨特别冷，特别黑，母
亲执意送我，但是她胆小，只好拉着家里
的狗做伴。我突然想到，在我刚上高中
时，是他送我坐上的班车，那天班车人满
为患，他跟我约定，让我挤上车去，他会把
行李放到后备厢。那时他满脸希望，希望
我好好学习，希望我出人头地。而今天，
时隔不长，坐车的主角没变，心态却早已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我找到的工作是在县里唯一一家杂
志社做记者，这只是我对他们的说法，其
实真正工作是跑业务。那一年，路痴的我
将整个县城，以及周边乡镇绕了好几遍，
几乎每家店铺都去过数次以上，想要让他
们在杂志上投广告。冷言冷语是常态，有
时候刚一进门，就被视为仇雠、当作猫狗
一样大骂出去。这让刚接触社会的我难
受不已，可骨子里的倔强却不允许退缩半
分，内心里咬牙告诉自己一定要争气，一

定要争气。
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总是说自己过得

很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脑，不累，也
不苦。其实却悔恨和委屈交加，经常晚上
一个人猫在被窝里哭。第一个月，我得到
了1450元工资。那一年，在网上看到了
中国少年作家杯的大赛信息，心怀忐忑地
投递稿件，侥幸获得了一等奖。我无比兴
奋地给家里打电话，母亲接到电话，我说
让父亲接。那是印象中第一次主动跟他
通话，我语速极快，对他说：“我获得了中
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要去人民大会堂
领奖！”电话那头沉默一会儿，然后说：“好
好努力吧，我相信你。”

就这一句“我相信你”，让电话这
头的我，眼睛控制不住地流泪，不停
地揉啊揉，也还是于事无补。

前些天，父母来市里时，我买了
螃蟹，还有皮皮虾，两个人吃得特别
开心。父亲爱吃肉，常常可以一个人
吃一大碗。去年夏天，我买了个烧烤
炉回家，给他做了几次烧烤。他吃得
很满足，一边吃着，一边说这些肉如
果在烧烤摊，恐怕得多少多少钱。然
后又说，自己在工地上，舍不得去吃

这些东西，因为太贵了。
我想到自己每天在外，吃这些东西吃

到发腻，与朋友聚会或者应酬时，经常只
点一碗炒面，可这些东西，父亲活了五十
岁，却也没能大快朵颐地吃上一回。我笑
着跟他说，你在外面想吃就吃，钱是赚不
完的，身体最要紧。不然身体糟蹋坏了，
以后还得把钱送给医院。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室外摄氏温度
达到了五十度，人们在室内吹着空调也无
法吹走那些热气，他却还是在工地上做着
苦力。我不放心，给他打电话，说您注点
儿意，市里都有汽车自燃了。他说没事，
让我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天是他生日，我
并没有祝他生日快乐，因为我知道，他不
快乐，我也没资格去祝福。

后来，老板看我表现不错，把我从业
务员提成了编辑。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
己，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成功。每天发了
疯似的学习，早上六点钟便起床看书背
书，凌晨三点才睡。这导致了我神经衰
弱，睡眠很浅，也很少，不过也使我的知识
得到了很大提升。

那年，我执意要去西藏工作。母亲舍
不得，一直哭。后来我才知道，那阵子他
也十分难过，觉得西藏离家太远，担心和
不舍相互交织，可是作为一个大男人的
他，又不敢像母亲那样表现出来，只好背
地里自己偷偷难受。

我们父子二人无比相像，都那么倔，
感情充沛，却又不肯流露出来，整日用一
层严肃的伪装将自己裹住，把所有的情绪
都憋在心里。其实仔细想来，若没有他当
初那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真不敢想象今
天的我会是怎样。

有一天，妹妹给我发QQ说：“爸爸摔
了。”正在西藏的我，像是雷击一样，赶忙
给他打电话问怎么样，他笑着说：“没事，
就是不小心摔倒了。”那天他早上要出门
打工，由于天黑，不小心掉到了将近两米
深的河沟里，沟里乱石丛生，摔断了腿。
这如果是碰到了头，简直不堪设想。后来
他经常说，在医院的时候，疼得想哭，好几
个人都按不住。我没办法想象这种疼痛，
我只知道他一向坚强。可是这些，在电话
里，他全没有说。甚至怕我惦记，
还不得不强忍着疼痛，装作一脸
轻松地笑着告诉我，他没事。

