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南京 胡剑明

古代文人都以“琴、

棋、书、画”为风雅之事，

而围棋更是中国的国棋，

有“烂柯、忘忧”之称。王

安石有诗云：“莫将戏事

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

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

枰何处有亏成。”苏东坡

讲得更透彻：“胜固欣然，

败亦可喜”，反映了两位

大文人对胜负的不同悟

性。如图所示这块“对

弈”瓷片，所描绘的情形

看不出胜负，专家只认为

是“空白期”的。

明代的正统、景泰、

天顺三朝，战乱纷起，胜

负不测，称为瓷器发展史

上的“空白期”，但民窑青

花仍不绝烧，正统年间的

青花瓷上就常有“高士对

弈”的题材。古时士子，

得志时出入于殿堂，忘了

棋，而不得志时，就想起

了棋，因为棋局难料，可

以从中寄托情怀，“山中

无甲子”“一叶落知秋”，

反映了一些古代文人看

破与遁世的愿望。

南京古陶瓷研究者

叶伯瑜说：到了明代万

历、天启年间，民窑青花

瓷画的题材渐渐丰富，有

许多反映儿童生活的画

面，如蹴鞠、放风筝、玩木

偶等等，其中“童子对弈

图”就很常见。嘉靖时，

常画二童对弈，周围有许

多观弈者，有的击掌喝

彩，有的窃窃私语，神态

幽默丰富。到了万历、天

启时就只画两人对弈而

无人围观了，但同一题

材，由于画工的即兴发

挥，画得也是千姿百态，

张浦生编著的《青花瓷画

鉴赏》上，那两个下棋童

子的神态画得夸张，也大

有观赏性。

相传乾隆年间，在某

山半腰处，有几十户人

家，小村四周开满各色野

花，蜂飞蝶舞，弥漫着醉

人的香气。家家泥垒石

砌，草泥平抹，山草斜铺，

棋子般散布方正平整的

草甸上，远远望去，恰似

镶嵌在半山腰的一盘天

造地设的棋局。村中黄

白色小路纵横交错，宛若

棋格，故名：棋盘村。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村民都

有下棋的雅好，还弄出了

各种各样奇巧的玩法。

干活累了，便席地而坐，

就地取材，捡几块石子，

折几节木棍，摘几片树

叶，手指在地上一划，便

可对弈。清山秀水给了

村民们善良淳厚、开朗乐

观的性格，他们以种田狩

猎为生，过着自给自足、

“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慢

生活。

据说，对弈围棋后来

发展成了对弈象棋，每年

的七月七日，都有一次

“棋赛盛会”尤其热闹，还

会引来众多邻村人观

赛。当然赛事也有严格

的礼仪和规则，其中一道

重要的程序是赛前“祭棋

仙”，在对弈的石桌上摆

好蔬果祭品，点燃香烛，

众人跪揖默念，祈求神灵

保佑，一求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再求畜牧兴旺，

人丁平安；最后才拜棋

仙，求棋仙护佑，赐人智

慧，增人棋艺，施人美德。

果然有一次，仙人飘

然而至，被这样的场面而

打动，且手持巨笔，并不

蘸墨，在树干上写下一副

长联曰：“弈车弈卒弈马

弈炮弈士弈象，楚河南北

弈由意，一棋一子一进一

退一得一失，汉界东西绎

人生”。之后，驾五彩祥

云而去……

十年后，乾隆帝去木

兰围场狩猎路经此地，闻

说，村头曾做过“掌事人”

