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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稿天天天下故事 人人人生百态

什么样的人，才担得起“行家”这个称号？
曾经，我对这个词的理解非常狭隘。

能写程序控制无人机，让它们随着舞者的
姿势起舞，并制造炫酷声光效果的高级程序
员，算得上计算机领域的行家；发明了能识别
大脑发出的电信号，帮助脊椎损伤或中风瘫痪
的病人恢复感官和肌肉行动能力机器人的科
学家，是医学科学方面的行家。而负责电热马
桶座圈产品包装和在货运码头控制起重机搬
运集装箱的，纵然他们的工作技术性强，工作
能力无可挑剔，并且都为各自的公司大大节省
了成本，可我还是觉得，他们可以是优秀员工，
但算不上行家。行家都是些高精尖人才，更别
提什么洗衣和种菜了——除非你是袁隆平，不
然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农业领域的行家？

最近看了日本NHK电视台的系列纪录片
《行家本色》，他们对“行家”的定义，真是大大
超出了我的想象。

洗衣服要什么技术含量？谁家不
是丢到洗衣机里搅，差别只是滚筒洗
衣机VS涡轮洗衣机、洗衣液PK洗衣
粉。实在有什么顽固污渍，比如白衬衫
沾了红油，新校服染了墨水，也不过是
提前在那一坨上加大清洁剂计量，用
手反复揉搓就好。实在不行，就送去干
洗好了。

所以纪录片里那么多行家，我最
佩服洗衣服的古田武。

这位 74 岁的老人，是东京一家
洗衣店的老板。洗了 60 年衣服，他还
是喜欢和各种奇奇怪怪的污渍打交
道。从妈妈留给女儿的旧婚纱，到染
上煤灰的新运动服；从精贵的奢侈品
外套，到不同材质叠加的连衣裙……
他依据材质和污渍的不同，从超过50
种不同的去污剂里选择最合适的那
种，要是遇到棘手问题，他还需要反
复试验，直到将衣物恢复如新。

一件外套干洗过五六次后，就会
有脏东西藏在纤维里，肉眼看不到。古
田武坚持水洗，“我喜欢客人带着一尘
不染的衣服回家”。可好多材质遇水就
会变形啊，这可怎么办？古田武就自己
发明了一个“压力人模”。

他把水洗后变形的衣服穿到人模
身上，人模就会喷出蒸汽自动运作起
来，不一会儿，缩水外套就被逐渐撑回
原形！

百货公司送来一件深色上衣，他
们的客人因为穿着这件上衣，染蓝了
下身的浅色裤子和肩挎的名牌包包，
已经找过几家干洗店，但都无能为力。
古田武还是接下了委托，并亲自着手
处理。

常用的去染色剂不起作用，他只
得试着从深色上衣的染色剂的成分下
手。接着，他把一件白衬衫故意染色，
然后用最笨的办法，一个一个的试剂
挨着实验，直到将污渍清理干净。那一
刻，老先生不像一个洗了一辈子衣服
的人，他像一个做实验的化学家。

古田武不仅接手别人洗不干净的
订单，也接手别人不敢洗的，“如果只
接受简单的工作，那我做这份工还有
什么意义？”在污渍的世界里，没有他
解决不了的，他是衣物清洗的行家。

那么多与土地打交道的人，怎么
就让朝野哲夫成了个中行家呢？

这位 69 岁的老人从小生活在日
本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耕作劳
动。在继承了家里的土地后，朝野哲夫
把精力放在了甘薯种植上。到他50多
岁时，随着日本泡沫经济时代来临，他
的事业陨落。一个偶然的机会，朝野哲
夫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说原产于
地中海的芝麻菜在日本供不应求，于
是他开始试着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这
种日本没有的蔬菜，反复试验三年总
算培植成功。

从此，朝野哲夫开始种植很难栽
种的西方蔬菜，再将它们卖给西餐厅。
印加土豆、欧洲小红萝卜、洋蓟……他
在3.5个足球场大小的田地上，种了多
达 180 种欧洲蔬菜。他的目标不是要
种出最大的蔬菜，或达到最高产量，相
反，他追求自然生长，“因为施肥，就会
让蔬菜染上‘那种味道’。”十余年间，
朝野哲夫坚持只用牡蛎壳打成的粉末
给土壤增加矿物质，每次播种前，他都
会把稻草一遍一遍地混入土壤，他说
这样能增加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让
土壤变松弛。

