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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由胡琴发展而来，有两根弦，分内弦和外

弦，故称二胡，是弓弦类中流行最广的民族乐器。

它既能登高雅之堂，又能在民间表演，还能自娱自

乐，深受广大民间音乐爱好者喜爱，许多二胡爱好

者终生以二胡为伴，以二胡为友。

记得我在寨上一小上学时，曾经是学校文艺

宣传队的一员，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在甄光久老师

的辅导下，初次接触了二胡，可还没有拉会一个完

整的曲子，就升入了初中。没有了乐器，但兴趣犹

在，那个年代，买把二胡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我哥

哥的帮助下，我找来木棍、空罐头盒，自己动脑动

手制作了一把二胡，拉起来自然与正规的二胡无

法相比，却也自得其乐。参加工作之后，偶尔在工

作之余也玩玩，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指点，始终长进

不大，后来又听人说，我的手指太尖，不适合拉二

胡，也就慢慢放弃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没有想

到退休之后，还能在课堂上正规地学习二胡，弥补

了我多年的缺憾，这得益于汉沽老年大学的建立。

2016年，汉沽老年大学开始筹建，校园由原汉

沽党校提升改造而成，总用地面积约7641平方米，

设置了文史、书画、音乐、舞蹈戏曲、健身养生、生活

艺术、医学保健、摄影计算机等多个专业。姜艺丁校

长是我小学同学，又曾一起在原汉沽区政府共事，使

我对老年大学有着更多的关注。听说学校设有二

胡专业，也勾起了多年埋藏心底的二胡情结。可是

想到这么多年没有摸二胡了，身体也不太好，还有些

犹豫。直到2018年年初，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我

终于踏进了汉沽老年大学的校门，成为二胡班的一

名学员。在这所老年人的校园里，和蔼亲切的老师，

真诚热情的同学，明亮宽敞的学习环境，都给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

在韩殿来老师精心教授下，同学们进步都很

快，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训练，我初步学会了二胡的乐

理知识，能够基本掌握二胡曲调中D、G、F三个音调

的演奏技能。在老年大学的两次教学汇报演出中，

我和班里的同学们先后演奏了F调歌曲《康定情歌》

和G调二重奏《彩云追月》，在大庭广众面前亮相，虽

说紧张，但也开心。此后，还参加了九龙里社区的演

出活动。学好音乐知识，掌握二胡演奏技巧，不仅有

益身心健康，延年益寿，还能为继承和发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添砖添瓦，可谓一举多得。

退休以后的生活通常被称作老年生活。其

实，在当下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心态和状

态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年龄也成为了一个单纯

的数字而已。大家忙忙碌碌奉献了半辈子，来不

及好好感受年轻，就白了头发，慢下来的日子，都

要活出自己的样子，多少老年人在追梦、圆梦，退

休以后的生活完全可以被定义为开启希望与志趣

的第二段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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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茶碗的诞生
当地朋友开着一辆小皮