有一年，我跟人在外地租的
房子里谈合作，父亲正好过来送
核桃，局促不安地坐在沙发上低
头玩手机。直到过了很久，母亲
才说，那天父亲回家不停夸我，说

我真的长大了，成熟了，再也不是那个小
孩子了。虽然我没看见，但我可以想象，
他的语气里一定充满着兴奋和自豪。

那天晚上，我带他去饭店吃饭，父亲
一边点菜，一边心疼，神色间带有窘迫，那
个我印象中顶天立地、说一不二的形象，
好像从没有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
老了，虽然我们彼此都不愿将这个事实说
出来，但是岁月无情，奔腾如流水，一往而
无前。身处这无情的时间维度上，他和
我，都渺小如芥子。看着岁月刻在他身上
的痕迹，刀砍斧劈一般，眼前仿佛还是那
个一脸威严的样子，转眼间就了无痕迹。
爷爷去世那天，父亲在电话里号啕痛哭，
他说自己从此以后彻底失去了父亲。失
去，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词啊！

小时候，每逢过年，那简直是最开心
的事了，因为不仅可以吃到几样炒菜，还
可以看到绚丽的烟花。可是我家很少买，
只能买一些二踢脚和鞭。不过，放鞭也是
有仪式的——总是需要父亲先点燃一个
二踢脚，等它升空，然后我再将鞭点燃。
在这件事上，我们父子俩配合了二十年，
无比默契，乐此不疲。可是每当一阵短暂
的噼里啪啦之后，一切的爆竹声和喧闹声
就都会马上归于沉寂，像正午的阳光突然
落下，盛开的花朵瞬间凋零。

刚上初一时，父亲毅然决然将我送往
了一所学费高昂的私立中学，那年期末，
他开着那辆三蹦子过来接我，我看着同学
家里的小汽车，脸上火辣辣的，觉得太没
面子，特地步行很远上车。

他常对我说：人穷不能志短，
大丈夫需要做光明磊落之事。他
对我无比严厉，却又从不肯劳烦我
做读书之外的事。在我的记忆深
处，一直有这样一幕场景：母亲想
让我体会一下辛苦，让我跟他去很
远的地方卖梨，那天天色已晚，人
们刚吃过晚饭，纷纷走到广场歇

息，却很少有人来到我们这里驻足。我又
饿又冷，闻着车外烤肠的香味，馋得不行，
他问我要不要吃，我摇了摇头，他安慰我
说等会儿就回家。可是那天我们等了很
久，因为梨还没有卖出去。

我经常幻想着自己可以功成名就，拥
有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地位，因为那样我就
可以让他扬眉吐气，视我为骄傲，然而我
没有，什么都没有。

来市里看病那天，他装作无比淡然地
说，即使真查出来是那病又能如何呢，人
这一辈子也就那么回事儿。我听到这话
心如绞痛，却无力反驳。是啊，又能怎样
呢？我能做什么？我有何能力？我在内
心里拷问着自己，答案苍白又无力。

他总说，要多做点工，多挣些钱，好让
我少点儿负担。可我知道，他当初也是有
过一个远大理想的，他也曾意气风发，想
要勇闯天涯。只是，那些都早已随着时间
越来越淡，直到在某一天，彻底消逝。他
也曾像我一样不服输，最后却因我而不得
不向生活妥协。他将满身的抱负、无尽的
希望都托付给了我，最后我告诉他，天意
难违。那些得不到的，就永远无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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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父亲
子 泓

第二八五四期

我
的
恩
师

石
松
茂

1916年4月26日，陈师曾赠“周
树所臧”印一枚，为示感谢，5月8日，
鲁迅“赠师曾家臧专拓一帖”。1919年
1月4日，陈师曾为刻一印，文曰“会稽
周氏”。11月，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
“俟堂”。这是从陈师曾“槐堂”的号名
引申而来。鲁迅还编辑了《俟堂专文杂集》。
对于“俟堂”的含义，许寿裳曾专门问过鲁
迅：“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意
义，那时部里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
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