别人口中的“没听说”“是什么”
“好吃吗”就是他的机会。但播种，不发
芽；发芽，长不好，就又都成了他的问
题。朝野哲夫只能一年一年地实验。他
在冬天种下的海蓬子种子没有发芽，
于是第二年，他换了个季节再种，这一
次，他成功了。

海蓬子是一种生长在海边岩石
旁或盐碱地里的植物，是朝野哲夫从
没见过的。为了规模化种植，他把一
部分海蓬子幼苗从温室里移到田野
里栽种，可两种方式种出的植物，品
相差别很大。

朝野哲夫把两种产品送给熟识的
大厨品尝，得到的结论让他欣喜不已
——温室里长大的海蓬子风味浓郁，适
合作为主菜的配菜使用；田野里长大的
海蓬子，盐味淡些，适合沙拉使用。

“你不可能掌握一切，你一直都要
学习。行家，就是从来没有‘够好了’这
个概念的人。”日本最会种植西方蔬菜
的行家朝野哲夫谦虚地说。（周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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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颜料是个体力活。做颜料“泥金”

的时候要用手来回磨，“磨到金箔在空气
中能飘起来才行”，一天顾不上喝水吃饭，
只能吃点饼，要磨半个月。加水研磨颜料
一天要磨 8 小时，磨够 20 天，颗粒摩擦碗
底的声音“从刺耳变得微弱”“水面能泛起
一层油光”。

仇骏第一次帮着父亲打了一天的印
泥，回去就累到发高烧。

仇庆年已经习惯了。磨一次颜料要转

动数十万次手臂，从20岁开始工作的他磨
出了满手老茧、肺病、腰间盘突出、网球
肘、腱鞘炎，腿上打了封闭针，“医生说不
能再磨了”。

但他坚信自己这个老手艺的价值。他
把化工颜料叫作“牙膏”，对于中国国画来
说，这些颜料“怎么看都洋气”。而且机器只
能制作一种颜色，他通过沉淀分离能分出
颜色的层次，“头清”“二清”“三清”“四清”。

黄色的颜料在画家笔下变成了初秋
的嫩叶和黄鹂胸前的羽毛，红色是美女身

上飘逸的石榴裙，青色则是“远近高低各
不同”的绿水青山。

“仇先生颜料取之于自然界的矿物和
植物，细腻的颗粒和纯净的颜色表现出来
的画面感是化工颜料不能比拟的，”上海
视觉艺术学院绘画专业的教师杨佳黎说，
他使用的就是仇庆年的颜料，“传统中国
画颜料的颜色明亮纯净，华丽稳重。特别
是国画里的花青和胭脂等色，是化工颜料
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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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仇庆年带上《国家宝藏》的是宋代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千年后画里江山
依然色泽明亮，如今甚少有颜料能重现这
份奇迹。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师冯海涛在节
目中介绍，他临摹这幅画的过程中试过很
多颜料都不成功，直到找到了仇庆年。

“敦煌壁画上的石青石绿千年未褪
色，”仇庆年说。经鉴定，仇庆年的颜料和
敦化壁画颜料的成分几乎无异。

为了深入了解画家对颜料的要求，28
岁时仇庆年脱产跟着吴门画派张继馨学
了两年画，“以前的画家也是颜料匠，他们
自己上山采矿石做颜料。”

为了做印泥他专门到湖南找长纤维
草，用放了好几年的最好的蓖麻油。“有的
人抄佛经都用假朱砂，”仇庆年愤懑道，“你
用假的，菩萨是知道的，是请不到菩萨的！”

即使如此，仇庆年的颜料仍是很“小
众”。“相较于化工颜料价格太贵了”，在北
京从事国画颜料生意吴微说道，“有的画
家一幅画都卖不到颜料钱。”

仇庆年尽可能把成本压缩，包装用最
简单的小塑料袋和纸，人工费一压再压。
对来访的几乎每一个人，他都会问一句

“我的颜料贵不贵啊”。但他也很无奈，“原
材料太贵，我也没办法。”

