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已进入数码摄影时代，但去照相馆拍一套全家福，留下岁月的见证，仍然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仪式。王开、万象等中国
照相馆知名品牌都诞生在上海，很多上海人的家中至今保存着数张着色或黑白的全家福或艺术照。上海“老字号”王开照相馆创
办近百年，它是如何打造成为一块金字招牌的？记忆里的“视觉大师”们又留下了哪些传奇？

喝水的好处，

是否被放大了

本栏目欢迎读者来信来稿 ， 编辑邮箱 ：

jiefangbowen@163.com

12 博闻·连载·广告
2020年 6月 1日 星期一

www.jfdaily.com

编辑：彭薇 执行编辑：柳友娟MONDAY

长知识

永不褪色的时代光影
■ 本报记者 彭薇

两件事打响王开名气

“老字号”王开照相馆并不是上海开设最
早的照相馆。公开资料显示，上海最早开设的
照相馆是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苏三兴”，由
广东人苏三兴创办， 但开业没多久就停业了。

此后， 在上海照相行业崭露头角的是耀华、英
昌、宝记、同生 4家，人称上海照相业的“四大
天王”。王开照相馆的创办者王炽开，正是从照
相业“四大天王”之一的耀华照相馆里学到了
精湛手艺。

1923年， 广东人王炽开创设了王开照相
馆。但王开打响名气，是通过两件“出奇制胜”

的事。第一件事发生在 1925年。这一年 3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王炽开通过努力，被有
关方面邀请派人赴京拍摄追悼活动，他派出最
好的摄影师，不仅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还拍
摄了孙中山葬礼的全过程。随后，王炽开将这
些珍贵照片加上“王开摄影”的落款，洗印多
份，分送各地知名人士与军政要员，一时间王
开名声大振。

另一件事发生在 1927年。 远东运动会在
上海举行选拔赛，组织方采用招标方式公开招
募摄影师，王开照相馆一举中标。王炽开亲自
率 4 个摄影小组上阵，在运动场上拍摄了许
多精彩照片。当时，上海各大报社没有专职
的摄影记者，竞相向“王开”购买每天的竞赛
新闻照片。王开照片的开价不高，但附带条
件是在刊登的每幅照片下注明“上海王开照
相馆摄”字样。这样，王开的照片每天在上海
报纸显要位置亮相，连外省报纸也纷纷转载。

从此，王开成了闻名全国的名牌，生意越来
越兴隆。

王开创办者也很有经营的头脑。 当时，王
开有一个规定：凡是上镜漂亮的，就送一套照
片，条件是照片被当作样照放在橱窗展示。众
多电影导演常通过这些橱窗内的照片寻找
合适的演员。王开几乎珍藏着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所有上海滩当红明星的原版留影。演员
阮玲玉葬礼上用的遗照，就是由王开摄影师
姚国荣提供的；“金嗓子”周璇成名前曾到王
开拍过许多清秀而靓丽的照片。王开还保留
了当时红极一时的黎明晖、 胡蝶、 陈燕燕、徐
徕、袁美云等人较为稀有的艺术照以及年轻时
的照片。

让相片出彩靠“手工活”

打响名气可以靠机会取胜， 若要延续辉
煌、成为真正的名牌，最终还是靠过硬的质量
和服务。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故事》栏目曾制
作了相关纪录片，编导王戎向记者讲述了王开
成为品牌的秘诀。

“曾经慕名去王开照相馆拍照的市民络绎不
绝，而市民的热情也催生了一代代技师。”王戎说，

如今，许多数码相片的调整都靠图像处理软件，而
早在百年前，王开就认定了暗房是照相业的“牛
鼻子”，确保暗房技术才能提供高质量的相片，而
王开的技师们就有堪称一流的修整底片技术。

修整底片，是一件“纯手工活”。技师们在
底片上操作，可以修整眼睛、眉毛，连翘了的衣
领也能修平整。 师傅们在底片上用铅笔或毛笔
将眼睛修大一些，眼袋太深可以修掉，单眼皮也
能修成双眼皮，还有一些新娘的眼睫毛是技师们
在底片上一根根画出来的。原王开照相馆底片整
修技师马庆华曾回忆，“整修底片时要特别留心
妇女、儿童、年轻人、老年人等各个人群的眉毛
特征，先在生活中细致观察，才能在工作上精
益求精，这样修复后的人像就特别传神。”

