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志

■文/图 施加农

清蒲华、吴昌硕、高邕合作陶渊明诗意图轴

纵132厘米，横53.5厘米，纸本。由竹、
石、菊组成画面。了了数笔就勾勒出了陶渊
明诗句的意境。题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晴川仁兄大众嘱，仿陈道履本，即博
一粲。邕之（高邕）写石，仓硕（吴昌硕）画
菊，作英（蒲华）补竹。钤“高”“吴昌石”“蒲
华诗书画印”三方印章。

蒲华（1839-1911年），早年科举仅得秀
才，于是就断绝了仕途的念头。潜心书画，
携笔砚出游四方，后寓居上海，卖画为生。
擅长花卉、山水，尤擅画竹，有“蒲竹“之誉。
其画燥润兼施，风韵清健，与任伯年、虚谷、
吴昌硕合称“海派四杰”。

吴昌硕（1844－1927年），吴派篆刻的创
始人，书法、绘画、篆刻、诗词无一不精。曾随
萧山画家任伯年学画，以篆书笔法入画，线条
凝练遒劲，气度恢宏古朴，浑厚苍健。书法着
力于“石鼓文”，深研数十年，自出新意，被誉
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
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杭州
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是近代以来我国书画领
域承前启后的巨匠。齐白石、潘天寿、沙孟海
等现代知名画家均得其指授。

高邕（1850－1921年），工书，好李（邕）
法。能以草书作画。1909年在上海豫园与
蒲华、吴昌硕、钱慧安、王震等创立“豫园书
画善会”，并被推为会长。该会将所得善款
用于赈灾济贫，参与者众，影响深远。

从高邕与蒲华、吴昌硕在上海创立“豫
园书画善会”的时间推断，该画的创作时间
可能就在1909一1911年之间的上海所作，
画上题款中的那位“晴川仁兄”或许就是购
画者。因这一善举，让我们能在同一幅画上

一睹三位大师的力作。

民国唐云、朱屺瞻、钱鼎岁寒幽居图轴

《岁寒幽居图》为纸本浅降山水画，纵
105厘米，横40厘米。画面由山体、溪流、竹
林、松树、梅花和小屋构成。溪流居于画中
央，蜿蜒流淌于林间，林荫丛中的小屋内一
老者翘首观梅，远处的溪流流向远方，一望
无际，水天一碧，一派恬静的世外桃园景象。

左上题“岁寒幽居图”，落款：“庚辰夏日
钱铸九画松，余（即朱屺瞻）写竹，唐云补景，
时同客沪上，朱屺瞻记。”下钤“朱”和“唐云”
二印。

唐云（1910－1993年）擅长花鸟、山水、

人物，可谓诗书画皆至妙境。曾任中国美术
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
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代
院长、名誉院长，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博物馆
鉴定委员等职，是杭州现代杰出的画家。

朱屺瞻（1892－1996年），自幼临摹古
画，中年时两次赴日本学油画，上世纪五十
年代后主攻国画，擅山水、花卉，尤精兰、竹、
石。作品继承传统，又融会中西，致力创
新。所作笔墨雄劲，气势磅礴，既有鲜明的
民族特色，又特具个人风格。曾任中国美术
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美
术家协会常务理事、西泠印社顾问、上海师
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等职。

钱鼎（1896－1989年），现代著名画家，
擅长风景、花卉，尤擅绘松。曾任中央戏曲
学院华东分院教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此画虽为三人合作，却如一人所作，浑
然天成，意境深邃，堪称佳作。题款中的庚
辰年，即1940年。时值国难当头，山河破
碎，生灵涂炭。三位大师作此画寓意着要驱
逐日寇，还我河山，人民安居，表达出画家们
的爱国深情。

两幅多位绘画大师珠联璧合的佳作
萧山馆藏的珍贵书画（三）

（左图）清蒲华、吴昌硕、高邕合作
陶渊明诗意图轴萧山博物馆藏
（上图）民国唐云、朱屺瞻、钱鼎合
作岁寒幽居图轴 萧山博物馆藏

我在读

■文/ 周维强

甘肃简称“陇”，“陇味儿”即指甘
肃的地方美食。从天水到陇南平凉
庆阳，从兰州到临夏甘南、河西走廊，
叶梓用一支笔带着我们在书中漫游
甘肃大地，领略陇地的特色风味。读
罢，不仅大开了眼界，还在深情的文
字里感受到了作者对故土难舍的情
愁和乡愁。

叶梓善写短章，千字之间能藏玄
机，方块之内可抒真情。尤其是美食
类的文章，透过记忆的沉淀以及味觉
的刺激，下笔时如临其境，使得他的
文章简约生动，情趣盎然。书名取
《陇味儿》，更像是回到了甘肃的乡间
或者市井街头，也有亲临百姓人家和
亲朋聚会时的现场感。读完这本书，
更多的是嗅到了自然真实的人间烟
火气，让我这个同样酷爱美食的人，
恨不得立刻飞到兰州，降落天水，吃
一碗浆水面，再饮一碗云台的面茶。