卡，带着我们在韩国庆尚南道

乡间游玩时，老金的密阳窑闯

入了我们的镜头。

那是一个古朴的柴窑，并

不像中国的龙窑一样，一条线

往高处走，好像神龙正在从坡

顶俯冲，而是像巨蟒一样高低

起伏，依势而建。窑的旁边，

有山一样的柴堆，山一样的陶

泥堆。一个穿着对襟灯芯绒

布袄的老人，正在奋力将枯柴

折断、劈开，迎接即将到来的

烧窑。

朋 友 过 去 用 韩 语 打 招

呼。可能是方圆二三十里都

没有人烟的缘故，老人热情地

邀请我们去他家小坐。一进

他的家，我们就惊呆了——里

面的布置像一个苦行僧的修

行地一样，除了最简单的生活

用品和一张小木床以外，到处

放满了已经经过素烧的茶碗

和茶壶，一个巨大的泡菜缸

里，黏稠的釉料已经调好，闻

上去有一股淡淡的烟熏干菜

的香气。

老人自我介绍说，他叫金

昌郁，隐居乡间烧窑已经有

15年的时间。他一个人隐居

在这里，一方面是烧制茶碗需

要有极为安静、内敛的心境，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是稻米

的产地，秋天收割稻谷之后，

大量的稻草被农民闷烧成草

木灰还田，而草木灰，正是他

要用的天然釉料之一。我们

看到的那一缸釉料，散发的正

是草木灰苦涩中微有回甘的

气息。

朋友听闻金昌郁的大名，

面露惊讶之色。原来，这位形

貌气质都如一位乡间老农的

做碗人，却是韩国的国宝级大

师。多少年来，他以只用天然

釉料的拗脾气出名。他认为

化学釉料在沏茶时，总有一些

不好的成分，会析出到茶水

里，影响茶客的身体健康。他

本人，自小就不用这种茶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是，他远

离城市的舒适生活，来到荒僻

之地，就为能烧出最天然的茶

器、酒器与花器。他收集设色

深沉的小块天然矿石，亲手粉

碎碾磨后，成为茶碗的底釉。

晾干后，再用亲手碾磨过筛的

草木灰浆，进行二次上釉。

他的茶碗，碗托像一块微

凹的鹅卵石；他的茶壶，壶承

像随意捡回来的中空石头，里

面被流水蚀出的孔洞正好用

来点燃温茶的蜡烛。这些碗

托和壶承也是他用草木灰烧

制的。

老金听不懂朋友用中文

在介绍些什么，他只是烧水、

沏茶。他端出来的茶碗，每一

只色泽都不一样，月白色的仿

佛盛着晚秋的月光，石绿色的

好似河边的顽石长出了微绿

的青苔，深褐色的像农人蓑衣

上的雨意，灰白色略带橘粉色

光晕的，犹如行将离去的夕阳

在亲吻暮霭沉沉的大地……

茶碗的色系比起我们看惯的

陶瓷颜色，其实是略显单调

的，但不知为什么，那种来自

泥土、稻草、山岩和雨水的温

润之光，瞧上去却有说不出的

舒服感。

这些奇妙的变色都来自

单调的草木灰吗？老金点头，

并 带 我 们 去 看 他 的“ 蟒 蛇

窑”。原来，同一缸草木灰釉

料刷染的茶碗，放进柴窑的位

置不一样，烧出的颜色也不

同。温度高的位置烧出的茶

碗越是光洁、匀净，颜色也接

近白色；温度低的位置，茶碗

的肌理会粗糙些，颜色多半是

青灰、褐色、豆汁绿。加上开

窑一次，要烧掉一两吨的柴

火，柴火本身在燃烧的过程中

也会产生草木灰，这些带火的

灰烬沾附在茶碗上，就会形成

意想不到的各色釉点。

在老金看来，烧制这种茶

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

艰苦，尽管进山拖柴的劳作经

常让他腰伤发作，上釉的过程

又让草木灰嵌入他皮肤的肌

理，让他如同戴上一副泥手

套，而离群索居的寂寞，孩子

们的反对，也让他心里有坚持

不下去的念头。但最终，这种

“一个人和着泥土与雨水，柴

草与火焰”的生活，转眼已坚

守了15年。

可能这种劳累本身，也是

一种难以言诉的享乐吧。我

们看到，老金把他眼见的乡野

之美，信笔草草，画在茶器与

花器上：大雪落满了梅花；越

冬的柿果上，鸟儿正在起舞；

南瓜藏在叶子下面安眠；松鼠

正惬意地抱食坚果……反正，

眼前有什么，他就画什么，单

纯质朴的笔触就像孩子一

样。离开人群久了，他的愿望

也像孩子一样单纯：希望他的

茶碗用旧、摔裂之后，还可以

回归泥土，而不会给大地带来

一丝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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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
张克澄为张维、陆士嘉之子，自孩童时期便浸淫在大师云集的清

华校园内，耳濡目染，从生活和学习中感受着大师之魂。华罗庚、钱
学森、林同炎、蒋南翔、常迵、黄克智、季羡林……从科学到教育，从医
学到文学，大师们的形象跃然于书中。

