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电
影。那时放电影，是在村头空
闲的场院或小学操场露天放
映,先后看过《地雷战》《地道
战》《奇袭》《闪闪的红星》《智
取威虎山》等，特别喜欢看打
仗片,很过瘾。

后来上了大学乃至参加
工作后，还喜欢看电影，只是
这个时候条件好了，可以买票
进电影院坐上硬座或进软包
厢，看过的电影如《红高粱》
《少林寺》《烈火金刚》《小街》
《庐山恋》等。

然而没想到的是，前不
久，我这个爱看电影的人不经
意间还客串了一部电影。

那是2016年的夏天，好友
云川君创作了一个剧本。曾
长期在检察系统领导岗位上
工作的他，亲自部署或参与了
不少重大案件的侦查起诉，积
累了很多办案经验。他平时
勤于笔耕，写了不少好的作
品，其中的反贪题材的电影剧
本被北京知名导演季云军先
生看中拍摄。

这个剧本以某省一个前
交通厅长为人物原型，剧情用
顺叙、倒叙、插叙、夹叙夹议和
伏笔照应、闪回跳切等表现手
法次第展开。该厅长原是山
村里的一个贫家子弟，但随着
级别的不断升高，逐渐放松了
警惕，一步步跌入深渊走向不
归路。

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的
剧情延展，导演一看剧本便爱
不释手，当即决定投入精力，

打造好这部电影。担任中国
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曾夺得中国戏曲梅花
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
演员奖的奚美娟，曾在电视剧
《三国》中饰演鲁肃、《毛泽东》
中饰演陈云的霍青等影星相
继加盟，好作品搬上银幕，好
团队打造力作，在北京、郑州、
安阳、林州等选取了一些紧贴
剧情发展的外景地，紧锣密鼓
地开拍了。

电影中有场戏是这位厅
长在大桥坍塌事故出现时，正
在国外考察洽谈项目。中国
执法人员通过国际长途正告
其“犯了错误就要面对，出国
滞留不归，就意味着叛党叛
国”，最终他决定回国接受组
织调查。这就需要一个从国
外回来的场景：这位厅长走下
飞机舷梯，后面有两个手提公
文包、着正装劝返或遣送其回
国的工作人员，以威严的形
象，紧随其后一同走下飞机，
然后将这位厅长交给地接执
法人员。

这两位工作人员没台词，
也不需要特写镜头，导演当然
不想再聘用专业演员。据说
导演在翻阅云川君的那本《云
来云去》散文集时，看到其中
有篇《又忆儿时同行》的文
章。文中配了一幅照片，那是
在2004年，时任豫北某市副
检察长的云川君，河南农大资
源环境学院院长、博导杨喜田
教授和笔者三人的合影，这三
个人也是云川君笔下小时候

靠卖花米团挣书本费的家乡
的三个儿时同学。导演看了
这张照片，当即决定让云川君
联络，他要见杨教授和笔者一
面。当时我们不明白导演的
意图，然而见过面后，导演当
即决定，让我们二人客串那两
个押解贪官走下飞机舷梯的
人。于是，在郑州新郑机场，
所有飞机专门停飞30分钟，让
位给这个电影的外景拍摄。
我与杨喜田教授便成了这部
《往事如烟》的客串演员。小
时候爱看电影，没想到进入中
年，居然有了一次在电影里当
客串演员的机会，更没想到的
是，云川君的作品成为我们与
电影的“牵线人”。

一早，父亲从乡下打来电
话时，我在拥挤的地铁上去上
班，身边都是人。这么早，父
亲有什么事儿吧？我接了。

父亲激情高昂的声音，
说：“你知道我在哪里吗？你
小学同学蔡枫华那里，让他和
你讲话吧。”

我说：“别……”电话已转
过去了。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记得，记得，老同
学了。”

一番寒暄过后，电话挂
了。那个叫蔡枫华的同学一
直在农村。我最不喜欢的，就
是父亲随意地就和别人吹嘘，
说他儿子怎么怎么样。我说
过父亲几次，他当时说今后不
说了，却总是不改。

到了单位，父亲的电话又
来了。我知道他一准又说，今
天我碰到你同学，我和你同学
在说你。我手上忙着事儿，没
接，电话响了好多下，就不响
了。

半小时后，电话又来了，
有些没完没了。我微皱了下
眉，还是接了。

爸说：“帮我充点话费吧，
我没钱了。”

我说：“知道了。”我其实
还想说，无聊的电话可以少
打。

晚上，我刚充完话费，父
亲电话又打来了。他兴奋地
说：“儿子，我话费短信收到
了。还是我儿子好，儿子好
啊。”

父亲又说：“今天我去蔡
枫华那里，我说了你现在
……”

我终究没忍住，说：“你这
样有意思没意思。我上回和
你说过，不要和别人说什么！”

父亲说：“我没说什么
呀。”父亲的声音低低的，像个
犯了错的孩子。

电话挂了，我有好一会儿
发愣。

以前的父亲，不是这样
的。以前的我，也不是这样
的。

父亲是一家之主，小时候
我调皮，父亲一瞪眼，我就吓
得大气不敢出。哪怕我长大
后，父亲在家里还是说一不
二，一挥手，说：“这事就这么
定了！”我只能遵从……

从什么时候开始，角色变
了。父亲在我面前，变得低眉
顺眼，唯恐把我给得罪了。

上一次，父亲和别人说，
我可以帮人介绍工作，人家电
话打来了。事后，我责怪父
亲：“你怎么能这样呢？工作
是好找的吗？我要欠下人情
的……”

