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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

近日，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
心举办徐冰艺术回顾大展。女儿杨
阳陪我前往参观。其间，由美国回
来的著名学者巫鸿主持国际研讨
会。展览是成功的，令我振奋。

十七年前，在华盛顿亚洲博物馆
（Freer Callery of Art Arthur
M.sackler Gallerry），当时的馆长
张子宁对我说：徐冰是健在的华人
首次在该馆举办大展。在此之前，
徐冰获麦克阿瑟奖，居费城的著名
老教授顾毓秀郑重告诉我：半个世
纪以来东方人首次获此荣誉，何况
此奖是由下而上被选拔的，不同于
诺贝尔奖是推荐的。因此当时在国
外的我，更深深感到荣幸与骄傲。
之后，徐冰不断获国际大奖。

我想，徐冰是在中国改革开放
后的大背景下，发挥了他个人的艺
术才华和能量，中央美术学院的学
习，只不过是“引进门，修行在自
身”的一个条件。从学校出来的，
不可能个个是天才能人，个人的艺
术气质与悟性是最重要的，学校的
基础训练只是打根基。技术上
的、认识上的准备阶段是需要的。

从徐冰个案以及我在海外十多
年的探索比较来看，中国的美术院
校教育远比西方现代的美术学校实
在。还是要画画素描，画画石膏人
体，学学东西方传统，学学色彩的条
件色、固有色，装饰与民间，墨分五
色的工与写，以及史论文化、形而
上形而下的有关艺术的启迪——一
个连走尚走不好的学子，去让他飞
和跑，不是好办法，所以我推崇中
国的美术院校教育。

徐冰创作的现代前卫的艺术作
品，被世人所肯定并获奖，都是他

独特的智慧创造。其中极重要的因
素，是他没有离开母体文化的基因
在起作用。他的 《天书》《鸟飞
了》《鬼打墙》《山水》《方块字
ABC》《蠶系列》，即兴创作的《猴
子捞月》《凤凰涅槃》以及由现实
生活中汲取感悟而创作的《徐冰的
文字》及《蜻蜓眼》电影等，可以
说都是民族文化的根底在涌动着他
的艺术灵感而成就的。

顾毓秀教授生前也曾对我说
过：赵无极在法国取得的荣誉，离
不开他的中国古诗词根基。那么徐
冰在国外获得的一系列成就，也同
样是民族文化基因在起作用——当
然离不开他们本人特殊的艺术素质
与勇气。

所以个人的才能和文化的根
基，对一位成功的艺术家是多么重
要和可贵！

（作者系著名画家）

艺术家离不开
中国文化的基因
——观徐冰艺术展所思

杨先让

竹海金茗、岚峰丹凝、乾红早春。茶，一共喝了三道。
茶是佳人，也是魔术师。于初冬的细雨中，从西渚镇的江南雅居出发，至位于太华镇的乾

元茶场，这里正在举行第十五次阳羡茶会。在茶会上，听茶家聊茶，随大师品茶，追寻宜兴茶的
前世今生。在茶的“魔法”里，我们从宜兴回到了阳羡。

江苏宜兴古称“阳羡”，素有“陶的古都”“茶的绿洲”“洞的世界”“竹的海洋”之美名。有人
说，爱上茶，就等于爱上了阳羡。这话不错。北宋元丰年间，苏东坡曾四次来到宜兴，最长一次
逗留了三个多月，对宜兴山水的眷恋，对阳羡茶的情有独钟，使他写下“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
君应饷惠山”的佳句，并发“买一园，种桔300棵，以度晚年”之愿。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他讲学的
地方建造了东坡书院。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杜牧），“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萧洒有余清”（欧阳修），“天子
岁尝龙焙茶，茶官催摘雨前芽”（梅尧臣）⋯⋯宜兴的好茶、好壶吸引众多文人骚客留下千古诗
文，宜兴的好水、好山孕育了徐悲鸿、吴大羽、吴冠中、钱松岩、尹瘦石等艺术名家。