的王弈家有棋童，他媳妇

那年正要生孩子时，一声

炸雷后，从屋外飞进一个

火球，细看是一枚发光的

棋子，上写“将”字，在屋

里上下地飞，后来飞到他

媳妇的被子上就不见了，

紧接着媳妇就生了个大

胖小子。孩子刚出生时

手里握着一枚棋子。只

见这孩子双脚是圆型的

棋子状，一看脚心，一只

脚心有个“车”字，另一只

脚心有个“卒”字。这孩

子生下刚三天，见了棋子

就哭着闹着要；三个月

后，王弈抱着他和别人下

棋，这孩子抓过棋子就往

棋盘上放，放的都是让棋

局起死回生的位置；三岁

就什么都懂了，聪慧超

群，随后参加每年七月七

日的棋赛，均得头名。

乾隆感叹棋童奇才，

欲带进京，随身左右。只

可惜刚出山村，棋童便无

疾而终。其父王弈托受

仙人之梦方知：棋童乃仙

人对弈时，棋仙丢落下的

一枚棋子，此村风水宝

地、民风淳厚，积年久远，

这枚落子汲取天地日月

之精华，孕育炼化成“棋

孕”，在雷电灵气的激发

下，化成棋童，原想他存

于清幽脱俗之深山，去除

纷争之世俗，成就一番人

间棋局。没想到，他却欲

被皇帝带去荣华富贵，这

就犯了天宫棋祖的本意，

所以，就毅然地收回了

他。

看来，“对弈”瓷片上

的故事，对于人生而言，

真的没有“空白期”。

■浙江金华 曹兆燎

《中国青花瓷纹饰图

典》人物卷中收录有多幅

明天启《风雨夜归》瓷

画。这类画面主题描绘

有一人物曲膝弓腰，擎着

雨伞，卷着裤管，体态清

瘦，衣着单薄，有的涉水

于没膝溪流之中（图1），

有的背着似干粮之物（图

2），有的行走于荒山野路

之间。寥寥数笔，把家在

“天涯”心急似“咫尺”的

归家之情、艰辛之态现于

瓷画之中。

每每看到这些《风雨

夜归》瓷画，心中总是不

能平静，久久不忍释卷。

话说，明天启年间的百姓

困苦今人无法想象。那

时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生

产落后，土地贫瘠，工商

业不发达，战争内乱不

断，加上极端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王公官绅地主对

农民的剥削，官府的赋役

征派又很苛重。有的饥

民吃光了蓬草、树皮，最

后竟至“炊人骨以为薪，

煮人肉以为食”，“骨肉相

残，易子而食者”。当时

陕西三边军士欠薪严重，

形势危机，“延饲积欠相

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

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

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共

二十七个月，千里荒沙，

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

不覆体，间有脱衣鞋而一

饱者，有持器具贸半菽

者，有马无刍牧而闲户自

结者，有饥难忍而剪发粥

市者，枵腹之怨，久酿，脱

巾之变应生。”要知古人

视头发生之于父母，视之

为生命，为求一饱什么都

卖，什么事都干。那时

“无岁不荒，斗米八钱。”

由于瘟疫的暴发出现了

“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

行人”的惨象。

看了天启年《风雨夜

归》瓷画，感叹人能活在

当下真是太幸福了，得好

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

好局面。

■安徽黄山 方伟荣

近日笔者偶得一块

青花瓷片（见图）。瓷片

画面所绘图案让人眼前

一亮——这不正是自己

享受过的夏日纳凉的地

方吗？唐代诗人陆希声

说“六月清凉绿树荫”，

而在我的老家徽州，绿

荫如盖的大树乡村里数

不胜数。记得小时候，

每到夏天，当家中热不

可耐时，人们就来到河

边，躲在树阴底下，或席

地而坐，慢慢地打着盹，

或就地躺着睡上片刻。

这种快意如同苏东坡认

为的人生十六件赏心乐

事之一——“暑至临溪

濯足”，只可惜这种情景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

这块瓷片上的图案，仿

佛是儿时乡亲们夏日纳

凉的情景又来到了面

前。

仔细审视画面，瓷

片上古柳根深枝繁叶

茂，空中柳枝轻摇，地上

绿草茵茵，四周花草飘

香，浓树成阴。这里没

有了火一般的太阳，只

有树下的浓阴与和畅的

惠风。一男子劳作了一

上午，似乎是刚吃过午

饭，家中闷热难耐，便拿

着小凳子坐在柳树下纳

凉休息，也借以恢复一

下体力。此时微风习

习，头巾上的束带在脑

后随风飘荡。他身着短

袖衫，裤脚捋起，双手置

于膝上，右脚穿鞋舒展

伸出，左脚赤足几近垂

直状收起，前脚掌着地，

后脚跟踮起，脱掉的鞋

子被踢往一边，手中用

棕榈树叶编成的大蒲扇

扇身朝下，搁置在那里

歇息着。这就是一副以

往家乡父老乡亲们夏天

自在惬意的《乡野乘凉

图》啊！

这枚瓷画虽然出自

民窑，但画面的意境和

绘画的技巧，堪与御窑

画家媲美。构图上动静

结合，疏密有致，质朴生

动。尤其是人物乘凉的

环境和状态，用写实的

笔墨不作任何雕饰，但

“凉”和“热”的情景却刻

画得惟妙惟肖。如表示

“热”的画面和“道具”

有：脱掉的鞋子，光脚置

地，捋起裤脚露出双腿，

拿着扇子，坐在树下，等

等；表示“凉”的画面和

“道具”有，大块的树阴，

搁置的扇子，通过柳枝

和束带的飘动暗示有风

吹过等，表达出此地是

一片清凉世界。整个画

面纯情率性，朴实自然，

充满诗情和丰富的想象

空间。

从瓷片上的青花蓝

中泛灰，用笔为单线平

涂，构图较满，以及飘动

的束带等特征可以看

出，正是晚明时期的作

品。这枚瓷片是由几块

碎瓷片拼起来的，虽有

残缺，但画面意境基本

完整，不影响其欣赏价

值。而且作为晚明民窑

反映民间日常生活题材

的作品，能见到的也不

多了，把它收起来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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