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4月、5月间，怀化出现了“满朝
荐热”，由市纪委和市委宣传部联合创作
的大型历史剧《满朝荐》，由市阳戏剧团
在全市巡回演出，每到一处，深受欢迎。
在舞台上， 观众的束束鲜花献给 “满大
人”；在酒席上，首先被敬酒的也是“满大
人”；演出期间，“满大人”的书被抢购一
空。 殊不知，该剧取材于谭善祥的《怪臣
满朝荐》。

满朝荐是何方人氏， 几百年来争论
不休。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芷江、
麻阳曾演过满朝荐的戏剧， 也曾在报上
刊登过《黔阳有个满朝荐》的文章。其实，
关于满朝荐的籍贯，《明史》 早有定论。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页载：“满朝荐，字震东，麻阳人，万历二
十二年进士……”

《怪臣满朝荐》的作者谭善祥也是麻
阳人，他与时隔400多年的“老乡”结下了
不解之缘。老谭孩童时，父辈给他讲满朝
荐的故事， 在他幼小的脑海里打下了深
深的烙印。上世纪60年代末，他到芷江伯
父家看了满朝荐充军的戏。参加工作后，
也时常听到关于满朝荐的优美传说。 后
来，他又发现了《满朝荐遗作》，因而产生
了研究满朝荐的浓厚兴趣。 老谭对满朝
荐的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至今
已整整30年了。

谭善祥为什么如此如痴如醉地执
着研究满朝荐呢？ 他风趣地说：“死人整
活人，无怨无悔。 ”他打开话匣子，又滔
滔不绝地介绍。 他在研究满朝荐中发现
满朝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忧国忧
民 ，先后与奸党梁永 、魏忠贤作坚决斗
争 ，一次被诬坐牢 ，两次革职归田 ，3次
被罢官。 尤其是任陕西西安府咸宁县知
县两年零五个月里 ，爱民如子 ，勤政为
民 ，开仓放粮 ，整顿治安 ，兴修水利 ，整
治税赋， 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实事，人
们敬之如神，《明史》誉为“健令”。 可陕
西镇守、税监梁永毒荼陕西，天怒人怨，
两次民变被镇压。 满知县不阿权贵，一
身正气 ，几次被诬 “犯上作乱 ”，最终因
“渭南截宝”案被诬入狱，达7年之久。 当
关中百姓闻知逮捕满朝荐时，数万百姓
不期而集 ，把西安城围了6天7夜 ，满朝
荐怕百姓遭殃，派亲信出城与朝廷钦差
联络后，自己化装夜间出城，自上囚车，
自入天牢。 百姓知晓后，万人扳辕，“数
万人哀号呼诉，声哄城中……涕泣几百
里。 ”进京时，百官联名作保，关中士民
80多人两次上京代诉，回乡后又倡集资
修建满公生祠。 “渭南截宝”事件震惊朝
野，满朝荐也成了新闻人物。

谭善祥被满朝荐这位“老乡”清官所
感动， 更为麻阳有满朝荐这样一位清官
而骄傲，义务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
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将自己搜集整
理的《满朝荐诗文》寄给贵州民族学院教
授苗青，得到苗青、今旦、龙伯亚、胡廷夺

等苗族专家、学者的精心指导。他先后撰
写发表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苗族
先贤满朝荐》 和 《明太仆满朝荐其人其
事》等文章。 1993年12月，由贵州民族出
版社正式出版了《怪臣满朝荐》。 2002年
10月，《怪臣满朝荐》经修订再版。

凡事业有成者， 大都在成功的背后
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为了出版满
朝荐的书，谭善祥不知加了多少班，熬了
多少夜，吃了多少苦，其酸甜苦辣令人惊
叹！

