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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戏台

最近，京剧音配像修复版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
色彩光鲜亮丽，图像整旧如新，清晰入微，一部部名
剧、好戏重又容光焕发，令人赏心悦目，受到了剧坛内
外的欢迎和好评。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十年浩劫”过后的特

殊历史时期，京剧音配像工程采取前辈大师、名家的
录音，后人、弟子配像的创新之举，抢救了大批传统
经典和新编名剧，保证了京剧艺术的传留与弘扬，被
誉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至今三十余年过去了，当
时的珍贵录像历经岁月的消磨，面临养护、更新的课
题。音配像作品相较于当下的高清视频，老旧影像
中留下的数据明显不足，图像信息缺失不可避免，同
时磁带老化造成的损伤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缺失。这次数
字修复，采取针对性的人工智能计算加以处理，使缺失的图
像信息得到一定的补偿，原画面老旧色彩得到改善，应用特
效及图像校正功能，进一步优化了画面色彩质量，通过降噪
和色彩匹配、增强等方式进行精修，提升质感，达到了中央电
视台高清化播出的要求。
修复版让音配像重现绚丽风采，人们为之欣喜的同时，也

解除了对其前景的担忧，称道新科技的奇妙功效。由此不禁想
起，音配像原本就是科学技术与民族传统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两者相伴同行，新时代的修复正是这一历史的延续。
戏曲音像的记录和传播，最早的声画就是分离的，京剧

唱、念、做、打四门功夫，唱念靠的是唱片、录音和广播，图像和
表演动作是通过照片或无声电影留存的。早期的录音手段是
“留音蜡筒”，失音严重，音量很小，又不易保存，钻针、钢针和电
动唱机的出现，才使录音效果和存放寿命有了很大提高。
19世纪后期，唱片录音、镁光照像和无声电影传入中国，

第一代京剧演员、“老生前三鼎甲”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没有
赶上。程长庚传人、“新三鼎甲”孙菊仙、汪桂芬、谭鑫培成为最
先与音像技术发生联系的京剧前辈，但限于当时的观念认识，
似乎并未引起这些老先生们的重视，孙菊仙晚年自称“三不”：
不留声、不照戏装像、不传弟子，造成身后遗留的唱片难辨真
伪，归入行家们研究、鉴别的对象；汪桂芬没有留下唱片，早年
有过两段蜡筒录音，也早已失落；谭鑫培最早的录音，是在百代
唱片公司录制的《洪洋洞》和《秦琼卖马》两个唱段，本人并不十
分看重，对方以物代酬，他还表示：“唱了这么两段
戏，就要受人家这么大的礼物，真有点不过意。”他
一生只有七张半唱片传世，弥足珍贵，在音配像工

程中由后人谭元寿配像保留下来。
1905年，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电影摄制，首创人是北京丰泰

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为谭鑫培拍摄的戏曲短片《定军山》片
断，无意中开了中国电影的先河，也实现了民族戏曲与音像技
术的全面结合。
任庆泰初习木工，早年曾先后在沈阳、上海的照相馆当

伙计，暗地学到了照相技术，后又自费去日本深造，1892年回
国，就在北京开设照相馆，兼营大观楼影戏园。当时影戏园
放映的尽是国外的无声短片，属于搞笑闹剧之类，任庆泰和
手下的同事们都觉得无聊，就想用手摇摄影机拍摄正当红的
京剧，首选对象就是被誉为“四海一人”的谭鑫培。任庆泰出
面商请，在谭六十大寿时拍摄他的拿手好戏《定军山》，这出
戏又名“一战成功”，寓意喜庆吉祥，谭同意了。拍摄地点就
定在照相馆的中院，廊下两根大圆柱子中间挂上白色布幔，
把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对面墙边，由照相馆最好
的技师拍摄。那天，虽然事先演练过几回，但一通锣鼓响
过，扮成老将黄忠的谭鑫培出来，横刀一亮相，技师还是紧
张起来，旁边有人喊“快摇”，他便使劲摇，那时的胶片只有
200尺一卷，很快摇完了，拍摄告一段落，他也摇出了一身大
汗。第二天，仍在原地拍黄忠舞刀，谭鑫培舞的大刀花实在
精彩，在场的人都看呆了，技师也只顾看戏，又忘了摇机，结
果报废了两卷片子，任庆泰一听急了，赶紧叫人到洋行一次
买了十卷，以防万一。就这样断断续续拍了三天，拍了《定
军山》的“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断。后来拿到大观楼

