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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卫：书画的鉴赏、收藏与投资
现在国内的艺术鉴赏大概分为三个流

派、三位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在中国的鉴定
领域有着很高的艺术思想和建树，也培育
了很多鉴赏人才，对我国古代书画的保护、
保存，都做出巨大的贡献。直到现在，这三
个流派、三位人物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第一位是上海的谢稚柳先生，他不但
是鉴赏家，还是书画家。他说艺术鉴定要从
书画的本体，包括意境、格调、笔法、墨法、
造型、布局等等进行鉴定，就是你看这一张
作品，你先看它的手法技巧是不是一个高
手而为，是不是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他在
鉴定中认为，绘画技巧是鉴定最主要的也
是最难的。所以说他鉴定书画的时候，是追
求绘画上的史论的功底。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是鉴定书画的这种望气，就是看绘画的
流畅性、笔法的高超、对古人的研究，包括
艺术特征等等，从这些方面来鉴定，谢稚柳
最大的长处和贡献就在于此。
第二位也是南方人，徐邦达。他鉴定的

书画最多，出版的鉴定著作也很多。他的鉴
定主要利用技术鉴定，从绘画作品的流传
有序来进行考证，包括书画上的题跋、印
迹、收藏印等等，都是书画鉴定的重要依
据。可以说，他对书画作品的审查分析有着
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

第三位是满族人，也是大书画家———
启功。启先生的鉴定流派是学术鉴定。他有
其他鉴定家难以取代的重要特点——— 以学
问支撑自己的鉴定。虽然他学历不高，但是
他所了解掌握的书画收藏、书画鉴赏背后
的典故很多，特别是对古代文学、文献、目
录学、版本学都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在
鉴赏书画、碑帖和文献方面都有过人之处，
对书画的鉴定贡献很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改革开
放的初期就成立了一个七人鉴定小组，当
时是以谢稚柳为组长，启先生为副组长。这
七人当中还有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
辰生。其中傅先生是搞建筑的，搞建筑的人

为什么也参与书画的鉴定呢？其实，每个时
期的建筑也有自己的特色，而建筑同样会
出现在书画中，例如一张元代的作品如果
出现了明代时期的建筑特点，马上就可以
确定它不是元代的。所以说建筑、服饰都是
鉴赏绘画的重要依据。

那么，从收藏的角度来说，我们鉴赏书
画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纸帛装裱的特点。早期的绢，明代有
明代的技法，宋代有宋代的特点，可以根据
它的质地判断一张书画的年代。古画装裱
的艺术形式也保存着它那个时代的艺术背
景。

2、书法题款的功力。鉴赏一张古代书
画，首先看它的书法功力，如果与它相应的
时代背景不符，就可以把这张画否定掉。

3、绘画特点及背景。主要看它的笔墨、
技法、构图，是不是符合当时的时代，是不
是有着一个高的艺术境界。

4、印章印泥的时代。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拿一张宣纸，到古代书画上面轻轻过一
下，看是不是有印泥的脱落，如果印泥脱落
很多的话，这张画上盖的印肯定没几年。

5、题跋。看书画上的收藏印及题跋是

不是流传有序。
6、细微之处。比如说一笔笔对草的勾

勒、对石的点苔，这些地方都是鉴赏书画，
尤其是古代书画最露眼的地方。

我们常常会觉得一张古画的鉴定，比
当代的绘画鉴定可能要容易得多，就是因
为它倾吐的这些信息特别多。而如何感知
并抓住这些信息呢？这里也是有方法的。如
果能把上述三种鉴定的流派都进行系统的
学习，并应用到对古画的鉴赏中，我觉得鉴
赏一张古画就会很容易。当然，还要多读
书，特别是文学、建筑、美学、服饰、家具、文
学等方面的书，把书中内容变成自己的东
西，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还要强调的是，
对中国美术史和书法史要多加了解，做到
心中有丘壑；多看实物也是不可缺少的体
验。多走美术馆、博物馆、展览会，还要多交
流，多听一些讲座；再一个就是多结交一些
在书画鉴赏领域有很高水平的人，以在接
触中提高自己。