满朝荐，明嘉靖四十年（1561）生，明
崇祯二年（1629）去世，享年69岁。 他的一
生经历了明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熹
宗、思宗6个皇帝。几百年前的事，要搞清
楚，的确是一件大难事。 可是谭善祥“明
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一方面，在家庭
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千方百计购买
相关书籍。 2003年5月，老谭出差到北京，
买了一大箱子有关书籍， 从北京带回怀
化，行程数万里。 另一方面，他搜集整理
满朝荐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的同时，千
方百计查找有关资料。 1991年，时任地委
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的他， 恰巧参与了省
委宣传部组织的考察团， 有幸去了满朝
荐当年为官的西安等地。 别人去看名胜
古迹，可他请假去书店买相关书籍，去西
安市志办、咸宁市档案局查阅资料。收获
很大，不仅在清嘉庆《咸宁县志·名宦》中
查到《满朝荐传》、明万历年间湖广布政
使周朝诵撰写的《去思碑》，关中名绅秦
可祯撰写的《满侯生祠记》和古咸宁县历
史地图等珍贵文献，而且还发现《明史》
在满朝荐列传中的一大错误。 《明史》中
“咸宁”下的括号里是“咸阳”二字，老谭
在咸阳市档案局查阅档案时， 没发现咸
阳历史上有个叫满朝荐的知县， 反复查
了几遍后， 他问工作人员：“满朝荐这样
有名的知县为什么没有记载？ ” 大家摇
头。老谭说：“有关资料说得明明白白：咸
宁县在渭水之南……” 工作人员插话：
“咸阳在渭水以北。 ”大家终于搞清了古
咸宁县的真实地址，为《明史》纠了一个
错。

满朝荐的遗稿近百篇诗文，没分段，
没标点，加上写的又是400多年前的人和
事，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现大专文化）的
谭善祥来说，要弄明白，谈何容易。 可老
谭恪守“有志者，事竟成”的古训，迎难而
上。一方面他在工作之余，发挥“钉子”精
神， 千方百计挤时间， 一边看书查阅资
料，一边作记录、注释。 一年365天，他每
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别人“忙里偷闲”，他
却“闲里偷忙”，什么“长假”“短假”“公休
假”“探亲假”，对老谭来说毫无意义。 他
不玩牌、不打球、不跳舞，在搞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八小时以外” 一心扑在满朝
荐的研究上。 1990年老谭调地委宣传部，
因没有住房，他住办公室。 每天晚上，他
一边看电视，一边整理资料。 挑灯夜战，

通宵达旦。另一方面，他用“蚂蚁啃骨头”
的精神，对遗稿一啃到底。为了读懂每一
篇诗文、每一个典故、每一个事件、每一
个词语 ，他查阅 《康熙字典 》、新老 《辞
源》、《辞海》和大量的有关史书，克服了
一个个困难， 攻破了一道道难题， 硬把
100余篇“遗稿”诗文的分段、标点、注释
一一完成。如《井边咏鸦》诗中的“羑”字，
“遗稿”中只现上部“羊”，下部模糊不清，
用“美”、“姜”解释硬是不通。 10多年后，
他一次出差山西参观晋祠买了《晋祠》一
书，才真正搞清了这个字是“羑”字。 羑，
即羑里， 殷纣王囚周文王之处， 泛指牢
狱。 这“一字值千金”，终于解开了《井边
咏鸦》之谜。

在采访中， 谭善祥对我们说：“我不
姓满，自己却花了二三十年研究满朝荐，
而且用自己的钱出版两次满朝荐的书，
目的是让一代清官再现，以教育后人。 ”
老谭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 先后出版
《怪臣满朝荐》、《满朝荐诗文选注》，共花
了近10万元。他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也
没有到企业拉赞助，全靠贷款、借款解决
出版费用。 1994年夏，一场大雨，锦江两
岸成了汪洋大海， 放在县城和各乡镇的
《怪臣满朝荐》书全部泡在了水中，损失
惨重。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
绳。 ”可谭善祥与常人不一样，第一次出
版满朝荐的书虽然困难重重， 但他不后
悔，不气馁。 2002年10月的一天，满朝荐
书院的人来怀化找到他说：“明年是满朝
荐诞辰440年，我们要搞纪念活动，可书
院没有满朝荐的书了……” 老谭毫不犹
豫地答应他们再次出版满朝荐的书。 于
是，他从10月初开始，重新修订《怪臣满
朝荐》，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 出版社通
过后，他又拿出自己几十年的积蓄近5万
元用于再版。

有耕耘，必有收获。 《怪臣满朝荐》出
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著名
苗族史学家、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伍新
福撰文评价，誉称《怪臣满朝荐》是“值得
一读的好书”。 西安电影制片厂、潇湘电
影制片厂、中国亚州电视南方中心、香港
卫视等也纷纷来信或来电商谈拍摄电视
剧事宜。 1994年和2003年，潇湘电影制片
厂先后发了 《关于拍摄满朝荐电视连续
剧的集资函》和《20集〈怪臣满朝荐〉电视
连续剧（广告）招商书》。怀化市主要领导
亲自请了一位编剧改编了剧本， 潇湘电
影制片厂已备案。在满朝荐的故乡麻阳，
县、市电视台为此拍了专题片，满朝荐书
院已申报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这里
已经成了麻阳旅游的一个亮
点。