影戏园放映，门口还请来中西混杂的乐队“大吹
大擂”，派人吆喝：“请看谭老板的真功夫！是本
人，不是替身，不信您就里边请……”就这样一传

十、十传百，后来被报纸形容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
2002年9月，央视举办庆祝音配像胜利完成的晚

会“盛世京剧情”，第一组访谈嘉宾是梅葆玖、刘曾
复，追述京剧与音像技术结缘的渊源，年近九旬的曾
复老先生回顾了幼时在大观楼看《定军山》的情景，
兴味盎然地忆起银幕上的“老头耍大刀”，一下子把
观众带入了京剧早年与电影结缘的历史氛围中。
电影在中国，发端于北京，20世纪10年代发展

于上海。1913年，上海出现无声短片。30年代，电
影从无声到有声，实现了音、像的合成。1930年拍
摄的国内第一部有声故事片、胡蝶主演的《歌女红
牡丹》，片内穿插了四个京剧片断，女伶演出的《穆

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和《拿高登》，用原始的蜡盘录音方
式录制，在影片放映时同步播放出来，使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的
第一部有声电影，让观众第一次从银幕上听到了戏曲的演唱，
影片在国内各大城市轰动一时，也在南洋的华侨之间引起很
大反响。戏曲艺术在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阶段，再次为电影
提供了帮助。
也是在1930年，梅兰芳到美国访问演出，与派拉蒙公司合

作拍摄了一段京剧《刺虎》，是中国拍有声片的第一人，他尚未
回国，影片在国内影院上映已经连日客满。
1948 年，梅兰芳又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京剧

《生死恨》。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电视出现。不到五十年，从黑白到彩

色电视，传播方式从先期录制到现场直播，戏曲舞台演出可以
同步传入千家万户。
上世纪80年代，唱片逐渐成为爱好者的收藏品，戏曲录音

带、录像带开始在社会流行，戏曲电影渐少。此后十多年，录
音、录像带又被光盘取而代之。再接下来电脑出现，迅速普及
开来，戏曲被带入网络传播的新时代。
岁月如流，时代更替。古人云：“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是说

世间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必然有与之相联系的东西，并因相
互作用而引起各自的变化。
一百多年来，戏曲与音像科技紧密关联，自身作为整体

曾经音、像分开，声音从蜡筒录音到唱片，再到录音带、光
盘，影像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音配像，又是合
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个轮回。放眼未来，人类的科技创
新、发展没有穷尽，只要运用得当，应对相宜，应大有助于戏
曲艺术之树长青！历史的精彩，正在音配像延续。

改革开放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文坛异常火爆，天津蒋子龙、
冯骥才、刘航鹰、吴若增等是弄潮大将，率领天津作家们在全国占
有一席之地。1985年，我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调到《天津文学》
杂志，刚好见证这如火如荼的生活。去各地组稿的过程中，很多当
地名家不得不承认，天津的蒋子龙、冯骥才在全国范围内叱咤风
云。有的作家也写诗，偶尔问我天津的林希怎么样了。林希我熟悉
呀，1985年我调入《天津文学》编辑部的时候，刚好他离开去当专业
作家，还让我就用他的办公桌。他做过《新港》杂志的编辑，还当过
右派下放过。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出来写诗，长诗《无名河》得
过一次全国大奖，跻身全国一流诗人行列。他离开编辑部那天我还
问过，为什么写起小说，他告诉我肚子里太多的生活故事，写诗歌
不能表现充分，我看得出他心怀凌云。当了专业作家之后，他写作
速度很快，发表了百万字的作品。但是，都没有出名，偶尔见到他，
从表情中能感觉到他的隐忍。
1989年，我在《中国作家》杂志当小说和报告文学编辑，诗歌

