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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从新石器时代的陶豆，到汉朝的陶
制油灯，直到近代的木制、铁制油灯，再
加上古罗马时期、日本、泰国的油灯⋯⋯
10 月中下旬，油灯博物馆将在西太湖畔
雅集园内开馆，共展出国家博物馆研究
员、国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副
馆长陈履生近40年来收藏的4000多盏
油灯，“这将是世界范围内油灯藏品量最
多、规模最大的主题博物馆。”

2 日，陈履生来到正在布展的油灯
博物馆内，现场介绍对油灯文化的认知，
并戴上白手套亲自演示如何组装灯盏头
数较多的油灯，“希望通过油灯文化的呈
现，全面展示油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让
人们对油灯的认识从一个器具上升到文
化的高度。”

油灯：古今中外的4000多件

“这件是十一头的汉代油灯，这样的
油灯我们有两件。”陈履生一边把油灯的9
个部件逐一组合起来，一边向记者介绍。

记者看到，拼装完成的这盏油灯高
约1米多，除顶上有一个灯盏外，两侧向

下分别有 5 个灯盏，总共是 11 个灯盏；
在正面，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举灯的仙
人、青鸟等神话形象造型精美。

“我们还有一件陶制西王母龟座十
三头油灯，可以说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此
外还有九头的。”陈履生介绍，在博物馆
内，汉代的油灯将有超过100件，虽然数
量不是最多，但却是整个油灯博物馆的
重点。

据了解，开馆后，油灯博物馆将按
时代顺序，陈列自新石器时代到近现
代中华文明 5000 年发展历史的各个
时 期 、各 种 材 质 、各 个 民 族 的 油 灯
4000 多件，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油灯文
化的丰富性。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陶豆
30 多件，虽然那时候的陶豆不一定就
是油灯，但却与油灯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系；辽代的石制油灯 30 多件，而其
他博物馆展出的辽代油灯总量不超过
10 件，其珍贵可见一斑；还有新疆和西
藏等地的油灯⋯⋯

为了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中凸显中国
油灯的特色，馆内还将辟专区陈列古罗
马时期以及其后的外国油灯，包括亚洲
尤其是日本和泰国等地的油灯，从而呈
现出不同国家中油灯的不同特色，在不
同文化关系的比较中，展现油灯文化中
的核心问题。

收藏：油灯是一种文化

“油灯虽小，却反映了中国文化中许多
独特的内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民俗风
情，都有许多可以印证文化关系的篇章。”
陈履生说道，同样作为生活器具，几乎很少
有诗词是吟咏碗的，但油灯却被文人吟咏
得很多，油灯身上实在藏着更多深厚的文
化内涵，这也成为他收藏油灯的机缘。

上世纪80年代，陈履生还是一个学
生，当时他学的专业是美术史。“收藏，除
了拥有藏品，还要与自己的研究有关。”
正是由于这样的理念，陈履生开始了自
己的收藏，而当时收藏油灯的人还比较
少，价格也相对比较低廉，“油灯在古代
文化背景中占有特殊地位。”

从北京的“鬼市”到全国各地的古玩
市场，陈履生渐渐地积攒下不少油灯，形
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令他很得意的
是一件“西王母油灯”、一件“东王公油
灯”的收藏。有一次，他在成都的古玩市
场游逛，意外发现一尊陶制“西王母油
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两年后同样在
那个古玩市场，他竟然又发现了东王公
油灯。“这两类油灯的发现进一步说明汉
代油灯造型采用汉代神仙社会的祖神形

象是带有普遍性的。”
经过近 40 年，陈履生收藏了 4000

多盏油灯，品类齐全、时代齐全，青铜、
玉、石头、陶瓷、铁、铜、银、木头和竹子的
都有。进入明清尤其是民国以来，大量铁
制油灯、木头油灯出现，这些造型简单、
实用为主的油灯在陈履生的收藏中数量
众多，他认为，这些油灯的价值虽然不是
很高，但形成“收藏的体系化和量化，就
有了它的独特价值”。