最初，我在吴冠中的“江南图”里想象着江南；现在，我在宜兴茶里品味着江南。

只有阳羡的泉声/才能唤醒群山/这簇拥在杯子里的/重峦叠嶂/
一定有隐蔽的山径/留给那些/心里飘着云朵的人

一壶茶里品江南
王珺

阳羡茶会始于1984年秋，由茶
叶专家、时任宜兴市政协副主席的
张志澄发起，至1987年，共举办茶
会十三次。时隔三十年后，去年在
无锡市茶叶研究所举办了第十四次
阳羡茶会，紧接着，就有了今年的第
十五次茶会。

“阳羡茶在东汉时期已相当有
名。三国孙吴时代，宜兴茶称为国
山茶，国山即今天的离墨山。据《宜
兴县志》记载：离墨山在县西南五十
里⋯⋯山顶产佳茗，芳香冠他种。”
说起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研究员鲁成银便打开了话匣子，

“阳羡茶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卢
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
描述了春天阳羡茶采摘与焙制的情
景，由其中‘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
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
不敢先开花’一句，可知此时阳羡茶
已被列为贡茶。”

唐朝时，宜兴阳羡茶空前鼎盛，
茶圣陆羽为撰写《茶经》，曾在阳羡
南部山区长时间考察，认为阳羡茶

“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
上，芽者次”。唐朝中期，李栖筠任
常州太守时，有山僧曾进阳羡茶，陆
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在

唐朝的茶政制度中，朝廷设贡茶院
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
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

“岁贡阳羡茶万两”。由于宫廷讲究
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
生成为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
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宋元时期，皇家官焙虽移师福
建，宜兴却从未故步自封，除进贡的
龙团凤饼茶之外，还涌现了“灉湖云
膏”“金字末茶”“蝉翼茶”等宜兴名茶。

明清两代，宜兴开创出散茶中
的极品——岕茶，其“南岳岕”属帝
王独享的御贡；“洞山岕”“庙前岕”

“庙后岕”成为文人学士一撮难求的
雅好之茶，引得文征明、唐寅等诗人
诗兴大发，吟唱不绝，留下几十首咏
阳羡茶的诗作。同时，“雀舌茶”“旗
枪茶”“宜兴红茶”等名茶也随之涌
现，带动了紫砂壶的应运而生，“金
沙泉”“卓锡泉”等名泉也名盛一时。

面对茶的文化史，宜兴市茶文化
促进会会长杨亚君不无自豪地说：

“好茶好水好壶，唯宜兴独有矣。”
从带着露珠的茶芽到被沸水拥

在杯中的香茗，漫山遍野的茶树叶
经过怎样的拣选、萃炼才成为一款
独特的、有名有姓的茶？比如“宜兴

金毫”，比如“百岁红”⋯⋯今年3月
21日春分这天，《阳羡茶》杂志编辑
俏枝在兰山茶场，见证了“阳羡雪
芽”的一天。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没有照
进茶园的时候，采茶工们已经拿起
袋子走上茶山。食指、拇指轻轻地
捏住，借着巧劲儿一揪，茶芽便从茶
工们的指尖轻盈地离开枝头。鲜叶
下山，开始进行第一次挑拣，第一次
摊晾，为保证每颗茶芽的匀齐度，在
上杀青机前，摊晾好的茶芽被装在
竹匾中进行第二次挑拣。“安静了一
年的车间开始热闹起来，随着杀青
机器的运转，整个车间里散发着青
草香。从杀青机下来的茶芽由专人
负责捧起抖动，以免落下的茶芽由
于高温堆压而闷坏，然后薄薄地铺
在事先准备好的竹匾中进行再次摊
晾。紧接着是第三次挑拣，去掉杀
青时造成的碎叶。”俏枝说，“忍不
住，我也坐在了杀青机前，学着师傅
们的一捧一抖，没一会儿，胳膊就酸
了。”接下来是揉捻，再次摊晾、炒
制。俏枝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炒
好的阳羡雪芽色泽嫩绿显银毫，锋
苗秀丽，淡淡的清香带着阳光的味
道扑面而来，远远看去，机床上像是