鲁迅和陈师曾在收藏拓片时，两人之
间也有买卖：陈师曾先后卖给鲁迅以下拓
片：1916年5月31日，“上午陈师曾示《曹
真残碑》并阴初出土拓本二枚，‘诸葛亮’
三字未凿，云仿古斋物，以十元收之”；
1918年5月29日，“师曾持《黄初残石》拓
片，凡三石，云是梁问楼物，欲售去，因收
之，直券廿”；1918年11月20日，“午后师
曾持梁文楼所藏拓本数种来，言欲售，因
选留《贾公阙》一枚，元公，姬氏墓志残石
拓本各一枚，共券十六元”。仅此三项，便
花去46元。与此同时，陈师曾也给鲁迅介
绍别人的拓片：1918年5月11日，“晚以师
曾函往朱氏买专拓片，并见泉二，复云拓
片未整理，泉收也”；过了两天，“上午师曾
交朱氏所卖专拓片来，凡六十枚，云皆王
树枬所藏，拓甚恶，无一可取者”。可见二
人在收藏拓片方面，交涉还是比较深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师曾给鲁迅
卖了三次拓片并介绍了两次拓片生意
后，两人的关系突然淡了许多。1919年全

年，仅有1月4日陈师曾为刻“会稽周氏”印
一处记录，1920年全年没有记录，1921年全
年仅有1月10日“午后从陈师曾索得画一
帧”的记录，1922年全年日记散佚无法判
断，直到1923年9月10日“师曾母夫人讣
至”，及12月12日陈师曾本人讣至，才冷淡
地记录了两处。另外，鲁迅与陈师曾既为同
学，又为同事，一生有记载的共饭仅有三场。
这充分说明，周、陈二人的交往，并不如想象
中那么热烈，可能由于艺术主张的不同，专
业的不同，喜欢当中也包含和隐藏着不喜
欢。特别是笔者注意到，陈师曾拿到拓片就
卖给鲁迅，价钱很高，还介绍别人很糟糕的
拓片给鲁迅，两人间多了一层商业关系。商
业关系迟早伤害感情，艺术主张不同仅在其
次。从鲁迅日记看，周、陈二人的疏远恰是从
陈师曾给鲁迅出售了几次拓片之后开始的。

陈师曾去世后，1933年，鲁迅和郑振
铎编印《北平笺谱》，选用陈师曾的山水花
鸟画笺三十二幅。鲁迅在《序》中说：“及中
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
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
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
勃，笔间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
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
人，神志暗会，通力合作，遂越前修矣。”

45 共饭仅有三场

如果站在文化时尚的高度看
待紫砂壶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生
活品位方面的作用，自然就会明白
为什么现在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所具
有的雍容、典雅、自然、简约以及落
落大方气质和风度的明式家具重新
得到人们青睐，特别是明式家具那简洁
明快的线条与现代人对器物造型的理解
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什么现在
喝大碗茶的越来越少，在大都市里几近
于绝迹，而在各种时髦、方便、可口的包
装饮料兴起和普及的同时，紫砂壶重新
走进千家万户，并且赢得了新的爱好者。

传说中，紫砂壶的兴起，归功于两个
和尚。其中，一个和尚发现了紫砂器原
料，一个和尚发明了紫砂壶。紫砂器属
于陶器。陶器的起源是多元的，是农耕
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黄河流域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农业生产有着
悠久的历史，陶器的产生和繁荣也在这
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也是相当发
达的，当时的人们以种植水稻为主，兼营
渔猎，并从事制陶等原始手工业。

1973年首次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
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已发现
的年代最早的一种原始文化，和仰韶文
化的年代不相上下，它出土的
陶器多是夹炭黑陶；继承河姆
渡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马
家浜文化，因1959年首次在浙
江嘉兴马家浜发现而得名。马
家浜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

主，并有部分泥制红陶、灰陶以及少量的黑
陶和黑衣陶。陶器的成型基本上采用手
制，部分器物经慢轮整修，晚期灰陶增多并
出现轮制，器表多素面或磨光，纹饰有弦纹、
绳纹、划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位于长江
下游太湖之滨的宜兴，其文化类型与马家
浜文化一脉相传。在1975年进行的古窑址
普查中，在归径乡的骆驼墩和唐南村以及
周墅的元帆村等处，找到了各种磨制的石
器，还发现了许多陶器残片，大部分是红陶、
夹砂红陶，还有少量灰陶等。从而证明远
在五千多年前，宜兴人民就在这里从事农
业生产，并且烧制原始的陶器。