编辑方文叫我向林希约稿。我写信
给林希，就六个字：林老板，拿诗来。
没过半个月，林希的稿件到了，掂掂
分量不轻，打开一看，《相士无非
子》。我先睹为快，简直让我惊奇拍
案，当即违反常规地越过二审，直接
找到主编大评论家雷达，建议头版头
条发表。雷达看完，叫我从速按照加
急头条处理。不到半个月我已经开
始校对了，我心想再有半个月，天津
的林希就“惊世骇俗”了。还没等出
刊，老爷子又寄来一篇，还是5万字的
中篇，名字叫《高买》。我看完，当即
跑到雷达主编办公室，说了一句中国
文坛要出现特例了，也就是说顶级大
型文学刊物要一反常规地连续发表
一个作家的头版头条了。雷达兴致
勃勃地看完，命我快速编辑紧跟发
表。《相士无非子》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文坛炸响。我心里笑，
各位看官等着吧，还一个“高买”，咱下回书分解。这时候我办公
室电话铃声大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蓝之光和峨眉电影制片厂导
演从连文反反复复给我打电话，哄抢《相士无非子》的版权。我专
门到天津小海地找老爷子，先是要了他给我的授权，然后建议卖给
上影厂，老爷子同意了。我跑了一趟上海，替老爷子领回来一千块
钱版权费，这在当年可不是小钱，那时候是十块钱一摞的，有现在
的一万块钱那么厚。我到小海地他家送钱的时候，老爷子还用地
道的天津话对我说，有钱吗，没钱拿去花去。我告诉老爷子，我编
辑这小说获得的各种奖励，不比他的版权费少多少，因为《中国作
家》有规定，凡是对小说有选载的、评论的，一律五十块钱。好多评
论、多处选载、加上头条费五十，老爷子这部中篇小说，我获得的
利益，不比他的版权费少多少，超过我工资多少倍。还没等《高
买》见刊，林老爷子第三篇《丑末寅初》寄到，还是5万来字的中篇
小说，我看完不由得感叹，这一下子林希不想出名都难。这三
篇，接踵发表，我每次校对的时候，都特别留意文章最后我责编名
字别写错，这种历史见证不容马虎。校对完，《丑末寅初》快要见刊
的前几天，我就去德国留学了。两年后回来，整个文坛热议林希，老
爷子紧跟着在上世纪90年代又发表了《小的儿》《买办世家》《蛐蛐
四爷》《百年记忆》等作品，为90年代的天津文坛增光不少。这些，
当然早已在我的预料之中，本想来天津听老爷子分享分享，由于我
在北京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后转行做了影视剧编剧，分身乏术，竟然
一直没能成行。
跟老爷子再见面，是20多年后的2017年了，我俩先是加了微

信，他当时在美国孩子处，没聊几句便说：你在《中国作家》为我打
天下，真是帮了我大忙。我心里知道，这是捧我，凭老爷子的本事，
就算没我，早早晚晚也是出名。几个月后，老爷子从美国回来，我
去看他，我俩认识三十年，不免一番感慨。没一会儿，曾经震动诗
坛的女诗人伊蕾来访，老爷子更加高兴，要请我俩吃天津嘎巴菜。
我心想，大中午的，到哪儿吃嘎巴菜呢？老爷子带我和伊蕾去了一
家餐厅，一盆嘎巴菜、三碗豆腐脑儿、半斤大饼、半斤猪头肉，四样
东西竟然花了880元。纳闷中一吃，原来嘎巴菜的卤是鱼翅当主
料，每碗豆腐脑儿里都有一根辽参。这时候我才明白，老爷子是在
告诉我俩，天津讲究的人请客，除了满满一桌鸡鸭鱼肉，还有这种
方式。没过多久，老爷子又要回美国，临走前我去送行，他的腿脚
很不好，是我和伊蕾搀扶着下楼的。他说我这腿脚不好，不见得能
经常回天津。我和伊蕾劝他顺其自然，能多回来最好，因为天津还
有好多人想见他呢。

唐代诗人李峤的《钱》诗，颇为人称道。
诗云：“九府五铢世上珍，鲁褒曾咏道通神。
劝君觅得须知足，虽解荣人亦辱人。”
“九府”，是指周代掌管钱财的九个衙

门。“五铢”，即自汉历魏晋六朝至隋铸造的
铜钱。第二句是说晋初成公绥作《钱神论》，
尔后鲁褒用此题目作对话式赋体杂文，称钱
为“孔方”。诗评家李元洛先生说：“《钱》诗
在抒写钱的‘世珍’价值、‘通神’魔力之后，
发出了‘须知足’的议论，因为它能‘荣人’，