收藏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
热爱型。购买艺术作品的时候，不看作者的
名气大小，而是看这张作品自己是不是喜
爱。这种收藏其实特别有意思，喜欢的，才
去收藏，才去买。第二种是投资型。什么书
画在市场上炒得热、炒得火，就买什么作
品。这种类型可能回报大，但收藏风险也很
大。现在书画市场有很多画家的作品都在
击鼓传花。哪一天这个鼓不敲了，碰巧这张
作品传到你手里，可能你就会遭受很多的
损失。第三种是研究型。就是收藏书画前，
先了解画家是什么样的艺术家，对艺术的
痴迷程度，在艺术上的造诣等等，经过充分
了解后，再来买他的作品。往往这种研究型
的收藏，可以意外地得到一个很大的回报。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有些研究型的收藏
家，买了作品不会短时期就把它出售掉，他
会留在手里，甚至研究透了以后，当成传家
宝传给自己的子孙。于是，不仅在经济上，
而且在家风传承上都会受益。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每
周邀请一位省内文艺界专家举办讲座。9月27日，中文图书网创始人、山东省美术馆顾问、山东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国卫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漫谈“书画的鉴赏、收藏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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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河怀古【行走齐鲁】

□高 明

孝河，距临沂北城新区不到十公里，
位于白沙埠镇孝友村旁，是一条东西流
向，蜿蜒数里的河流，因一段荡气回肠、千
古流传的故事———“卧冰求鲤”而得名。

“卧冰求鲤”的美丽传说成为千古绝
唱，流传至今，给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传，此后王祥
卧冰处冬季河水不结冰，而其他水面则冰
封如玉，“孝河凝冰”遂被列为“琅琊八景”
之一。有诗为证：“镇日东风鼓翠澜，长河
吹遍水乾坤。银屏皎洁连川合，碎玉凌层
映月寒。堤畔鹭联飞始见，波心鱼隐钓犹
难。王祥一去今多载，留得冰模与后看。”

我始终相信，每一块土地都是有灵性
的，孝河尤其如此，喜欢孝河，因为这里静
谧安详，富于凄美色彩又充满了历史的沧
桑感。也许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和岁月都
已融化了河水之中，才使孝河显得如此灵
动、独特、深沉。

每有闲暇，我经常漫步于孝河河畔。
孝河就像一册线装的诗书，任何时候翻开
都会水汽氤氲，诗意盎然，就像一个水灵
灵的女子散发着迷人的风韵。

那天，我又一次来到孝河畔，河边相
拥而坐的情侣，踽踽前行的老人，席地读
书的学生，跑步健身的男女，如同流动的
电影画面，和谐而自然天成。

顺着一条小路前行，经过一座小桥，

孝河北岸一座高大的碧瓦飞甍、古色古香
的青砖瓦房映入眼帘，门楣上淡蓝底色的
牌匾书有“孝友祠”3个流金字，书体沉稳、
大度、厚重。孝友祠大门朝南，门前石阶两
侧立有高近3米的石狮，显得庄严肃穆。祠
堂内供奉有王祥、王览和后裔书圣王羲之
塑像，供世人瞻仰。

据王氏后人介绍，孝友祠始建于南梁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明、清时期重修。祠
堂主体建筑正殿为三间，系砖木结构。祀
王祥、王览。《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
善兄弟为友。王祥是孝敬父母的典范，王
览是友爱兄长的楷模，该祠堂故名“孝友
祠”。明世宗嘉靖皇帝曾为孝友祠亲书御
匾一块，上写“孝友格天”4个字，并派钦差
大臣亲临孝友祠祭祀，以提倡孝悌。

每年农历三月初九和九月初九，当地
官民均会到孝友祠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
这一活动从晋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孝文化教化着人的心智，自然也潜移
默化着人的性情。如今的孝友村，谈及王祥，
村里人都能详熟地说出其中的故事，不同
表述背后，故事内容相同。“孝友村以孝著
称，以孝安身立命，村里找不到子女不孝敬
长辈的例子。”村里的老人自豪地告诉我。

我在王祥的雕像前沉思，这是一座看
似不起眼的雕像，却因沉重而崇高，因崇
高而伟大。少年王祥手捧鲤鱼，双膝跪地，

眉宇间的神情是那样从容淡定，但也难以
掩住内心那出于绵绵孝心的缕缕情思。

王祥卧冰求鲤，幻出生命流线炫目的
光亮，他的雕像身影已经投向更大的背
景，那应该是一个民族的精魂。

孝河不仅风光秀丽，而且物产丰富。
孝河米曾在乾隆年间成为贡米；孝河鸭蛋
质细双黄，市场上成为上品；孝河藕个大
质脆，食用、药用价值高，并且与普通河藕
相比多一个眼(那便是孝心)，因此成为馈
赠亲友的佳品；孝河蚌肉质鲜嫩，藏珍纳
珠；孝河鲤龙须红脊，因“卧冰求鲤”之说
灵气在身，成为滋补珍品。

临沂市为弘扬孝文化，正开发沂河、孝
河、柳清河三河贯通，兴建和完善以孝河园、
莲花园、王氏宗祠、孝河广场、滨河花园小区
为主体，集观光、旅游、居住和孝道研究于一
体的生态孝河，全面打造“孝文化园”。