作者：张克澄
定价：49元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中信出版集团

这就是普朗特，一位抵死忠于

科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首富

民 国 时 期 的 清 华 有 个 旧 规

定，即夫妇不能同时在清华任教

授。这个规定不知何时定下，出

于什么考虑，为此我们查了很多

资料。我们发现此规定大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逐渐形成，估计跟

当时北京学校罢教有关。那时的

北洋政府常年用兵，动辄把教育

经费挪作军费，以致教育部拖欠

教师薪水，连鲁迅都抱怨生活的

困顿。以北京大学李大钊等人为

首的教师，在北京八大学校联合

起来罢教，抗议政府拖薪之事。

因清华是使用美国庚子退还款办

学的，不在教育部的管辖范围之

内，不受拖薪的影响。因此北京

各校教授纷纷以在清华兼职而为

计 谋 ，清 华 的 富 足 和 优 越 突 显

之。有文字记载，当时的清华教

授薪水养活一家十余口人绰绰有

余，工作三五年下来在城里置办

一套像样的四合院不在话下。为

平衡清华教授与非清华教授的收

入差距不要过大，清华遂规定夫

妇不能同时在清华任教授。

我的父母张维、陆士嘉应算是

清华历史上第一对教授夫妇。

父亲 1947 年由北洋大学土木

系转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授，母

亲原本是北洋大学航空系教授。

对于父亲转入清华，母亲虽然支

持，但碍于清华规定，母亲无法同

样进入清华担任航空系教授，这不

能不说是个遗憾。幸亏清华工学

院代理院长陶葆楷求贤若渴，协调

母亲在水利部和清华共建的水工

实验室做研究员，编制属于水利

部，同时在清华航空系兼职做教

授，授空气动力学课。

这个安排恐怕是当时的最佳

安排，父母和学校皆满意。仅仅过

了一年半，1949 年年初北京解放，

共产党立即废除了清华的这一规

定，母亲名正言顺地当上了航空系

教授。由此，父母成为清华历史上

第一对教授夫妇。

在1952年教授定级时，父母同

时被定为教学6 级，按供给制的标

准，每月发若干小米。其时，周培

源4级，梁思成5级。

到了1956年实行薪金制，重新

定级，教学 6 级以上都转为高教 1

级，即 1 级教授，月薪 360 元（党员

教授为345元）。

母亲此时已随航空系调整到

北京航空学院，当她得知自己和资

深的周培源、梁思成、王德荣、沈元

同被评为 1 级教授时，颇为不自

在。她又知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

年的北航党委书记武光行政7 级，

比自己工资还少时，更加不安。她

向领导提出降为2级，未获同意，自

此便坚持只领2 级的薪水，填表也

只填2 级。坚持的时间长了，填的

表越来越多，知道的人越来越少，

母亲终于达成目的——学院渐渐

按 2 级教授对待她，她也安心了。

只有原始档案无法更改，还是高教

1级。

其他在20世纪50年代夫妇皆

为1级教授（或研究员）的，我不知

还有没有。就我所知，钱三强、何

泽慧，张文裕、王承书都是夫1级妇

2 级。母亲坚持不肯拿这第一，是

不是有不愿出这个头的原因？我

当年年纪小没想起问明白，现在后

悔也没地方问了。

1956—1986年这30年，在大家

都靠工资生活的年代，清华园里一

家两个1级教授加起来有每月700

余元的收入，在当时一家四五口人

靠每月几十元生活的时代，这有点

引人注目。

“文革”后期，有一阵我天天

泡在王迺壮家，看他画画，听他聊

天。我和王先生成了忘年交。王

先生乃中央美术学院 1953 届毕业

生，从徐悲鸿学素描、吴作人学笔

墨、李苦禅学色彩、刘海粟学气

魄，得大家之真传，加上自己体

会，其画讲究境界，极为大气，当

时一幅画就已能卖到几千元。我

颇为羡慕他有这一手绝活，而他

却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富人。

而且，王为人颇豪爽、低调。后

来我赴美求学，临行那天早上，

他来家里亲手交给我 800 美元，

说是为我壮行，放下就走了，令我

至今难忘。

一次，我又去看王迺壮作画。

闲谈时，他言之凿凿地说我家是清

华首富，有22万元存款什么的。闻

言大为惊讶下，我回去问母亲是否

为真。她听了哈哈一笑说：“要真

有那么多倒好了，咱家是有点存

款，加起来有个五六万吧。不过，

你们别惦记，我跟你爸早商量好

了，你们将来得靠自己。”我的妈

呀，这可是一笔大钱呐，要让我自

己攒，得多少年哪？ （连载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