铺了一层薄薄的雪。”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

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
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
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唐
代诗人卢仝的饮茶体验入诗、入心、
入骨，可谓淋漓尽致。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到
“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茶是简单
的，也是丰富的；茶是平凡的，也是
高贵的。江苏省作协原主席艾煊曾
说：“茶之种，之制，之器，之藏，之
饮，各有其术，各有其道，各有其
情。”宜兴有近两千年的种茶、制茶
史，有一千多年的贡茶史，为了挖掘
丰厚的茶文化历史，以茶文化带动
茶产业发展，以茶产业促进茶文化
繁荣，2014年6月，宜兴市成立了茶
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王敖盘把久负
盛名的“阳羡茶”比作中国茶叶中的
翡翠，同时，他认为，宜兴的红茶也
很有特点，称得上茶叶中的一块玛
瑙。今年6月，继“阳羡茶”后，“宜兴
红”成功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杨亚君会长用“纤秀形、甘甜
味、宫廷艺、文人情”概括“宜兴红”
的文化内涵，既形象，又贴切。

杯
中
风
景

白云白墙，小楼细雨，江南，
在吴冠中的水墨里漫漫晕染，仿佛
茶叶在水中云卷云舒。你若去过宜
兴，就会懂得，一幅画里的乡愁也
藏在一壶茶里。

土生土长的宜兴人俏枝长大后
去北方求学，她说：“每次带给朋
友们的家乡特产里，茶叶总是少不
了的，那时的茶于我来说带着一种
乡情。”但那也是远离家乡后的普
通情感，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我真的从未觉得宜兴有多美、
有多好，也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热
爱这片土地”。即使她离开工作、
生活多年的北方海滨城市选择回到
家乡，也依然时时有逃离的冲动。
后来，她走进茶人圈，品茶、访
茶、写茶，得了空闲就往山里走，
离墨山、螺岩山、铜官山、太华
山、龙池山、兰山、屺山⋯⋯几乎
把宜兴的山山水水走了个遍。她感
叹，这里无论四季怎样更迭，草木
怎样荣枯，总呈现着雨洗青山四季
青的空灵毓秀之景。在她心里，家
乡如茶，越品越有滋味。当外地的
朋友陶醉于宜兴的山水佳茗流连忘
返，她就说，不想走，就留下，学

学苏东坡“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
只为溪山好”吧。

“只有阳羡的泉声/才能唤醒群
山/这簇拥在杯子里的/重峦叠嶂/一
定有隐蔽的山径/留给那些/心里飘
着云朵的人”，这是诗人傅荣生在
宜兴写下的诗句。阳羡的泉声唤醒
了诗人，也召唤着那些被乡情所吸
引的人。

“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我亲
手摆上去的。”在宜兴市博物馆，
年轻馆长朱轩林的这句话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问这位南京大学
考古学专业毕业的“90后”为什么
不留在大城市发展，他说，还
是回家好吧，这里的文化底
蕴这么深厚。

在宜兴茶圈，都知道无
锡市茶叶研究所的许群峰所
长是茶痴，甚至说他“做茶
做得有些为难自己”。他耐得
住性子，他研制的茶仿佛也耐得住
性子。丹凝是茶研所2012年研制
的，直到2015年才开始试销。除
去树种的培育、种植和工艺上的改
进，时间还“耗”在鲜叶采摘的严苛
标准上：早晚不采、阴雨天不采⋯⋯

这使得阳光的味道，从鲜叶到干茶，
一直留存其中。在一首诗里，黑陶
这样写许群峰：“如一枚笔直的茶
芽/在他的绿色王国/他是每一棵茶
树、每一片茶叶诚挚的亲人”。

再说说黑陶吧。《泥与焰》《夜
晚灼烫》⋯⋯他每本书的名字几乎
都与火有关，因为从小所
见就是陶瓷工厂熊熊燃
烧火焰的窑与工厂周围
一望无际的麦田、油菜
花。他总是说：“这个环
境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想
象和写作的宇宙，我特