在全国 ，研究满朝荐的
人很多 ， 有的研究时间更
早 ， 但出版满朝荐的书的 ，
谭善祥却是第一人。 1993年
12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怪臣满朝荐 》后 ，一度出现
“满朝荐热”。 有关满朝荐的
书籍相继面世。 2009年12月
底，怀化市纪委的领导找到
谭善祥 ，想把这一题材编成
历史剧 ，以打造本土廉政文
化精品 ，促进反腐倡廉 。 双
方一拍即合 。 如今，新编大
型历史剧 《满朝荐 》在怀化
市巡回演出20多场 ，获得好
评 。 年内 ，该剧将赴长沙汇
报演出，明年参演全省艺术
节。

我们问谭善祥， 今后有
什么打算。 他充满信心地告
诉我们， 他正在策划电视连
续剧。

□黎泽重

1941年7月，我从湘潭县立第五高级
小学校毕业，小学校长郭芳近先生（一师
毕业）鼓励我们去考新群学校，我父亲也
赞成我去。 这所学校是毛泽东1921年倡
议创办的。

毛泽东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不久，
见湘潭县仅有一所湘潭中学， 远远适应
不了青年求学的需要，在草拟《湘潭教育
促进会宣言》时，毛泽东这样写道：“若不
急起直追，共谋补救，否则，愈趋愈下，势
非陷全邑教育于破产状况不可。”在毛泽
东的倡议下， 黄笃杰等一师校友立即响
应，筹措银洋1000元，于湘潭莼香园开办
新群学校。当时的校舍，是向当地士绅借
的。幸好黄笃杰在湘潭是大户人家，由他
出面联络，四处奔波，含辛茹苦，发动社
会各界名流筹措资金， 以后才陆续盖了
100余间房。 学校聘请了20多名教师，招
收了480余名学生，于1921年9月4日正式
开学。

后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虽风尘仆仆，事务繁杂，但仍然关心新群
学校，几次询问学校情况于黄笃杰、喻秉
诚、陶叔瑜先生。 1949年全国解放后，毛
泽东还电邀陶叔瑜到华北革命大学任
教。

我从1941年到1944年， 在这所学校
读了三年初中。 当时学校由于湘潭城里
的校舍被日寇炸毁， 只好搬到株洲清水
塘王家大屋（屋主人为秋瑾烈士丈夫）继
续上课。

那时条件极为艰苦。吃的是糙米、小
菜，点的是桐油灯，床铺上臭虫成群，也
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但我们过得很愉快。
而且大家读书都很认真，从无旷课、迟到
的现象。有时同学们还到株洲、湘潭等地
宣传抗日。1944年6月，日寇大举南侵，学
校提前放假，我只身流亡到四川重庆，以
后一直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母校。 但我
一直思念这所抚育我成长的母校。 至今
我仍记得当时的校歌：“新、新、新，二十
世纪之文明 ；群 、群 、群 ，大家努力奋前
程。 ”

学校在解放后， 于1952年更名为湘
潭市立第二中学。而今莼香园绿树成荫，
翠竹花香，近两千学子，读于斯，学于斯，
成绩斐然，人才辈出。现毕业于新群学校
的校友遍布海内外，不少都学有专长，贡
献良多。著名农学家康春林、著名画家李
立、著名教育家黄守傅与李寿冈、著名冶
金专家龙林、 著名医学专家雷永仲都毕
业于新群学校。 现在台湾的新群校友袁
桂生、蒋玉泉、汪云裳、胡冬阳、马炳烈、
陈仲陶等，在台湾都从事教育工作，并曾
多次来大陆，回母校参观访问，见母校欣
欣向荣，感慨很深。

在古瓷收藏界，官窑器是许多人梦寐以
求的对象。 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为确保官
窑器的工艺水平， 专门任命负责官窑的官
员， 乾隆年间大名鼎鼎的唐英就是出色的
督陶官， 此公艺术修养极高， 工作尽职尽
责，留下了大批乾隆官窑精品。