宋代，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一个繁荣
时期。宜兴均山窑的产品在这时已富盛
誉，部分产品还为其他名窑如钧窑、汝窑所
仿制。更为重要的是，宜兴的紫砂陶，作为
全国范围内独有的品种，开始在陶瓷业的
舞台上崭露头角。宜兴的青瓷在三国、南
北朝时期，多为贵族士大夫所用；唐五代以

后，由于宜兴的陶土中铁钛氧化
物含量较高，瓷胎较松，断面比较
粗糙，质量不高，在胎釉、造型、装
饰和烧成诸多方面均不及浙江的
越州窑，就渐渐不再生产青瓷，而
以日用陶器作为主要生产方向。

80紫砂壶出名于两个和尚

于万江走远了，宝明又想起一
件事，他打开扩音器，全体村民注意，
全体村民注意，我再重复一遍，各家
各户养的鸡、鸭、鹅、猪、羊、狗，三天
内必须全部处理，一律不准带进新楼
区。喊完，他感觉有些疲惫，正要回
家吃饭。二侉子来了，书记回家吃饭啊？
宝明只好又回到办公室，喝口水问，你那
些狗上次不是已经说好卖给你那老主顾
了吗，怎么还不弄走？二侉子挠挠头皮，
咧嘴笑笑，这些年我跟狗有感情了，真舍
不得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让狗跟着一起
搬家。宝明说，已经跟你说了好几次，绝
对不行，你那些狗是有名，但以后住楼房
了，人口集中，不安全，一叫起来，搅闹得
整个小区不得安宁，绝对不能进小区，必
须处理。那天你不是和那买狗的写好了
手续，也交了订金吗？怎么还不把狗拉
走？二侉子说，对不住啊，书记，那是我跟
买狗的老板给你合演的双簧戏，根本不是
真卖。你看这样行吗，我分到两处楼房，
可以一处住人一处养狗。宝明说，不行就
是不行，别磨叽了。二侉子嘻嘻笑着，这
样吧，宝明书记，虽然你不答应，我还是要
请你喝两杯。宝明知道二侉子向来不靠
谱，喝了酒更不靠谱。就说，喝酒行，必须
是我请你。二侉子又是一笑，嗯，也行，陪
书记喝酒，可是难得的机会啊，我今儿荣
幸一回。于是两人来到小酒馆，点了两盘
菜，对酌起来。三杯酒下肚后，二侉子的
脸就泛红了。宝明说，咱俩都一般大的年
纪，你又是爽快人，在楼村你最讲义气，给

我个面子，把狗处理了吧，别让村委会为难
好不好？二侉子说，行，宝明，就冲你这句话，
我，绝对给你面子，我马上给沧州养狗大户
打电话。说完，掏出手机拨通电话，张老板
吗？我这里搬迁，不能养狗了，你把我这些
狗都收了吧。对方说，好啊，放心吧，明天我
就派车去拉狗。二侉子放下电话，冲宝明狡
黠地一笑，心里却有了另一番打算。

宝明听得清清楚楚，两人说得板上钉
钉，便放心了。他哪里知道，这是二侉子又
和那买狗人唱的一出双簧戏，蒙骗宝明。晚
上，忙了一天的宝明回到家，他感觉有些累
了，想倒在沙发上眯一会儿眼，却瞥见茶几
上放着一套新衣服，就问媳妇，这是你买
的？你去县城了？媳妇说，哪里呀，是二侉
子拿来的，他说衣服是给我的，手表是给你
的，我心说，这是哪一出啊，怎么突然给我买
衣服呢？我知道二侉子那人不靠谱，别回头
给你弄一身脏水，我不要，塞给他，来回了三
四次，他死乞白赖扔在茶几上就跑了，临走
跟我说，弟妹啊，你受累告诉宝明书记，给我
家狗舍打尺的时候，适当活泛点儿，我不会
白麻烦人的。宝明说，东西是你留下的，你
就负责给他送回去。媳妇为难地说，我怎么
送啊？宝明说，那我不管，办法你自己去想，
不管你用啥办法，无论如何必须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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