叶梓的文字朴拙凝练，有着生
活贴心的温度。其实，美食类的文章
特别不好写，如果写得太过呆板，就
会成为“菜谱”，失去了阅读的乐趣。
而如果写得太过油滑，则更像是一帖
广告词，让人觉得有老王卖瓜之
嫌。从《陇味儿》可以看出，叶梓是在
写自己灵魂深处的味道，似有只走自
己的路，任由他人评说的豪情。

叶梓写甘肃的美食，是一个游子
身在异地，回望甘肃时，深情地记录
与感怀。这就让他的美食文章，多了
一份本真和真情。让我们这些身在
异乡，对故乡日日思念之人，读之，颇
有亲切之感。乡愁真是挥之不去的
一个情结。有时，我们说想家，不就
是想念那份深入骨髓的家乡菜家乡
味嘛。我相信，从甘肃走出漂泊到各
地的游子，读了叶梓的《陇味儿》，定
会泪眼婆娑，唏嘘感怀。不仅能从文
字中找到情感的认同，还能和作者一
起回忆往事，继而勾起对甘肃的隔空
怀念和向往。

书分六辑。辑一“天水”卷，有
“浆水面”“黄米糕”，也有“呱呱”“猪
油盒”，一眼扫过去，犹如坐在了天水
人家的饭桌上，主人端过来一堆地方
特产，任由我品尝。在这辑文字里，
作者或叙事，或抒情，或点评，或议
论，让思绪在文字中飞扬，让记忆在
美食里回味。引用史料也是极为考
究和认真的，比如在《锅盔》一文中，
作者引用天水民俗学者李子伟的文
字，就颇为用心和仔细。如果按照李
子伟的文字去做钢盔，虽不完全像，
却也能依葫芦画瓢，做个八分像的钢
盔。辑二“陇南平凉庆阳”卷和辑三

“定西白银”卷，则是作者行走的时候

偶得的美食，有着味蕾上的新鲜感和
新奇感。读《静宁烧鸡》《洮河鱼》我
得控制我自己的情感，并时刻提醒自
己这是在读文章，而不是身临其境坐
在饭桌上，要不然，自会浮想联翩，宛
如要用餐一般的真切。辑四“兰州”
卷和辑五“临夏甘南”卷，以及辑六

“河西走廊”卷，叶梓骑着一匹马，带
着读者走向了更遥远的河西。正如
作者在代序《怀乡之作》一文中所说：

“中国的版图上，丝绸之路横贯其间
的甘肃是一条极其狭长的带子。举
个最浅显的例子吧，倘若从最东端的
天水坐火车去最西端的敦煌，花费的
时间比天水去北京、杭州还要长。”叶
梓早些年写诗，现在虽然诗歌写得少
了，但心中那份诗意还在。诗人酷爱
远游，善于让思绪飞过千山万水。读
这三辑的文字，我觉得叶梓在用诗人
的味觉来品尝兰州的《一座城，一碗
面》；用诗人的情感，来感念临夏甘南
的《甘河滩的晚餐》；也用诗人的情
愫，来记录河西走廊的《敦煌的小
吃》。

民以食为天，文人尤甚。读《陇
味儿》，更像是欣赏一幅陇地的风味
美食地图。作者行文温情，语气委
婉，没有说教，只有以真心换真心，以
真情换真情。更多的时候，你看到
的，是作者用诗思和诗情为经线，串
起陇地美食那一道道纬线，编制出来
甘肃美食的亮丽景象。叶梓的文风，
清新、真挚，宛如老友，夕阳之下的茶
馆里，侃侃而谈，述说怀旧。因此，我
读《陇味儿》，很容易跟着叶梓的思
绪，感知他对陇地美食的那份惦念。
童年的吃食，物质上是稀有的，但是
精神上却是富足的。因为少，而懂珍
惜，因为难得，而懂感恩。少年离家，
更多是为温饱而食，留恋在嘴边的美
食，是难得一见的佳肴。工作后的漂
泊，辗转曲折，又远离故土，对故乡的
美食，回忆居多，遂成此书。叶梓是
一个有心人，对朋友真诚，对吃过的
每一道菜心怀感恩，对接触到的每一
份小吃，铭记在心，所以写出的文章
更见性情，是无意间的真情流露。叶
梓也是一个对故乡心怀感恩之人，
《陇味儿》引经据典，下笔真切，从某
种意义上说，丰富了甘肃作家在题材
上的写作，有很重要的民俗价值和文
化价值。