别感恩。”在他看
来，宜兴的

茶和紫砂壶是江南的两个重要文化
符号，而故乡就是一本书，“甚至
不用你写，当你跟所生活的地方有
足够的契合时，也许这本书会跳出
来馈赠给你。宜兴的风物、人文，
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我永远也写
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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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见

本报讯 （小荷）“为生活而艺
术、为民生而设计”，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 2019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
品展日前开幕，来自染织服装艺术
设计系、陶瓷艺术设计系、环境艺
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信息艺术
设计系、雕塑系 23 位硕士研究生
的150余件创作、设计作品参展。

导师代表许正龙表示，清华
美院延续两大“家传”，一是理论
与实践结合，二是教学与应用结
合，清华园中的美院学术背景独

特而优厚，科学、设计和工艺并
存。他勉励学生们在艺术道路上，
完成硕士学业只是学术起步，执着
求索是成功者的共有属性。清华
美院院长鲁晓波介绍，学院借助清
华大学第 25 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
契机，围绕一系列改进教育教学的
问题展开讨论，在“三位一体”教育
理念的指导下，探索适应国家发展
需要、适合艺术类人才培养规律
的教育模式，毕业作品展既是展
示，也是一份答卷。

清华美院举办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资讯

本报讯 （缇妮） 随着人们对国
学、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逐年升
温，何为传统、何为国学、中国传
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当代意义是什么
等基本问题也急需厘清。日前，中
国美术馆主办的“大师讲大美”系
列学术讲座再次开讲，邀请文史学
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
梦溪以 《国学、传统文化与当代教
育》 为题进行了精彩讲解。

刘梦溪先生辨析了传统文化和
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指出国学和
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并对

国学、传统文化怎样进入当代教育
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文化传统是
看不见的，充溢流淌在不同民族从
古到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中，而传
统文化则是传统社会的文化，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我们祖先的智慧结
晶。他还从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
统、文化传统的结构、儒家思想的
包容性、文化典范和文化传统的传
承、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
学等角度分析了国学概念的流变，
提出修身从知耻开始、学习国学从
诵读 《论语》 开始的主张。

文史学者刘梦溪做客“大师讲大美”

本报讯 （问水） 由儿童全程
参与创作的校园原创剧目 《标准
答案》 日前登上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的舞台。该剧由南京市琅琊路
小学“郎郎丫丫戏剧社”创作演
出。

在剧本创作阶段，编创者就尝
试让学生参与，由学生提供第一手
的校园生活素材，通过他们的视角
讲述发生在他们身边有趣的校园故
事，经过反复打磨，终于完成剧
本。“我们希望 100 个孩子演小白

兔有100种不同的样子。在缤纷的
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
案。”正如该剧导演所追求的，“郎
郎丫丫戏剧社”用自己独特的精神
风貌诠释了琅小的小主人教育、琅
小学生多元发展的真实样态。

据介绍，自 2015 年起，琅琊
路小学与中国儿艺正式签署长期合
作协议，中国儿艺派出专业团队定
期到校对学生进行戏剧教育指导，
开阔了师生的艺术视野，提升了师
生的艺术品位。

儿童参与创作校园剧《标准答案》

《天书》徐冰 作

题图：《茶花》曾勇 绘
底图： 吴俊达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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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茶之母，壶为茶之父”，说

茶不能不说壶。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

春华”，这是北宋诗人梅尧臣在宜兴
留下的千古名句。文火细烟、小鼎
长泉，梅尧臣不仅在这里汲南岭活
泉、烹北园之茶，更喜用紫砂器泡盛
香茗。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
头一丸土”，这是清代诗人汪文柏赠
给当时紫砂壶名家陈鸣远的《陶器
行》中的一句。

宜兴是陶都，但这只是笼统的
说法，陶都的真正核心在丁蜀，所
以，去宜兴，不能不去丁蜀镇。

诗人黑陶的家就住在丁蜀镇
上，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红焰
闪闪的窑场和周边长满农作物的田
野度过的。龙窑，以形似古代传说
中的龙而得名。丁蜀地区的龙窑，
已知的考古发现有唐代的涧众古龙
窑、宋代的羊角山龙窑，明清以
降，更是不计其数。五十多平方公
里面积、数万烟灶的丁蜀小镇，在
黑陶眼里是一个泥土与火焰交织的
神奇之城。