还有一次，父亲和别人
说，我认识哪个单位的哪位领
导，就有熟悉的人给我打电
话，说有事让我帮忙。我只能
告诉他，我是认识那位领导，
但关系还没到能办事的程
度。我说了父亲，不要到处给
我瞎打广告好不好……

每次，父亲的声音都低低
的，不知说什么好。

我是忘了父亲的养育之
恩了吗？小时候，父亲像一棵
大树，一直为我遮风挡雨。现
在，是我这棵树长大了吗？

我错了！我想给父亲打
个电话，说声对不起。但是，
最终，这个电话还是没打。

为什么呢？我似乎说不
清楚。

偶然在宋徽宗赵佶亲
手绘制的《文会图》中，我清
晰地看到书中罗列着许多
瓷器，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距今1000余年的宋代是中
国文化的繁荣时期，无论诗
词歌赋还是书画茶艺都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宋
代文化对这个世界的人们
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却是
另外一样东西——宋瓷。
有学者说：“宋代陶瓷才是
贯通古今、人类所能得到的
最美的器物。”

2012年4月4日，香港
苏富比拍卖行举行“天青宝
色——日本珍藏北宋汝瓷”
拍卖会，“北宋汝窑天青釉
葵花洗”最终以2.786亿港
元成交，创造了宋代瓷器新
的世界拍卖纪录。究竟是
何种因缘让宋瓷达到如此
高山仰止的地位呢？

今年四月一个清晨，不
期而遇的，天空一片天青
色。听说中国五大名窑之
首的汝官窑遗址就在河南
宝丰县清凉寺村，一大早，
我们便驾车踏上了寻访之
旅。当清凉寺汝官窑遗址
上那一大片破败的宋代窑
炉、作坊、灰坑、汝瓷碎片堆
积等出现在眼前时，我惊呆
了：仿佛那些深埋地下的作
坊里传来工匠和泥巴的声
音，在支架上手拉胚的声
音，窑炉点火呼呼的风箱
声，柴火在火塘里烧得噼啪
声从地底下传来——瓷器
出窑啦！那一个个两鬓苍
苍烟火色的烧瓷工匠望着
刚出窑的瓷器：惊喜的、失
望的、落寞的、焦虑的、哀叹
的、绝望的眼神儿，一瞬间
挤满了我的大脑……我轻
轻哼起了周杰伦的歌儿
——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
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
了结局——

这首歌是写元代青花
瓷的，而歌中所说的天青色
却始创于宋代的汝瓷。

传说800多年前，北宋
第八位皇帝宋徽宗做了一
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他
对梦中见到的雨后天空的
那种颜色非常喜欢，就给烧
瓷工匠传下旨意：“雨过天
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
来。”这道颇为任性的圣旨
不知难倒了多少工匠，最后
河南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
历尽艰辛，终于烧制出了天

青色汝瓷。
话说古代中国可是瓷

器生产大国，自汉代出现了
较为成熟的陶瓷产品后，历
代都有各具特色的瓷器，如
唐代三彩、元代青花、明代
粉彩、清代的斗彩……只有
宋瓷无论是在工艺上还是
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中国陶
瓷艺术的顶峰。北宋时，中
国的瓷器涌现出汝、官、哥、
定、钧五大名窑，而汝瓷位
列“五大名窑”之首。

宋人叶寘在《坦斋笔
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
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
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
州悉有之，汝州为魁。”正是
宋徽宗下诏书“弃定用汝”
的决定和他那带有道家风
骨的文人审美眼光，加上古
代匠人的绝妙技艺，才成就
了汝瓷儒雅、内敛的艺术高
度。

遗憾的是，汝窑烧宫廷
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
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东
京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
钦宗父子，将其押解北上，
开封城的奇珍异宝被洗劫
一空。北宋灭亡后，宋廷南
迁，汝官瓷大多消失于战
火，故传世品极少，它的烧
制工艺随之失传。汝瓷在
南宋初就显得十分珍贵，到
了元、明、清各朝代，更是深
藏宫中，直至清末八国联军
侵占北京，汝瓷才流出宫
外，800多年来，可谓弥足
珍贵。全世界留存至今宫
廷用的汝官瓷不过寥寥80
余件，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
院”、英国大英博物馆等以
及个别私人收藏家手中，被
视为稀世之珍。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汝
瓷的烧造工艺成了千古之
谜。几百年来，寻觅汝官窑
也难倒了一代代的“汝瓷”
探秘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为寻访汝官窑遗
址，几代文博工作者付出了
艰辛的努力，用了50多年
的时间，直到1987年第一
次发掘，才确定宝丰清凉寺
窑址为汝官窑遗址。2000
年，第六次发掘找到了汝官
窑的中心烧造区。为破解
其烧造工艺谜底，无数的古
陶瓷专家和民间工艺师为
此费尽心血。据说，直到
1988年瓷器工艺师们才在
河南汝州初步仿烧成功天
青色汝瓷。今天，仍有许多
汝瓷工艺师在追寻着古代
工匠的艺术之路，使汝瓷重
现芳华。

汝瓷像一首无字的
诗，描绘了大宋的儒雅与内
敛。

汝瓷似一曲文化绝
唱，焕发着天青色的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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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来汝瓷天青色

□崔立(上海)□阚则思（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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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振(河南郑州)

低眉顺眼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