功能：展示展览公共教育

陈履生是扬中人，“扬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曾归属于常州，所以我也视常
州为家乡。”此外，“我当年就读于南京
艺术学院，读书期间因发表研究刘海粟
先生题画诗为内容的论文，得到了刘海
粟先生的首肯和接见，还两次获得刘海
粟奖学金。而时任南艺校长的刘海粟正
是从常州走出去的艺术大师。”陈履生
说，自己与常州有着说不尽的缘分。

正是缘自这种缘分，2013年 9 月 22
日，“陈履生美术馆”在西太湖畔雅集园
内开馆，占地 2000 余平方米，陈列着他
的书画作品以及他的古代文物收藏。而
现在，油灯博物馆也将在10月开馆。

历时近 3 年，依照国博馆设标准，油
灯博物馆的目标是——世界上油灯藏品
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博物馆。除了展示、
展览外，公共教育功能也将成为油灯博
物馆的一大特色。据陈履生介绍，原来馆
内有一个贵宾接待室，后来被改成了儿
童教育空间，今后将会在此进行“豆灯烛
蜡”的识字教育，帮助孩子们了解与油灯
文化相关的知识。

此外，与一般博物馆不同的是，油灯
博物馆的展柜内侧设有镜子，观众不仅
可以看到油灯的正面和侧面，还可以从
镜子里清晰看到油灯的背面，从而立体
地看到油灯。

“我就想把自己几十年来的收藏，中
国古代文化中这一物质和精神层面兼具
的油灯在常州展示给大家，让后人记住
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一文化意象。”为了这
个目标，陈履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陈荣春/文 张海韵/摄

拥有4000多件藏品——

油灯博物馆10月亮相西太湖畔

相比国人，挪威人似乎不太花
时间在一日三餐上，面包或者三明
治可以解决大部分挪威人的早午
餐。晚餐会稍微丰盛一点，肉丸、三
文鱼、鱼排都很常见。这些丰盛的菜
肴大半都伴以土豆作为主食，土豆
大概是奥斯陆最受欢迎的主食了。
我和一位挪威朋友聊天，提到中国
同学之间讨论喜欢吃什么，总有无
尽的话题。他表示这在挪威行不通。

“吃有什么可说的？嗨，你喜欢吃什
么？我喜欢吃土豆。嗯，我也是。这个
话题就结束了。”他一摊手。可见土
豆不可撼动的群众地位。

超市里土豆的销量也很大，除
了散装之外，包装好的土豆常以 2
千克为一袋，高高堆在超市入口一
眼可见的货架上。最常见的吃法是
煮熟了捣成泥，加盐和黄油吃，黄油
使得土豆泥的口感更细腻。也有熟
得很快的小土豆，大概是普通土豆
的四分之一大小，口感没什么差别，
不过煮起来省时方便，餐厅里常用
它作为配菜的主食，小小几颗看起
来很精致。我的挪威朋友分享的煮
土豆良方就是“煮很长很长时间”，
以至于整个的土豆与土豆泥之间只
有外观的差别。

我尝到的第一道“挪威菜”就是
我的挪威舍友烤的奶油土豆片。奶
油是酸中带甜的味道。不出所料，土
豆只是表面上保持了片的形状，口
感已经与土豆泥无异，奶油味道与
土豆完全融合在一起，趁热吃味道
还不错。

除去本质是土豆泥的各式煮土
豆之外，各类土豆制品也很常见，比
如薯条和卷饼。土豆卷饼（挪威语
lefse）算是土豆制品里有挪威特色
的一种，是略有延展性的灰白色薄
饼，可以随手拿来卷任何食材，免了
蒸煮的麻烦。5 月 17 日挪威国庆
节，全城庆祝，街上随处可见冰淇淋

和热狗摊，热狗就是用这种灰白色
的卷饼卷一根煮香肠，涂了微辣的
红色酱料和黄色的芥末酱。听起来
有些简陋，不过味道比我想象的好
很多。

挪威食物以单调著称，不过随
着移民增多，奥斯陆的饮食种类渐
渐丰富起来了。但是土豆作为饮食
单调时期的主食，在意面、披萨、塔
可和大米的洪流中仍然坚守在挪威
人的餐桌上，人们不知道吃什么的
时候总是煮一盘土豆泥。即便它非
常简单，地位却是永恒的稳固。