黑陶告诉我们，贯穿丁蜀镇的

蠡河是为纪念春秋时楚人范蠡而命
名的。相传范蠡助越王勾践覆灭吴
国后，即带西施弃官潜行，出没于太
湖之滨，最后来到宜兴定居。他看
到丁蜀山区的泥土黏力甚强，宜做
陶器，便发动当地百姓致力于制陶
事业。故丁蜀陶业过去一直奉范蠡
为祖师，并立庙塑像，奉他为“陶朱
公”“造缸先师”。

宜兴紫砂器烧制的历史可追溯到
北宋时期。明代供春模仿金沙寺僧制
壶，开创了紫砂匠人制壶的先河。

“白甀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
画溪烟”，在丁蜀，几乎家家做
坯，处处皆窑。

白天，我们流连于丁蜀镇上的
顾景舟艺术馆，赞叹顾壶的古意禅
心、高远意蕴，感喟一代紫砂大师的
多舛人生、刚正品格。

自称“为紫砂撑过篙，摇过橹”
的紫砂大师顾景舟，少年勤勉，天赋
入道；中年仗义执言，因“赶不上
时代”被批“右倾”；老年失侣，晚景
凄凉。他坚持认为，紫砂壶的命脉
所在，除了材质肌理特点，就是独一
无二的全手工拍打身筒的“泥片围
筑”成型方法。69岁时，“为治老妻

痼疾就医沪上，寄寓淮海中学”，他
让弟子周桂珍带来泥料和工具，在
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创作了《鹧鸪提
梁壶》，在壶底，记下感伤与无奈：

“百无聊赖中抟作数壶，以纪命途坎
坷也。”抟砂，成为紫砂大师一生排
遣苦闷的最好方法。正所谓“青山
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
山深闻鹧鸪”。

夜晚，我们徜徉于丁蜀镇的街
道，街是静的，窑里的火是静的，还
亮着灯的顺意居里，几十把等待烧
制的紫砂壶也是静的。这是制壶师
刘顺洪的工作室，一间十余平方米
的临街简易房，除了一张简单的工
作台和小茶桌，就是壶和制壶工具。

五十多岁的刘顺洪已经做壶三
十年。他还记得学壶的第一步是跟
着师傅打泥片，“一张泥片10厘米
宽，35厘米长，厚度也就0.3厘米左
右，要做到所有地方厚薄均匀，然后
一个人坐在一旁用‘泥搭子’敲”。
他记得自己敲了近三个月，师傅才
说了一声“还行”。

做壶是苦的。冬天冷，泥也冷；
夏天热，不敢开空调、吹风扇，因为
做壶对泥的温度要求很高。问刘顺

洪，做壶三十年有什么感受，他只是
憨实地笑笑：“一个手艺人，想的就
是让自己的壶做到自己满意，他人
认可。”

刘顺洪生在蜀山脚下，长在古
南街巷，可以说是玩紫砂泥长大
的。他对壶有自己的理解：模仿大
师的作品并不难，但学到大师传统
器型的“精气神”需要一个相当漫长
的过程，比如“壶嘴、壶把的弧度”，
是需要反复临摹、尝试才能理解掌
握的。

刘顺洪喜欢传统紫砂，痴迷于
石瓢、乳鼎、汉铎。他考国家级工艺
美术员的时候，被要求两天内做一
把壶。凭着自己对传统光货器型的
理解，他要做一把“素的、不花哨”的
壶，他要通过最简单的壶型细节展
示自己的基本功。做成之后，他为
这把壶取名为“顺意”。

“对于一个紫砂壶成型工作者
来说，十年、三十年坐在泥凳上也许
是寂寞的，但大师总是在泥凳上诞
生，不可能在吹嘘中出来。”刘顺洪
研习顾景舟大师的壶，也笃信大师
的话。每天早上八点，坐上泥凳，他
便开始抟砂，做壶。

壶
里
乾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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