《陇味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20年9月第1版

《陇味儿》里的乡愁

■文/ 李维松

1987年2月6日，在桃源乡（今属浦阳镇）
十三房村曾举行“两代书屋”捐赠及村文化室
开放仪式。杭州市暨萧山县政协、县人大、县
政府和县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参加。浙江丝
绸工学院前院长、“两代书屋”主人朱新予因病
未到（朱新予于这年6月20日病故），由其弟、
植物病理学家朱学曾主持仪式。第二天，《浙
江日报》《杭州日报》头版都予以报道。浙报标
题为《两教授捐献书屋给乡亲》，杭报标题《朱
新予朱学曾支持家乡精神文明建设，“两代书
屋”捐赠村民作活动场所》。

浦阳镇十三房村朱氏“两代书屋”主人教书
育人，造福乡梓，其后裔俊彦辈出，闻名遐迩。

两代，指十三房村朱兆丰和他的长子朱
怙生，晚清在故乡开馆课徒，桃李天下。朱
兆丰（1845—1902），号韵甫，邑庠生，十三
房朱氏第三十一世。父启桢母王氏，皆丧命
于太平天国时期，弟幼弱不能从事生产，家
境陷于清寒。兆丰公乃设帐授徒，且教且
耕，勤苦备至。“每日口讲授，手批削，无倦
容”，虽大寒酷暑仍挑灯伏案，非逾三更勿
辍。岁县试，弟子竟名列前茅。从此声名
鹊起，从学者日众，桃源附近乡村及邻县学
子，慕名前来就读，自备课桌者有之，借宿亲
友者有之。兆丰公旋即筑屋扩馆，尽力督
造。桃源乡僻处萧山南隅，民勤穑事而少读
书人，自兆丰公教授于乡，兴起崇教尚读之
风，乡俗为之一变。光绪二十年（1894）甲子
科进士、内阁中书俞省三，为兆丰公堂外甥，
幼年恒侍兆丰公左右，从先生问字起，一直
在兆丰公帐下，三年入邑庠，以后中举人、登
进士，“出官一邑，薄有微名，皆先生之教诲

也。”（俞省三撰《朱韵甫先生传》）兆丰公开
“两代书屋”之先河，乡间名师，福泽后世。

朱怙生（1880—1952），字慰堂，晚号越
叟，邑庠生，十三房朱氏第三十二世。少年随
父读，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入庠后，无意科
举，助父执教。父病故，继掌学馆。学不厌，
教不倦，有父遗风。先生受新思潮影响，办好
塾馆同时，说服村中长辈，在村后仙桃山庙办
起仙桃山小学，使邻近更多学子得以就读。
学校几经易地更名，解放后称桃源乡中心小
学，而先生作为学校始创人名垂萧山教育
史。光绪三十一年（1905），公辍馆，与从兄朱
镕考入上海理化专科学校。一生辗转上虞、
诸暨、杭州、萧山临浦及蜀、黔、滇等地，任教
50余年，春风桃李，弟子中有后来的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纺织部副部长张琴
秋、中共上海小组发起人俞秀松、中共早年党
员杨之华、农村问题专家孔雪雄等。先生为
浙江省教育会会员、中华儿童教育会会员、桃
源乡教育会会长。晚年曾任桃源中心小学校
长，参与桃源新村计划制订及建设。工诗文，
善书画，是浙江省现代教育文化界著名人士，
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贡献良多。公在“两代
书屋”中承前启后，功绩卓著。

从清同治九年（1870）兆丰公设馆，至光
绪三十一年怙生公辍馆，两代人在馆教授35
年。加上仙桃山小学，历时百余年，不少学子
成长为我国科技、文化、教育界杰出人才。正
如朱新予朱学曾在《两代书屋缘起》一文中说：

“本村教育事业之发展历史，始自先祖，已具百
十余年，从仙桃山小学起算，也达80周年。百
载树人，惠及后代，意义至深。据所知，‘两代
书屋’出生者参加革命，主办教育，赴日进修，
出任知县，从事实业，迭有其人；就读小学后外

出升学，工作者，百有余名；其本人及子女现任
教授，工程师及单位主管者三四十人。因工作
而迁住国内外者60余家。”而朱氏“两代书屋”
后裔，更是人才辈出。例如，第三十三世、怙生
公长子朱新予（1902—1987），浙江省立甲种
蚕桑学校毕业，留学日本，解放后任全国政协
委员、浙江丝绸工学院院长，为我国著名丝绸
专家、丝绸教育家；次子朱学曾（1908—
2004），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学士(1931)，日本东
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台湾糖业研究所顾问。