到了光绪年间，众多文人画家齐聚景德

镇御窑厂，创作了大量浅绛彩瓷，如今浅绛
彩已成为收藏界的新宠， 越发受到瓷器收
藏者的追捧， 有关浅绛彩瓷的研究考证文
章也日益增多。 但究竟是谁引领了浅绛彩
瓷的振兴发展，一直是藏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2002年夏天，我曾在郴州某藏家府
上见到过两件署款 “唐基桐 ”的瓷器，一件
是唐基桐亲笔绘制的山水帽筒， 另一件则
是“唐基桐”和浅绛彩大师“程门”合作的浅
绛彩象耳尊， 这件象耳尊居然是送给江西
巡抚刘秉璋的。

2006年春，我陆续收藏到唐基桐的对联
和条屏，其中行草四条屏书法深受王羲之、
米芾、董其昌的影响，笔墨酣畅，气势奔放，
结体起伏跌宕 ，行笔流畅 ，刚健有力 ，不刻
意求工雅，多种风格融合得浑然天成。

那么，唐基桐是何许人也？
上网搜索唐基桐， 倒也有些欣喜的发

现，如清末《张鸣珂题写山水小册 》就有唐
基桐的题跋：“笠道人余至交也，其志峻，其

神逸，故山水脱尽烟火。 间作诗词，亦潇洒
尘寰，与徐天池、唐六如相仿佛。 东南士大
夫徒知宝其画 ，寸纸尺幅 ，恒争获之 ，而诗
名遂为画所掩。 噫嘻，举世茫茫，知音有几，
后之识者， 当不以为余意为？ 也夫。 己卯
（1879年）暮春，懋亭唐基桐跋。”文中笠道人
就是浅绛彩大师程门。

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两件唐基桐绘瓷图
片， 一件是唐基桐绘制的一对浅绛彩山水
琮瓶，另一件是唐基桐绘制的花鸟酒盅。 其
中琮瓶正面绘青绿山水， 崇山峻岭间江水
环绕，船帆点点，前景光明，一派生机；反面
绘桃花春燕 ，苍松绶鸟 ，春燕上下翻飞 ，活
灵活现， 春意盎然。 琮瓶制作署款年代为
“戊寅年”，因酒盅的底部有“光绪三年监制”
的款（1877年），由此可以推断琮瓶的制作年
代应该是1878年即光绪四年。

就在我收藏唐基桐书法不久，有朋友找
到我， 要我去看一件官窑画缸。 朋友姓唐，
郴州临武人， 祖上是道光年间合肥知府唐
景皋。我忙问：“那您知不知道唐基桐呢？”主
人说：“唐基桐也是我们家族的人， 不过是
什么身份我也搞不清。 ”“要想把这件事情
考证清楚，可能要请你带我去一趟临武，看
看你们家的族谱。 ”我恳切地说。 “没问题！ ”
朋友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后，我们乘车数百公里，辗转来到

临武小湾的唐家。 他们搬来了厚厚的一箱
族谱。 根据唐基桐制作琮瓶的年代推断，唐
基桐应该是生活在光绪年间，于是，我直接
翻开清末光绪年间的族谱。 果然，很快在光
绪年间这一段找到了关于唐基桐的记载：

仁敏，景皋四子，官名基桐，号懋亭，生
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初八日
酉时。同治二年（1863年）蒙州尊曹考取案首
一名……同治三年九月，赴皖随侍父侧，商
酌具力除弊 ，于安徽捐局 ，报捐知县 ，同治
五年（1866年），随大营克复湖州，蒙前署两
江爵阁督宪李公鸿章保奏， 八月二十九奉
旨赏戴花翎， 七年蒙前江西抚院沈公葆桢
委办临江府……光绪二年（1876年），奉抚院
刘公秉璋委署饶州府景德镇督捕军民府 ，
兼管御窑厂。

历史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唐基桐是
清末光绪年间景德镇官窑的掌门人。 据唐
基桐的后人说， 当年他告老还乡时曾带回
两船瓷器、字画 ，前面提到的象耳尊 ，是他
上任后与程门合作送给刘秉璋的礼品。2010
年夏，我赴新宁开会，又在收藏家陈湘舟处
见到了唐基桐绘制的另一件传世琮瓶 ，琮
瓶四周绘山水 、绶带鸟 、墨竹 ，与网上的相
比毫不逊色。

唐基桐，这位书画兼擅的景德镇官窑掌
门人，团结御窑厂的画师们，身体力行积极
参与浅绛彩瓷的创作， 促成了浅绛彩瓷在
光绪年间逐渐成熟、大放异彩，为中国陶瓷
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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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兼擅的官窑掌门人
———唐基桐

毛泽东倡议
创办新群学校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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