孝圣故里新一代，百善孝先有理想，
感恩父母图自强，蔚然成风尊孝贤。依孝
河而建的白沙埠小学，近年来把“孝文化”
搬上了课堂，把一个个感人的孝子故事编
成教材，印成壁画，从小培养孩子们孝敬
的美德，让孩子们从小知孝、懂孝、做孝，
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周围的人，让我们
深刻感受到了孝文化的魅力。

千年孝河汩汩流淌，她像一位温情的母
亲，哺育着大地儿女，陶冶着子孙后代……

《红楼梦》是一部大书，毛主席让许世友将军读上三四
遍，是很有道理的。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本人
也是从粗到细大概念了三四遍《红楼梦》。第一次是在被窝
里用手电照着偷读，净拣一些有刺激的段落看。第二次是到
了大学，一阵名著热，我真正下工夫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红楼梦》，而且还有针对性的研究了王熙凤，待到改革开放
的年代居然写了一篇《王熙凤与步鑫生之比较论》，见诸报
端。现在的人不太知道步鑫生其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生
产衬衫起家的他，被冠以改革家称号，一度还要竞选上海市
长。后来衬衫厂破产，步鑫生的改革折戟沉沙，从此基本
销声匿迹。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两个人捏合在一起进行比
较，现在想来有点荒唐。再读红楼就是最近的事了，朋友
说现在的人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外来信息所绑架，电脑、手机、
电视，快把个人的一点私有空间挤兑没了，建议我把这些玩
意儿收起来，读读名著，喝喝茶水，解放自己。于是，我把自
己再次圈在了红楼之中。这回，我的关注点在红楼中的茶。

恰好，老友卞奎先生见我写茶，雪中送炭，在许郎就要
才尽之时，馈赠一本《红楼梦中茶》，读来真是过瘾。作者柴
奇彤曾经在日本留学，有机会接触日人所钟爱的茶道，回国
后潜心研习中国茶文化，出版了好几本与茶有关的书籍，还
帮助一些茶馆茶社培训茶艺茶道，很有成果。读曹雪芹的红
楼原著，附识柴奇彤的《红楼梦中茶》，对茶文化的认知更加
立体和人性。如女儿茶也是从名门大户走出，有名有姓，距
今已是500余年。根据柴奇彤女士的考证，历史上关于女儿
茶的记载很多，《中药大辞典》中有：“女儿茶，异名岩果紫、

黄茶根、女儿红”，为鼠李种植物崖枣树的根或者枝叶，有清
热、凉血、止血之功效。“鼠李”为啥，本人孤陋寡闻，查阅书
籍方知，“鼠李”指的是灌木或小乔木，高达10米，既开花也
结果，其外表形态与我们常见的茶树十分相似。主要生长在
亚洲东部和北美洲的西南部，我国的辽宁、河北、山西都有。
但是，山东少见，本人断定此女儿茶非泰山女儿茶，应是一
种传统的中草药。

“鼠李”有大叶小叶之分，还有一个挺绝的名字叫做“下
山死”，估计是不太容易挪活，从山上挖到山下就会死掉。现
在已经很少有人将其当做茶叶喝了，倒是“小叶鼠李”的木
材被人采集处理做成手串，成为珍品，每串在数百至千元不
等。还有人用“鼠李”果子穿串，也很雅致，在中国人几乎人
手一串的当下，饮用和健身防病的作用被人忘记了。也巧，
不久前我在济南的英雄山文化市场，看到一位手拿“鼠李”
的人，引起路人关注。任凭他怎么解释，“鼠李”这个名字没
人听懂，但说到俗名“下山死”大家即刻明白。一根一米长的

“下山死”树枝，要价在200元人民币，只是分不清这根树枝
是“大鼠李”，还是“小鼠李”，一大一小品质差得很多。

那么是谁首先提到了“泰山女儿茶”的呢，是明代浙江
嘉兴人李日华。这位先生于大明万历二十年(1592)考取进士，
比本人四世老祖许舜民进士早了七年(万历二十七年)。李日
华是明代中后期著名书画家、藏书家，藏书量近10万卷，他的
多部著作入选《四库全书》。他在《紫桃轩杂缀》一书中记录
了泰山附近有当地人采青桐芽冲水喝，叫做“女儿茶”。据李
日华生平履历分析，中进士后他为官海州、西华、南京，并没
有到山东甚或泰山的记载，因此推断，他的泰山“女儿茶”可
能为朋友所赠，他所说的“青桐芽”大概是泰山茶的一种。

