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在景德镇市老城区的东门头附
近，有条弄巷叫葡萄架，葡萄架2号，
是清代末期的一座古老作坊。南面
通往许家弄，北临胜利路，属珠山街
道御窑社区管辖地。

作坊占地面积600余平方米，建
筑呈二栋陪屋组合，主宅呈目字型，
分三开，前开为陈列、商贸场所，原貌
已毁；二进为账房和议事场所；三进
为寝居。构架采用穿斗抬梁式，结构
精巧，前进和二进构件装饰简单三进
雕饰华美，并以鎏金装饰。

作坊为两层楼房砖木构成，坐北
朝南，阳光充足，采用穿斗结构，下层
是制瓷成型，上层为成瓷彩绘加工，
东端有一斜板木梯供连接上下楼方
便。庭院靠主宅边有一口水井，供生
产和生活用水。像这样的建筑风格
在景德镇古老作坊群中，从生产到彩
绘加工融合，是这家作坊的独特之
处。西侧房坐西朝东，分别有四扇门
连通作坊，在东侧副门可通往葡萄架
里弄主巷。作坊东面的建筑大门开
在许家弄，正对许家弄16号，在这门
号里可见院落宽敞，内部窗户隔扇有
贴金木雕装饰，南侧院落也是当年一
处成瓷彩绘的场所。

葡萄架2号作坊是景德镇烧制陶
瓷和彩绘加工这两行并举窑户大老
板的房子。这户老板姓余，是当年人
称“十八罗汉”中的一员。“十八罗汉”
指的是当年景德镇老百姓根据窑户
老板的财富多少、家业大小，常以“三
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给老
板们作佛教果位世俗化的排名，这位
老板排在这25位富翁之列。整幢建
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集作坊、彩
绘加工、住家、仓库于一体，非常原生
态，也是景德镇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
二层楼作坊建筑群。现已公布为景
德镇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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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又一个春天来了。“少年把酒逢春
色，今日逢春头已白。”人近暮年的我，
不禁想起那儿时快乐的小巷，想起那温
馨的窑砖杂院，想起那残留在窑砖上暖
暖的窑温……往事已苍老，但这窑温将
温暖我的后半生。

都说，昌南是窑人瓷工用光阴和窑
砖一块块垒起来的，人称“窑砖里弄，烟
火小镇”。岁岁年年，时光在那小巷里
窑砖铺就的路面上、窑砖砌成的墙壁
上，在那被窑火熏染留下的深浅不一暗
红的窑砖上，一笔笔添加着苔迹、雨渍、
浊痕，一行行添加着岁月的记忆……古
镇所特有的江南徽派建筑风格，尤其以
窑砖为建筑材料，凸显典型的地域特
色，独特的人文景观，举世无双，赢得世
界的驻足与凝望，游人的惊叹常常划破
小巷的宁静。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
窑砖始终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只是
在幽弄深巷的皱纹中，很平静地坦露流
逝的过往，就像来自的土地，拥有自己
的深沉，耐得住千年的寂静，却盛满悠
久的往事，等你细细品味……

我想，这才是昌南，才是景德，一片
古意弥漫，很中国。

大概只有古镇能将岁月如此一层
层折叠，砌就千百年陶瓷文化的厚重墙
基，让这段历史变得可以用目光和手指
触摸；而这种触摸，让人感动于它的淳
朴，它的沧桑，并因此想到了人生，悟出
生命中的一些哲理，宽慰光阴里的沉沉

浮浮。

二
“偶作飞鸟来此地，景德镇上望无

余。俯看全境如焚火，三千炉灶一齐
熏。充满天际成浓雾，喷烟不断转如轮，
苍黄光彩疑画笔，朵朵化去变红云。”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诗人郎菲罗变
为“飞鸟”，飞过高岭，飞越昌江，叩访景
德，被满城的窑火惊叹不已，写下这首
《景德镇》介绍给大洋彼岸。

古镇，自古沿河建窑，沿窑成市，
“因窑而生，因瓷而盛”。瓷器是泥与火
的艺术，也是窑的艺术。回望历史，智
慧的窑工用窑砖砌建了龙窑、马蹄窑、
蛋形窑等众多的柴窑，也称镇窑；一座
座窑炉，孕育了多少泥坯成瓷、多少窑