也能‘辱人’。此可谓一剂清凉散，如果擅自
品饮，可以让许多利令智昏的灵魂降温！”
（《唐诗分类品赏》）

钱，亦名“孔方”“阿堵物”。又称作“泉”，
取其流行周转之意。古代除铜钱、纸钞之外，
金、银也是可以当货币使用的，故有“金钱”一
语。钱，是“一切货币的统称”。（《辞海》）
因钱在日常生活中流传广泛，人人熟

知。或以勤劳、智慧而获，或以非正常手段
而得，其使用更是各有各的方式，有的挥金
如土，有的节俭如吝。于是，在诗歌创作中，
“钱”便成了一个常用常新的意象。

在势利者眼里，“钱能通神”，具有一种
神奇的力量。“能于祸处翻为福，解向雠家买
得恩。”（唐·徐夤《咏钱》）在明智者心中，人
的生命短促，你非法占有那么多钱财干什
么？“粝食粗衣随分过，堆金积帛欲如何？百
年身后一丘土，贫富高低争几多！”（唐·杜荀

鹤《自遣》）达人高士往往视金钱如粪土，追慕
的是一种生命的自由自在。“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还复来。”（唐·李白《将进酒》）
封建社会的底层民众，终年劳作，缺钱少

食，更有贪官恶吏的巧取豪夺，令具有悲悯情
怀的诗人伤心、愤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
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
寒。”（唐·白居易《卖炭翁》）“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
轴。不敢辄下机，连宵停火烛。当须了租赋，岂暇
恤襦袴？”（宋·文同《织妇怨》）唐代的韦庄在《女仆
阿汪》一诗中，对女仆阿汪的辛勤料理家事和重情
重义，充满由衷的感激，祈愿哪一天富贵了，一定
要倾心报答。诗云：“念尔辛勤岁已深，乱离相失
又相寻。他年待我门如市，报尔千金与万金。”
在植物中，有一种叫金钱花的，六月开花，

金黄色，形如铜钱。金钱花，又名旋覆花、金榜
及第花、润笔花。诗人常拿它来入诗，表达不同
的意旨。或说其幸而不是真正的金钱，多栽多
种，也不会“伤廉”。如陈翥《金钱花》：“袅露牵风
夹瘦莎，一星星火遍窠窠。闲门永巷新秋里，幸
不伤廉莫怕多。”或讥讽它不是真正的金钱，因而
无法为劳苦百姓扶困济贫。如唐代皮日休《金
钱花》：“阴阳为炭地为炉，铸出金钱不用模。莫
向人间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或浮想联翩，
称此花若是可使用的金钱，号称“富贵花”的牡
丹最应该得到。如唐代来鹄《金钱花》：“也无
棱郭也无神，露洗还同铸出新。青帝若教花里
用，牡丹应是得钱人。”
写得真正有批判锋芒的，是唐诗人罗隐的

《金钱花》，揭露了当时的残酷现实，官僚、地主、豪
强对老百姓不择手段地层
层盘剥，疯狂地掠取钱财，
将社会财富占为己有，诗
云：“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
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
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

暖暖的午后，行走在小城郊外的田埂
上，闻着泥土的芳香，惊喜地看到不远处
一片橘园里的橘子红了。在老家，每到橘
子成熟的时节，到处可见那圆溜溜的、十
分惹人喜爱的橘子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
一阵阵橘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我的家乡地处湘西的溆水河畔，柑橘

栽培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是闻名遐迩的
“中国柑橘之乡”。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
年，爱国诗人屈原流放至溆水岸边，对生
长在这里的柑橘赞赏有加、情有独钟，写
下了千古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
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
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
棘，园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
色内白，类可任兮……”从此，家乡柑橘被
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其绿色的叶，洁
白的花，饱满丰腴的果实，浓郁芬芳的清
香，都是文人雅士笔下的美丽诗篇。
橘，多年生芸香科常绿果树，明代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橘从矞，谐声
也。又云，五色为庆，二色为矞。矞云外
赤内黄，非烟非雾，郁郁纷纷之象。橘实
外赤内黄，剖之香雾纷郁，有似乎矞云。
橘之从矞，又取此意也。”唐宋八大家之一
的曾巩，曾写诗赞美家乡的柑橘：“鲜明百
数见秋实，错缀众叶倾霜柯。翠羽流苏出
天仗，黄金戏球相荡摩。入苞岂数橘柚贱，