“说好听了叫坚持，说难听了叫挣
扎。”他叹道。

3
他年轻时在姜思序堂工作，这是家三

百年老字号的颜料厂，以精制国画颜料享
誉盛名。仇庆年20岁高中毕业后便进去学
技艺，一直做到技术厂长，却在57岁时从
这里下岗。在女儿的记忆里，下岗使父亲

“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他觉得传下来的
技术从自己这断掉了”。

有台湾的老顾客曾责怪他没有经营
好工厂，仇庆年觉得委屈。因为现在的姜
思序堂已经不按传统技术生产颜料了，

“东西不对了”。
后来，有画家朋友看到仇庆年十分低

沉，告诉他“你就是姜思序堂”，建议仇庆年
自己生产，“你名字不错，就叫庆年堂吧。”

庆年堂成立后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找
矿。传统国画颜料原材料来源于矿石、植
物、动物。仇庆年像个地质队员，带着榔头
去湖南、湖北、云南、甘肃各地找矿。

一次一个画家朋友来信说南京栖霞
山上有矿，他立即动身去南京。那天下着
大雨，废弃的矿渣山很高，他穿着雨衣，一
手拿着榔头，一手挎着装石头的篓子往上
爬。爬到半山腰他回头一看，“太高了，吓
死了。”

在《国家宝藏》的栏目上，他双手作
揖，急切地说了句“拜托”，“哪里有矿请告
诉我，我一定去找”。

今年夏天，同济大学设计专业的肖雨
晴和另外两位同学去苏州庆年堂调研。令
她印象深刻的是仇庆年有一个皱巴巴的
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来访者的姓名和电
话，还有一栏是祖籍，已经记了半本。看到
同行的一个男生在祖籍上写下“山东”，仇
庆年眼睛一亮，兴奋地拽着他说：“山东有
很多金矿，金矿周围能找到很多颜料的原
料矿石，你回去能不能帮我多留意留意。”
3天的调研时间里，仇庆年拉着他反复交
代了多次。

还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商人收藏了一
块非常大的青金石，过去询价，商人手一
伸“九百万（元）”。仇庆年吓得咋舌，“我房
子卖掉也才四五十万（元）啊”。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仇
庆年享受每年5000元的补贴，但这并不足
以支撑他出去找一次矿的费用。“不是没
有矿，是仇先生找不到适合的原料”，杨佳
黎说。

仇庆年时常感慨自己力量的微弱，
“靠我一个人，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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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雨晴至今仍记得这个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工作室，那里昏暗狭
窄，特制的石杵只能贴着墙放。她小时候
和父母从河南搬到广州，住的条件很差，

“没想到比我小时候住的房子还要破”。
“我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仇

庆年说。
据仇骏回忆，数十年前曾有日本人花

30万元请仇庆年到日本工作，被他一口拒
绝了。也有日本学者提出想学习，也被他
拒之门外，“我这个是最好的，我们的中国
的颜料不能被他们学了去啊”。

仇庆年曾递给肖雨晴一张发黄的剪
报，上面写着日本偷走了中国的宣纸技
术。但另一面他又有一点羡慕日本，日本
的工作坊里面还是师傅带徒弟，“有人学
是最好的”，“还是要做讲座，知道的人更
多了才有可能传下去“。

这些年，他去过北京、上海、香港、台
湾等地的院校做讲座，也去本地的小区和
小学讲，“只要有人请我，我一定会去。”

“我不要钱，只要报销路费就可以，我有
教案，把颜料和工具都带过去给你们看。”他
担心的是“没人来学，没人来传承了。”

仇庆年写了一本书《传统中国画颜料
研究》，里面有最基本的技术细节。他自费
6 万块出版了 500 本，到哪里讲课就送一
本。有次去北京开研讨会，他给每个参会
人员都送了一本，但他又后悔送多了，因
为再印还需要6万块，他掏不出来。“早知
道只送两本就好了”。

仇庆年害怕被遗忘。他把自己的电话
印在颜料的包装上。任何人打电话他都
接，或许有人问颜料的使用，或许有人告
知哪里有矿，或许有人想学技术。仇庆年
总是这么想。

免费做了几十场讲座，送了几百本
书，仇庆年还是没招到徒弟。

这个不懂微博、微信的老人，在女儿
的支持下开了淘宝店，想着让自己的产品
有更多销路。上了《国家宝藏》后，淘宝店
的关注人数迅速涨到12万。上一次人数上
涨还是在去年，苏州当地媒体给他拍了个
视频放在网上，淘宝店关注人数从几千涨
到7万。