在彩色胶片兴起之前，手工着色是摄影行
业重要的技术。王开的技师们能将破损的底片

完美修复，也能将黑白照片通过着色变成一张张
逼真细腻的彩照。 着色与彩色胶卷有细微差别，

讲究光影的自然衔接、和谐过渡，具有油画的效
果。技术精湛的着色技师大多为画家出身，他们
有扎实的绘画功底， 甚至可以在底片上添加晚
霞、云彩、柳树等装饰，一般人难辨真伪。

王开的着色技术，代表了当时照相馆的最高
工艺。王戎说，照片着色很有讲究。拿风景照举例，

光是一朵白云就有很多学问， 照片上雪白的云在
着色时不仅要一点点让颜色渐变， 还要拿棉花球
把画出来的云朵擦白， 这样照片上有层次感的云
朵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为了画好一朵白云，技师
们经常带着徒弟到公园里观察不同时刻的云。”

从 20世纪 30年代起，照相业中的油彩着色
已经形成，即用透明度较高的油性颜料敷于黑白
照片之上，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着色技术始
终运用于照片上。各地手工上色也有很多不同的
风格。上海的技师大多使用水粉、水彩等植物性
的颜料，使得画面细腻而透明。

承诺结婚照永不褪色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王开的拳头产品是
结婚照。王炽开侄子、原王开照相馆摄影师王振
寰回忆，“王开拍结婚照生意最红火时要排队，一

天只拍 60对，早上 9点开门，拍到晚上 9点多。”

从一些老照片可看出，王开的结婚照不会给新人
浓妆艳抹，更多地捕捉由内而外洋溢的幸福感。

中国人结婚历来崇尚喜庆的红色，创办人王
炽开在结婚照中大胆采用西式装扮。 白手套、珍
珠项链、小捧花、拖尾婚纱……这些时下年轻人
拍摄婚纱照时的常用道具，在王开七八十年前拍
摄的黑白照片中依稀可见。 一些结婚照中出现 6

个人物，也是当时王开婚纱照的特色：新郎新娘
两侧分别站有伴郎伴娘，外加一男童一女童两个
小傧相，拍出来既有派头，又有早生贵子的寓意。

当时，王开照相馆还有一条承诺：拍摄的结婚
照会使新人红颜长驻、永不褪色。经过时间的洗刷，

这一承诺并未“食言”。有市民翻出几十年前祖父母
在王开拍摄的结婚照，虽然照片中的新人如今已白
发苍苍，这张结婚照却仍旧明艳光鲜，并未褪色。王
戎告诉记者，不泛黄、不褪色的奥秘就在照片漂水
工序中，“王开照相馆专门有人负责漂水，照片洗好
后把它放在清水里反复漂，就跟洗衣服一样，肥皂
水洗没了，照片就能放很长时间，不会泛黄。”

可见，王开当年的结婚照考究至极。照相馆坚
持用“四层水洗”过滤药水，直到彻底漂清，照片
就能存放很长时间。虽然比一般漂洗费时，却能
使照片历久如新。照片漂洗材料两年过期，但王
开坚持用新鲜的材料， 才冲洗出了上海人说的
“挺刮”的照片。

保留时代记忆

在彩色照相技术没有普及的年代，照相馆里
的修图技师成为最忙碌的人。然而随着彩色相片
和数码相片时代的来临，依附于传统拍摄工艺的
照片着色修整技艺渐渐没了用武之地，传统暗房
技术淡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上海的照相馆百花齐放，留下了少数
几个拥有传统品牌的老字号。在“老上海”的心
中，王开就等于高质量照片的代名词。2018年“勇
立潮头———上海市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大型
主题展览中，展览现场就将“王开照相馆”搬了回
来，展出了数十张市民全家福老照片等，许多市
民久久停留在此，时代的记忆涌上心头。

每张老照片背后都有着鲜活的历史印痕。时
代向前发展，当我们回首那个年代，凭借一双双
巧手制造了视觉奇迹的工匠们也创造了历史，他
们永远保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永不褪色。

白开水索然无味， 但人们似乎离不开它。

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一天 8 杯水，身体可以充
满活力，皮肤水嫩饱满……然而，喝水真的可
以让人充满活力、灵动而高效吗？