芼鼎始足盐梅和。江湖苦遭俗眼慢，禁御尚
觉凡木多。谁能出口献天子，一致大树凌沧
波。”对橘子的树姿、叶果、色泽、风味等均作
了生动的描写，读来颇有感触。宋朝苏轼的
《浣溪沙·咏橘》：“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
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噀人惊半破，
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这首咏
橘词，巧言物状，体物细微，将柑橘的色、香、
味、形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垂涎欲滴。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过

了霜降，橘子褪去了浑身的青黄，换上了喜庆
的红装。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这红满枝头的橘子，不正意味着红红火火
的日子吗？橘林里的人们忙碌着，女人们灵
巧的手不停地“咔嚓咔嚓”剪下橘子，一堆堆、
一袋袋、一筐筐，橘子被全部摘下后，男人们
便一担担地挑回家。满园的红红绿绿，满园
的繁忙，满园的笑声……
柑橘是水果中的上品，不仅口感酸甜，

营养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古人
赞扬说：“甘旨若琼浆。”在食用橘时，先用手
搓玩一下，可使衣袖生香，即“搓橙满袖香”
是也。剥下之皮，可以放在屋角厨间，芳香
四溢，清新空气。中药材中有一味药叫“陈
皮”，是晒干的橘子皮，能健脾开胃，主治消
化不良，可以和大米一起熬粥，或者用来炖
汤。更有甚者，人们还用橘皮来做成蜜饯、
泡成橘皮酒、制成九制陈皮等，既好吃又方
便，还能防病治病。
柑橘收获后，有亲朋来访，家乡人总要端

出一盘金黄黄的柑橘来招待客人：“这可是我
们这里的吉祥物，它皮薄肉嫩、食不存渣、风味
浓甜、芳香扑鼻，营养丰富呢。”过年时，拜年的
礼物中也少不了家乡生产的四个橘红，它代
表着祝福、尊敬和感谢，充满着圆满、吉祥和
甜蜜，并把这份甜蜜一步步地带入新年。又是
一年橘子飘香的时候，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从京剧音配像的
修复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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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眼读诗（十六）

钱可荣人亦辱人
聂鑫森

闻道故乡新橘熟
钟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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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全家福
（23—25）

20:45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翠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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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剧场: 冲天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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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4套（105）

21:00剧场:独生子女
的婆婆妈妈（31、32）

天视5套（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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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丁大命》第33、34
集 丁大命等人在逃跑过
程中被击中，鬼火自己逃
走，丁大命和大丫眼看就
要被生擒，却被一蒙面人
出手相助得以逃脱。鬼火
在逃跑时撞见了关世才，
连同柳叶一起被关世才关
进了特务队监狱……

天津卫视19:30

■《全家福》第23—
25集 鸭儿和苏三结了
婚。老石回来了，可老萧
却没了，让大水给冲跑
了，连尸首都没找着。满
堂又把后院的床支起来
了，他认定是大妞害了老
萧。老两口又分居了。
满堂一气之下去了乡下，
去了麦子家……

天视2套18:25

■《独生子女的婆婆
妈妈》第31、32集 王喜
贞一心想着在自己“闭
眼”以前，把房子过户到
儿子名下，这样自己才能
“走”得安心；可舒前进
却认为房子是自己一辈
子的血汗换来的，不同意
过户。第二天，王喜贞到
房管局准备办过户手续，
结果被告知她只有一半
的产权，不符合办理条
件。回家后，王喜贞继续
大闹……

天视4套21:00

■《艺品藏拍》第一
件藏品来源于持宝人朋友
的赠予，一个看似古朴沧
桑的青铜鼎，引发了大家
对于新老的争论。第二件
宝贝据说和持宝人的“金
钱往来”有关，虽然来由有
点尴尬，但却掩盖不住它
自身蕴藏的寓意。第三件
藏品来自鉴定会的入围名
单，专家如何破解持宝人
家传的这件书法作品和天
津的密切联系。最后一件
宝贝历经坎坷，才被宝主
得到，它到底是做什么用
的呢？