关于泰山女儿茶当地有一些很神的传说，其一是说泰
山扇子崖住着一对姓单的老夫妻，膝下无子，靠种两亩薄山
田为生。有一年单老汉病倒，为了看病就到山下借了米财主
五两银子，老汉的病治好了，却欠下财主5两银子的债。年关
的前一天，老汉去财主家求情再宽限些时日，财主答应可以，
但必须利滚利，再到年底还20两银子。老汉无奈只得昏昏沉
沉往家赶，路过泰山五龙潭听见有人在哭泣，过去一看是位
无家可归的姑娘。善良的单老汉就把姑娘领回家，并以父女
相称。姑娘得救了，整天欢声笑语，被利滚利压得喘不上气
来的单老汉却因病卧床不起。姑娘就独自到泰山深处采回
一种青桐树叶，让老人冲水喝，慢慢地单老汉病好了，身子
强壮了，老汉就给这种不知名的青桐树叶取名“女儿茶”。当
然，故事还很复杂，只是与“女儿茶”关系不大，到此打住。

另外一个故事与大清皇帝乾隆爷有关，这老爷子是中
国名茶的祖师爷，茶要出名不与他老人家扯上点关系不行。
传说，有一次乾隆爷来到泰山封禅，喜欢喝茶的他，提出要
喝泰山茶。当时泰山并无茶树，当地官员灵机一动，就选派
了几名美丽的姑娘进山，采摘青桐芽，用泰山泉水浸泡，之
后再让姑娘们用体温暖和成热饮，献给乾隆皇帝。没想到喝
遍江南好茶好水的乾隆，喝了大加称赞，并将这种青桐芽命
名为“泰山女儿茶”。

传说自然是美丽的，但也可见无论是明代李日华的“女
儿茶”，曹雪芹笔下的“女儿茶”，还是乾隆帝亲自命名的“女
儿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叶。实际是泰山上的“下山
死”树叶，这种树也叫“鼠李”，还叫“青桐”，现在的泰山上依
旧生长了很多，只是不再做茶喝，成了人们把玩的耍物。泰
山真正栽种茶树的时间，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
茶北引”时期，属于山东绿茶系列。泰山女儿茶尽管成茶时
间较短，但因为其生长在层峦叠嶂的山脉之间，昼夜温差
大，空气湿度大，地处茶之北极，生长期长，具有茶叶厚实温

润悠长的特点。形状与其
他绿茶大体相似，冲泡要
求也大抵一致，衔口一
顿，回香久远，泰山女儿
茶如玉，当是名山名茶之
大焉。

【问茶齐鲁之四十四】

泰山女儿茶如玉

□许志杰

九月柿子赶大集【齐鲁风情】

□韦钦国

山东许多地方流传着“七月核桃八
月梨，九月柿子赶大集”的谚语。每年秋
分之后，不少树叶开始发黄飘落，但此
时正是柿子“大显身手”的时候，在乡村
的田间地头、院落村角、山坡荒岗……
到处都能看到大小不一的“红灯笼”挂
在遒劲的主枝上，或成片成林，高低错
落，果实枝头，煞是招人喜爱。

柿子似乎难登大雅之堂，但也算出
身“名门”，早在《诗经》中就有“枣栗榛
柿”的记载。清代学者王贤仪在《辙环杂
录》中记载：“济南城南玉函山中出产各
种各样的柿子，十月柿子成熟后乡民到
城中发卖，又做成柿饼，成为乡中惟一

的出产品。”杨立德先生曾用人们喜闻
乐见的山东快书，创作了一个名为“柿
子筐”的小段：“说了个姑娘本姓黄，九
月九来到山会上，不小心头碰一棵树，
把姑娘碰进柿子筐。卖柿子的傻了眼，
望着筐里的姑娘开了腔：‘买柿子，买柿
子，人家的柿子论个卖，俺的柿子论碗
量！’为什么用碗‘量’呢？喝蜜儿的柿子
让姑娘给蹲出浆来啦。”俗话说，艺术源
于生活，这个小段就非常生动地表现了
人们买柿子、喝柿子的情形。

柿子营养丰富，含糖量高，并含有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本草纲目》载“味
干易气平，性涩能收，故有健胃涩肠，治

咳止血之功”，证明了其药用价值。另
外，柿叶也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有人制
成了柿叶茶饮用。随着人们对柿子营养
等功用理解的加深，柿子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长清武家乡就有柿树近200万株，
成为我省最大的“柿子之乡”，素有“绿
色武庄，齐鲁柿乡”的美誉，已连续多年
举办柿子节。

人们常说，过犹不及，柿子虽好，但
不能过量，食后不能立即喝开水，亦不
能与酸性食品同食，因为柿了中含有鞣
质，遇酸可凝结成块而引起“胃结石”。
古医书也有“凡柿同蟹食，令人腹作蟹
泻”之说，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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