兆丰、怙生公当年开馆授徒场所，在浦阳
镇十三房村的故居。曾有前后楼房五椽，为
学馆、住宅两用。据朱学曾《沧海桑田》载：

“我的故里桃源乡十三房村有两幢二层楼房
五间，一幢较旧，是由曾祖所建，祖父及叔祖
分住。其后先祖设馆讲学，在老屋前与叔祖
合建一幢。我出生于老屋，祖父去世后，迁住
新屋。”后来，朱氏后裔徙居他乡，故居由族亲
借用及乡村公用，至20世纪80年代得存其
半。1986年，朱新予、朱学曾兄弟合议，鉴于
祖、父两代曾在故居设馆授徒，便将故居命名
为“两代书屋”，捐赠做村文化室，以资纪念，
并助益村文化事业。在有关方面支持下成立

“两代书屋”基金小组，朱新予、朱学曾及二代
书屋后裔带头捐资，购置图书、报纸杂志、电
视及其他文化设施，在“两代书屋”故居办起
十三房村文化室。与朱氏有故交的名家赠送
书画祝贺。朱怙生当年在上虞的学生、后任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副部长、茶叶专家吴觉
农题书匾额，木刻悬于门前。这个创办于
1986年的村文化室，可以说是萧山最早的村
文化室。惜1991年12月31日一场大火，“两
代书屋”故居焚烧殆尽，唯木刻匾额幸存，今
保存在村委会，村文化室易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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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阳朱氏“两代书屋”多少才子从这走出

■文/ 孔鸿德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
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
上》

（释义——礼节重在相互往来，
有往无来，不符合礼节；有来无往，也
不符合礼节。）

“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下至民
间交往，上至国际礼仪。礼仪之邦的
中国，尤为寻常，热闹了几千年的春
节，就是给大家尽情礼尚往来的节
日。

但是国人素有偏走剑锋的水
平。往来背后，有两大怪象。

其一，“往而不来、来而不往”。
官民之间的一种天然默契。你尽管
送，我只管收。这已超出人情，内涵
隐情。许多落马官员，总说某人和我
是兄弟之交，收礼非受贿也。这跟他

们说和情人有纯真爱情一样幼稚可
笑。“在其位，有其权”，在囹圄里试试
看，你的兄弟还跟你“礼尚往来”吗？
世间哪有只收不送的礼物呢？除非
你是庙里的菩萨或嗷嗷待哺的貔貅。

其二，“来来往往、水涨船高”。
红白喜事、鸡毛小事，只要有事，就

“礼来礼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还
美其名曰“兄弟情深”，其实只有送礼
之人口吞黄连、苦不堪言，是十足的
国民虚荣性和庸俗的拜金主义作怪，
有多少纯粹的感情因子呢？倒不如

“千里鹅毛，略表心意；繁文缛节，相
约扯平”来的更轻松、更纯粹。这一
点确实应该学学台湾同胞们的伴手
礼，精心包装、礼小意浓。

礼尚往来——旧儒新说之一

萧山区新塘街道萧政储出
（2019）36号地块，因地铁上盖物业
柱网结构十分复杂，拟对其规划条
件进行调整，原规划条件中“按照
《杭州市城市建筑工程机动车停车
位配建标准实施细则（2015年6月
修订）》﹝杭建科（2015）110号、杭规
发（2015）37号﹞和《杭州市城市综合
体规划建设管理导则（试行）》及相
关要求配建各类停车位。内外交通
组织应清晰流畅。上盖区 9 米与
15.5米板之间的夹层作为上盖区所
需配套的停车位，规模不少于1700
个。”拟调整为“按照《杭州市城市建

筑工程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实施
细则（2015年 6月修订）》﹝杭建科
（2015）110号、杭规发（2015）37号﹞
规定标准的80%进行配建各类停车
位。内外交通组织应清晰流畅。”

现定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0年 10月 28日在项目现场、萧
山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进行公示，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书
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

联系人：任女士 电话：0571-
82899587、87363333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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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诺媛

近日，2020年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品
博览会暨“神工杯”创意设计制作大赛在杭
州和平会展中心举行，萧山花边研究所所长
王丽华携省级“非遗”萧山花边作品《千丝万
缕》参加大赛并斩获金奖。

该作品从设计到制作耗时一年，融入了
萧山花边的全部针法，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濒
临失传的技艺，诠释了萧山花边的精致工艺。

王丽华是萧山花边、萧山珠绣“非遗”项
目传承人。自幼随母学习刺绣，2013年师从
亚太手工艺大师赵锡祥先生学习萧山花边
技艺。在艺术的探索道路中，王丽华始终坚

持继承传统与推陈创新并重的创作理念，通
过不断地挑战自我，开发自身潜力，增强创
新能力，逐渐形成自己清新秀丽、大方典雅、
精细缜密、生动传神的艺术风格，作品寓意
深刻，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强烈的时
代气息，在萧山花边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和影响力，获得业界的普遍认同。

王丽华《千丝万缕》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揽金奖

儒学天地
杭州市萧山区儒学学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