来自纽约的营养学家劳伦·安托奴齐表
示：“上班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会碰到那些担心
没有获得足够水分的人。”他们的担忧，部分原
因在于我们常被建议每天要喝足 8杯水，还有
部分原因在于确实感觉口渴，这让他们担忧自
己是否已经脱水。但是，对于饮水不够的担忧，

还可能来自一个更特别的原因： 身体发生的
“水合作用” 现在被作为一种几乎可以治愈生
命中所有痛苦的疗法而推向市场。

那么，你今天喝过水了吗？有些人走到哪，

水杯带到哪；有些人甚至专门装了 App提醒自
己喝水。喝水俨然成为一个人的“事业”，似乎
成了一个人自我管理良好的标签。喝水真的可
以让人充满活力吗？对此，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专门研究运动员脱水问题的肾脏专家米切尔·
罗斯纳博士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微量的脱水
会影响身体正常表现。”他说，当下对于喝水的
建议主要来自对运动员研究的结果———运动
员在比赛期间会快速流失大量水分，相比普通
人，他们才是脱水高风险人群。

而对于白领而言， 整天坐在办公桌旁，罗
斯纳对此建议： 最好在我们觉得口渴时再饮
水。补水过多并没有好处，甚至会导致体内的
钠和电解质水平下降，严重时还会影响健康。

再回过头来看“水合作用”。它是指物质溶
解在水里时，与水发生的化学作用。水合作用
不仅仅代表身体的水分， 因为水还输送电解
质、糖和氨基酸，水合作用可通过溶解这些物
质维持身体各项生理功能。如果这是我们喝水
的最终目的，或许值得再思考下：白开水是不
是促进机体水合作用最好的饮品？2015年，相
关研究人员通过对 72 个男性的实验发现，全
脂牛奶、橙汁相比白开水的水合作用更好。

在瓶装水包装为高端饮品之时， 还盛行
另一种理解， 水似乎是治疗各种疾病的 “良
药”：疲劳、头痛、消化问题、炎症、皮肤干燥、痤
疮……纽约西奈山皮肤科医生约书亚·齐格勒
说:“促进水合作用等同于保持皮肤健康， 这似
乎已成了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观点。 但实际上，

我们并不知道机体水合作用的确切机制。然
而，我们生活中，依然流传着 8 杯水可以使皮
肤保持水嫩的说法，甚至还有不少消费者把水
当成抗衰老药剂。”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喝水不对，而是说喝
水的作用被我们夸大了。

（来源：世界科学）

王开照相馆老照片曾在首届上海老字号博览会展出。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

今晚派对是为你准备的

1981年夏天，钟南山决定提前结束
在爱丁堡的研究工作，去圣·巴弗勒姆医
院继续新的研究工作。这一天，他去向弗
兰里教授告别。 弗兰里头一天去美国开
会了，晚上，他来到教授家，正准备按门
铃，门在这时打开了，弗兰里太太跑到门
口来迎接他。

钟南山看见大厅里坐满了人， 呼吸
系、麻醉科、放射科的医生护士都到弗兰
里家来了，餐桌上摆满了菜肴和香槟。钟
南山愣住了，以为他们在开酒会，他不好
意思地向弗兰里太太说：“我来得不是时
候，打扰您了。”

弗兰里太太拉着钟南山的手， 笑呵
呵地说：“今晚派对是为你准备的呀，快
进来，我们一起干杯。”

到处是笑容，到处是欢声，像夏日里
玫瑰绽放，芳香袭人。这是一种真挚的友
情，钟南山被感动了。来英国 16个月的
时间，他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这一晚
他百感交集。他向着大家深深鞠躬。

他的手中有心脏科主任米修斯、计算
机室主任布拉什送给他的苏格兰挂画，有
呼吸系副主任瑟特罗送的一条手链，说明
是给他太太的，教授夫人给钟南山的孩子
送上了书和玩具……大家一起举杯，祝福
钟南山，祝贺他在医学上取得的成就。

钟南山来到了伦敦，来到了旧城区的
圣·巴弗勒姆医院，又开始了他新的研究。

一个多月后，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
话， 是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邀请他去做
报告。 为什么麻醉学术研究会请他去做
报告呢？ 他想起了在爱丁堡研究人工呼
吸对肺部氧气运输的影响时， 发现他的
实验结果与牛津大学雷德克里夫医院麻
醉科克尔教授在一篇论文里研究得出的