天视2套20:45

■《今日开庭》柴女
士最近打了一场官司，她
要为自己的母亲讨个公
道。这是怎么回事？

天视6套18:00

阿木铁哈把时间拉回到了眼
下：正因为远和险，二坪才留不住
老师。正因为没有老师，村民才没
有文化。又因为扁担粗的“1”都不
认识，木基叶子才没有一点法制
观念，把斧头当了王法……

什么时候的事？李桂林喃喃问道。
6月10号，到今天也就一个半月。
既然你也知道，更不能坐视不管。
我知道的不光这个。我还知道，没

有文化是穷根，而一个人要是穷心慌
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像木基
叶子。阿木铁哈边说边摇头：难怪有这
么一个成语，穷凶极恶。

李桂林的话直得像一根针：道理你
懂得不少，实际又做了多少？阿木铁哈
苦着个脸：脑壳皮差不多都抠破了李桂
林鼻孔里哼一声，说的比唱的好听！

阿木铁哈就有些激动了：李老
师，你可不能这样说。我还派人找过
你呢，不也照样请不动吗？不过今天
你既然亲自找上门来，二坪娃娃就
有书读了，我代表大桥乡党委政府
欢迎你、感谢你！李桂林原本只想上
上一课就抬脚走人，没想到阿木铁哈
会拿自己的棍子戳自己的眼睛，更想
不到他会挽个圈套让自己往里钻。李
桂林忙不迭交了底：可以教书的大有
人在，要不是我在马托那边教着书的，
答应你也等不到今天！

说得轻巧，抬根灯草！阿木铁哈也
是急了，二坪几百人全是彝族，根本听

不懂汉话。会打彝语会说汉话，又会识字
教书的，随便找一个，以为这是拍苍
蝇？可我一个雅安人到你们凉山代课，
这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的事！李桂
林有意把话说得很硬。

一座山分不开一个天，一条河隔不断
一家人。你我都是彝族人，如果有条件为
同胞做一点事，难道活得不是更有意义？
阿木铁哈的声音上像是压着一个秤砣。

阿木铁哈的话让李桂林陷入了沉
默。沉思良久后，他说：我想想办法，帮你
找一个老师。李桂林以为阿木铁哈听到
这话脸会笑烂，怎料他眼皮也没往上抬
一抬。知道阿木铁哈担心自己是空口说
白话，李桂林打下“保票”：如果我找不来
人，到时候上山的就是李桂林！

李桂林不是那种“说过风吹过的人”。承
诺为二坪村找代课老师前，他在心里算过
账。马托村彝汉杂居，会彝语的中学生少说
有十多个，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小学生，一百
号人只多不少。在上百人里找一个代课老
师，李桂林相信，这比“抬根灯草”轻松多了。

李桂林后来才知道，这根“灯草”竟
重于泰山，这句承诺是作茧自缚。

一连几天，李桂林早出晚归，把村里
符合条件的人访了个遍。

8 要帮二坪找老师

与瓷器等其他文物的鉴定相
比，紫砂壶的科学鉴定较难，这是
因为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与瓷器、青铜器等相比，
紫砂器制作历史短，产地、原料单
一，鉴别起来有一定难度。紫砂壶
出产于江苏宜兴的地方窑，属于民间手
工业。这种行业多是子承父业，师徒传
承，夫唱妇随，个体小作坊规模而已。
除在壶上镌刻字画外，不需要多种工艺
的合作和工序上的流水作业，整个制作
过程都由一人操作，造型设计全凭个人
爱好而定，“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
相授”（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由
于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也未能
统一器型、统一尺寸、统一落款，各自为
政，各展风采，各具特色，造成作品虽属
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但个体之间差异
极大。具体到每一个朝代或时期，并没
有足够的作品数量可以全面地反映出
它的整体面貌和变化规律。这些方面，
从方便鉴定的角度看，都无法与明清以
来的官窑和民窑瓷器相比。因为瓷器
烧制产量大，遗存至今基本上有其轨迹
可寻，从古至今众多的学者给予充分的
研究，其生产面貌和工艺特征十分清
晰，并遗存有数百万件以官窑
瓷器为代表的典型器可供参
考。作为一种整体上缺乏规
律性的文物艺术品，紫砂壶的
鉴定无疑具有很大难度。