对于突然到来的关注，仇庆年还是
很兴奋。他会打听矿石的来源，会接起每
一个电话，会给每一个来访者演示制作
技术，会拜托和赴约每一场讲座。更多的
时候，他还是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磨着
颜料。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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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有同事问我有没有去看电影《暴

雨将至》，我说：“没有。我不喜欢段奕宏，总
觉得他演戏太过用力，看起紧张得很。”同
事哈哈大笑，连连赞同：“对的对的。看他和
邓超演的《烈日灼心》，感觉他比邓超更像
一个杀人犯。”“是嘛，感觉他每个眼神都充
满了血丝，每一次凝视嘴唇都在颤抖，每吞
一口口水都像瓦片落地，掷地有声。永远都
在怀疑，永远都在奔跑，脸上永远都是汗水
混着血水，看场电影比跑个800米还累。”

“对头，每次电影一看完，从座位上站起来
的时候，心里都会长舒一口气！”

哈哈哈段奕宏，原来不只我才有这种
感觉哟！

2
其实说到演戏特别用力，我觉得首当

其冲应该是杨志刚。怎么说呢，我必须承
认，杨志刚是一个特别努力的演员，努力
得你很容易就看得出他在努力，他的每一
个表情，每一个吐字，都带着一肚子想法
和力量。

但杨志刚的戏，在我看来又总有雷同
之感，都是偏分的发型，都是对襟的褂子，
无非有的剧里朴实点，是一件灰色或白色
的布褂子，有的剧里富态点，是绸缎褂子。
再不就是西装，领带，小胡子。

当然，男演员嘛，着装、造型就那样，

不可能像女演员那么多变。我后来仔细想
了想，觉得他之所以给人“雷同”的错觉，
应该是他每部剧里的表情——真的太用
力了，十年如一日地用力啊！

他每次说话，眉头都紧紧地皱在一
起，感觉人世间所有的压力、担忧、责任全
部压在了他的眉头上，拿个电熨斗使劲熨
都熨不开。说话也是，都是一字一顿地往
外吐，仿佛他把每一字都当做了人生中的
最后一个字在说。那种压迫感和紧张感，
真的让人看得喘不过气来，看得你都忘了
具体情节是什么了，只记得他那随时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
其筋骨”的表情。

3
说到用力，我还想到了陈宝国。
陈宝国不是表情用力，也不是动作用

力，他是眼神用力。当然准确地说，是眼神
有力。

陈宝国的眼神和孙淳一样，有点像猫
的眼神，看久了，总给人以深不可测的恐
惧感，仿佛一个黑洞，他稍微多盯你两眼，
你就会自动掉进去，渣渣都找不到一点。

所以我一直觉得陈宝国演那种老奸
巨滑的变态杀手特别合适，一个持续二十
几秒的眼神，就足以杀人于无形。因此陈
宝国最让我记得的作品，就是他和王姬、
尤勇合作的《罪证》。 （云岭）

看他们演戏
比跑个800米还累

被遗忘在五彩斑斓的角落里他他

仇庆年一辈子见惯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最熟悉的还是那股子模糊不清的昏暗。
昏暗的光线弥漫整个房间，仇庆年就坐在那里磨颜料。
他的屋子朝北，难得照到阳光，只有老旧的纱窗五颜六色，那是研磨颜料的粉尘长

年累积的结果。40多平方米的家被各种工具、矿石和瓶瓶罐罐填满了，厨房的菜板上也
是矿石，女儿仇骏想收拾下，仇庆年总会大喊“别动”。

74岁的他磨了54年颜料，磨着磨着这门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手艺变成了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他变成了继承人。政府颁发的各种荣誉证书锁在旧木柜里，和他珍藏的颜料
矿石放在一起，鲜少被人关注。

最近，一档叫《国家宝藏》的综艺节目将他送上热闹的舞台。节目播出后，他家电话
响个不停，许多家电视台排着队到家里拍摄。他忙得饭也不能按时吃，需要应酬各种各
样的人，但是他更熟悉的，还是在那个昏暗的屋子里磨颜料。

仇庆年和他制作的印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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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明白我对让我明白我对““行家行家””的理解有多陕隘的理解有多陕隘，

段奕宏段奕宏

杨志刚

陈宝国陈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