姜 阔 文、图

土豆的“地位”

莫言在作客《鲁豫有约》时，讲
了一个他走上写作生涯的故事：上
世纪70年代初，作家被当地村民看
作是土豪，有多豪呢？村里人告诉
他，某某作家可以在家一天三顿，顿
顿吃上饺子。那时，这是件非常了不
起的事情，像莫言这样贫下老农的
家庭每年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
饺子。为了能顿顿有饺子吃，他就义
无反顾投身写作了，没有想到小小
的饺子竟然催生了一位文学大师。

时至今日，莫言功成名就，忆
苦思甜，我想以他现有的经济条件
肯定能顿顿吃上饺子了。但物质生
活的需求怎么能停留在顿顿有饺
子上呢？2007 年，他不得不选择离
开工作十年的地方报社，是因为以
他当时的收入在北京还买不起一
套住房。彼时，他在海内外已小有
名气，很多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畅销国外。

我不得不感叹，文字实在太廉
价，文字创造者的生活也太清贫了！
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如果仅靠写作
为主业的话，铁定是饥寒交迫。这不
是我一个人的感慨，央视著名主持
人白岩松也持相同意见：写作根本
挣不到钱，国内稿酬、版税、抄袭等
诸多问题制约着优秀作家的创作。
很多有才华的作家不得不为五斗米
折腰，整天码着一大堆垃圾文字。

就拿网络作家举例，这已经发
展成为一种新兴行业。因为写作门
槛极低，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
观点、文章，而新兴行业的收入与付
出却无法划上等号！一个网络作家
的工作量是每天码 10000 字才能
保持他作品的阅读点击率，而阅读
点击率与他的收入直接挂钩。如果
哪一天不更新，很快就会被新生力
量淘汰出局。一个好作家很可能就
变成了文字贩卖机！如此勤勉的创

作，如果不能写成畅销小说，作品不
能出版或改编成影视作品，那么一
个网络作家的月收入是多少呢？我
曾在《光明日报》上看过一篇报道，
残酷的数字让人不能直视：月入
2000-3000 元！相当于最低生活保
障水平！少数可以挣到 4000-5000
元！那可是夜以继日地在思想输出、
进行码字啊！作家的生计问题有多
难？而文字创作者普遍都有颈椎、腰
椎、视力等方面的健康问题。已经进
入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网络作家唐家
三少以5000万版税进入榜首，但长
期伏案码字致使他的脖子根本无法
转动。换句话而言，他用健康代价终
于换来了所谓的“名利”，而大量文
字创作者即使失去健康，仍然还在
路上！

写作者在进行一项精神和身体
双重受压的劳动。但是，如果没有基
本的生活保障和尊重，文字创作者
很有可能在创作时不顾作品质量，
将大量粗制滥造、低俗不堪的故事
情节添加在作品中而获取阅读点击
率和观众收视率。国内影视剧市场
鲜有佳作，业界人士曾透露编剧可
以把 10 集写完的剧本硬是扯到 50
集！而更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一些作
者抄袭他人作品搏出位后，竟然成
了人生大赢家，对被侵权者无须道
歉和赔偿也能获得热捧。

当然，我们始终相信，创作是件
美好的事情。投身创作不是为了那
点微薄薪酬，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字
的情怀和情感的寄托。无论自身是
否具备这样的天赋，依然不管不顾
地坚持下去，最终能感动自己也是
挺好的。 晴风

顿顿有饺子吃

生活意见生活意见

乐行天下乐行天下

各种各样的油灯玲琅满目。

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到陶制油灯的
背面，展馆特地安装了玻璃镜。

拼装好的十一头（盏）陶制油灯。

陈履生（右）在助手的协助下，小心翼翼地拼装十一头（盏）陶制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