结论完全相反。

克尔教授是英国麻醉学的权威， 这篇
论文发表于 5年前，广为人知。难道是自己
错了？

面对学术，钟南山是一个认真的人，他
敢于追求真理。于是，他又几次去实验和测
定，依然证明他是对的。钟南山毫不犹豫地
提笔写出了论文 《关于氧气对呼吸衰竭病
人肺部分流的影响》。

这篇论文他在皇家医院麻醉科做过一
次小小规模的报告，随即引起争论。有人说
他大胆狂妄。 只有麻醉科主任杜鲁门教授
听后陷入了深思， 他觉得这是一篇很有价
值的论文， 他应该将其推荐给全英麻醉学
术研究会。

1981年 9月 6日，钟南山早早就起床
了，他走在多雾的伦敦街头，特别兴奋。圣·
巴弗勒姆医院周围都是 19世纪的古老建
筑，远处的圣保罗教堂，高高的塔楼也在浓
雾中呈现出剪影一般的塔尖。 西方以它逻
辑严密而创造的文明，影响了整个世界，从
这座教堂设计上运用数的概念与标准的几
何造型也可看出它的严谨。

钟南山想到了自己的论文，对它的严密
性又进行了一番内省。在思索中他来到了车

站， 他要赶 80公里路到剑桥去参加学术会
议，去向英国麻醉学的权威挑战。他要把一个
东方人的发现带到那里，把正确的结论告诉
世人。他自己也要经受检验，甚至是批评。

他心里闪过种种念头， 是不是自己太
不自量力了？但真理若在，又何惧争论？搞
学术研究不就是为了不断地探索真理吗？

管他什么权威不权威，科学只承认真理，不
承认偶像。

令他感动的是， 杜鲁门教授提前一天
到了剑桥，特地来车站接他。他带着他作了
环城游，想让他放松心情。

下午的报告会，杜鲁门坐在下面，也一
直不忘向他投来信任和鼓励的目光。 钟南
山侃侃而谈，他在英国已经有了自信心。他
用幻灯把克尔教授论文的主要论点打出
来，然后以自己的实验作为根据，表述了完
全不同的观点。最后，他把自己对氧气极校
正所描绘的曲线在幻灯里打出来， 进一步
证明克尔教授理论的错误。

会场的专家被这个中国医生的发言惊
呆了！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变得骚动。他们
互相交换意见， 议论着钟南山的观点。这
时， 克尔教授的三个高级助手连珠炮一样
提出了 8个问题。 有备而来的钟南山用自

己的实验数据和严密论证，逐个做了回答。

按会议规定， 钟南山论文是否可以发
表要参加会议的常委当场举手表决。 表决
的时候，全场安静下来了，常委们一个个举
手，在科学面前他们的手举得高高的，一个
也不少。

会议主持人、 英国临床研究中心麻醉
科主任勒恩教授最后发言， 他说：“在我们
实验室里也做过类似钟医生那样的实验，

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总结， 但总的结果和钟
医生今天的结论基本一致。 我认为这位中
国医生的研究是创造性的。 我衷心地祝贺
他的成功！”

钟南山走下讲台， 他听到了几位专家
在惊叹着：“他来自中国。”“他是中国医
生。”这一刻，钟南山为自己的祖国感到了
骄傲， 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赢得了应有
的尊重而深感自豪。 他内心涌动着一股情
绪，眼睛有些潮湿。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
易！在留学的两年时间快要过去的时候，他
没有浪费这宝贵的光阴。

钟南山在经历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

曾经对记者说：“我的中学老师说， 人不应
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

人如果没有理想， 会将很小的事情看得很
大，耿耿于怀；人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
不愉快的事情， 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很
小。” 一个人要是没有任何理想和追求的
话， 那他的喜怒哀乐就完全跟物质的东西
相关。假如他有追求的话，其他东西就会变
得很次要，那么他的韧劲就会很高，不管遇
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他都会朝前走。

这段话再加上勇于追求真理的坚毅与
诚实品质， 为钟南山的拼搏人生找到了最
好的答案。

有理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

（完。全文由 2020

?收获》长篇专号〔春
卷〕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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