第二，自明末以来，有关紫

砂壶的记述和文献极为稀少，近几十年来
地下考古发现有明确纪年墓的器物也只有
零星的几件。出土器，可根据墓葬纪年和
同出器物的年代得出结论。各博物馆收藏
紫砂壶数量不多，没有争议的标准器更是
少得可怜。这与民窑产品整体数量受限制
有关，也与紫砂器在历史上没有受到社会
高层特别重视有关。虽然清代一些皇帝比
较喜欢紫砂器，北京故宫博物院迄今还收
藏着一批当时制作的紫砂器，但这些紫砂
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受皇家重视程度
上说，都无法与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相比。
这种情况，也给紫砂壶鉴定增加了难度。

第三，紫砂壶鉴定的科学性比较薄
弱。历史上，虽然流传下来诸如明代周
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和清代吴骞的《阳
羡名陶录》等有关紫砂壶的著述，但它们
都没有科学地、系统地论及紫砂壶的鉴
定方法。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新一轮“紫
砂壶热”的兴起和发展，紫砂壶资料整理

和研究工作也达到了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繁荣程度，全国各地的
文博专家、收藏家和宜兴紫砂艺
人一起投入紫砂壶研究工作中，
有关图录和著作出版了上百种，
它们填补了很多研究空白。

92 紫砂壶科学鉴定难

就在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陈
晓敏、梦花和双庆身上的时候，李
广清这边也在演绎一场婚姻故事。
李广清的媳妇前几年得癌症死了，
村里人没少给他张罗，就是谈不
成。据三驴子说，广清自己相中一
个，正在热火来往中。这天，李广清的姐
姐李广美回来帮弟弟收拾东西，姐姐认
为搬到楼上去住，条件更好了，弟弟能
尽快再婚。村里一号召搬家，她就撺掇弟
弟快搬家。昨晚上一家人紧张地忙活了
一宿。衣服、床褥、棉被等，裹成了十几个
包袱，大家也都没了睡意。早晨八点多，搬
家公司的车来了，几个小伙子从屋里搬出
床屉、床架子、洗衣机、空调，后面接着是一
包袱一包袱的衣裳。她家要搬走的东西全
部装上了车。却不见了李广清，打电话，关
机。一家人四处寻找。李广美去村委会用
广播喊了一阵儿，可到中午了还是没有
李广清的身影，李广美急得让人们去
串胡同一家一家找，结果还是没有。

宝明听说后赶来询问，李广清到底
能去哪儿呢？宝明忽然想起一条线索，
他曾在镇上一个叫柳云芳房屋中介的
地方见过李广清。干中介的是个女的，
主要买卖房屋，还顺带介绍保姆，也曾
给单身男女当过媒人，估计是去那里
了。宝明就跟李广美说，你们等会儿，我
去镇上看看，说不定就在那儿。

宝明很快就赶到镇上，来到柳云
芳房屋中介，门外，还没进屋，就听到
李广清的声音，柳云芳，我想离家出

走。怎么了，傻蛋，你走了，我呢？一个女人的
声音。我心里憋屈得慌，楼村我实在是呆
不下去了。傻蛋，马上分房了，你就要住楼
房了，为啥要走？

你舍不得你那个家，不跟我结婚，我
光棍一人，住宫殿也没意思啊。我正琢磨
跟你结婚的事呢，你看你，也忒猴急了。真
的吗？柳云芳，你要跟我结婚？那我就不走
了，谁舍得离开家乡啊。我不是有后顾之
忧吗，我跟你走了，剩下快八十岁的婆婆
怎么办？你能让我带着婆婆跟你结婚吗？

宝明推门进屋，广清，快答应，就让
柳云芳带着婆婆跟你结婚。宝明的出现，
让两人感到很意外也很尴尬。柳云芳问，
这位兄弟，您是？李广清介绍说，他是楼
村党支部书记。宝明说，这个事太好办
了，广清光棍一人过日子没意思，家里没
个女人就不像家，男人没有女人心里总
会空落落的，我理解。柳云芳不忍心丢下
婆婆自己去寻找幸福，这是美德啊，广
清，抓紧办结婚手续。广清摸摸脑袋，
不好意思地笑了。广清啊，找不到你，你
家都火上房了。我猜想你可能在这儿，就来
看看，还赶上你俩研究婚姻大事。先跟我回
去，让柳云芳也准备一下，明天我开车送你
俩去县民政局登记。两人都低头笑了。

38 广清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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