变的图腾演绎，也孕育了千年景德。窑
砖也许不是主角，可是没有它那来的古
镇传奇。

都说，窑砖，朴实无华，没有瓷的光
泽与通透，没有瓷的晶莹与温润，却有
着岁月的朴拙厚重，时光的凹凸斑驳；
城市记忆都凝结在大街小巷那些窑砖
装订的建筑上，俨然是古镇过往光阴的
胎记。

可是，现代人不知道，旧时烧瓷的
窑膛并不是用耐火砖修成，却是普通的
粘土砖。它们经过几十乃至上百次的
窑火历炼，完成了历史的使命，退出了
镇窑的序列，被新的窑砖所代替；爆竹
的硝烟中，新窑隆重落成，窑砖一代代
接力，才有“窑火通明两岸红”而千年不
息……古镇的历史，就这样一茬又一茬
的交接与续写着。

也许“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
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被淘
汰下来的旧窑砖，散落在窑房外，堆积
如山，心中的窑温却久久难以冷却……
告别了窑火的辉煌，远去青葱年华，还
有窑工背褡的身影，与行走在岁月河边
的许多人。“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

远的记忆……”

三

人生，也许就是一场场的告别。而
告别的渡口，也许是人生又一次远航的
起点。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生命中的
昨天，在一池清水中只剩下背影，又有
多少人能在路灯下耐心听你讲到天明
的故事。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时光磨
砺的窑砖，离开火焰的舞台，选择了在
寂静小巷延伸，选择在沉默中站起；砌
墙建民居，铺路造码头，给古镇一份遮
风挡雨的温暖，给世界一个华丽转身；
记不起谁说过，岁月如梭演绎着它的更
替，生命长河依然诠释着它的精彩。窑
砖，不仅藏着窑炉的火焰，也延续着古
镇的文脉，丰富着陶瓷文明的内涵，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继续前行。

时至今日，“若驻足观察，古镇的街
巷里弄古建筑多是废弃的窑砖头砌筑
的清水砖头墙面，还不时发现有的窑砖
上有戳印纹字。用景德镇窑炉拆下来
的残损砖头所砌建筑的墙体，已经发现
沿昌江河可上溯浮梁旧城，下至昌江区
鲇鱼山镇的50多个里弄街道与村镇。”民

俗专家白光华走遍古镇，写下了《窑砖戳
印藏玄机》以上文字。另有人从窑砖墙
上发现的符号，推测当年大概有200多
座柴窑；我以为远不止这个数字，当然，
更没人知道有多少窑砖。但经有关部
门普查，全市共有弄巷353条，而这些里
弄以废弃窑砖砌建的，竟达百分之八十
之多。

我想说，是窑砖站起了一座厚重的
古镇。

今天仍可看到，被保留下来的窑砖
小巷或民居，墙厚有尺二，高有三米左
右；冬可御风保温，夏可遮荫生风，庇护
着小镇的子孙后代生生不息。老人们
说，炎炎酷暑，端坐在小巷高高的窑砖
墙下，凉风嗖嗖，别有一番滋味；只见小
巷深处，木板门上还残留半副对联：“光
阴匝地，千载墙头古韵存”，在等路人来
对上联。哦，步入弯弯小巷，窑砖老屋，
时空交错，恍惚间，一梦回千年。

古人云，无癖好者，谓无深情也。
往事如风，柴窑已成为历史，只有几座
样品在古窑博览区作为景点供人参
观。应当感谢许建华、张瑞麟、乔生等
众多的“镇巴佬摄影家”，为后人仰望昨
天，留下了大量正在消失的窑砖建筑的
珍贵资料。多年后，人们只能从窑砖
上，寻找瓷釉浸染呈现的七彩色调，松
柴的火焰流动的痕迹，感受暖暖的窑温
……于是，不少来古镇的人，恋上收藏
瓷片、收藏古拙的窑砖；其实，就是想收
藏昨天，收藏心中那团不息窑火的念
想，收藏自己的曾经。据传，曹雪芹收
藏了一块五色石，青埂峰下那块补天剩
下的石头，成全了他的一部千年不败的
《石头记》。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对走过
的昨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虔敬，为昨
天给今天的留存而感慨；而在城市的变
迁中，昔日的雪泥、鸿爪总是弥足珍贵
的，当高楼撑起今天的繁华，我们是否
懂得收藏与珍惜。

四

岁月让你如此厚重。时光让你从喧
嚣走向沉寂。我一直以为是写给窑砖
的。老了，才知道这都是写给自已。其
实，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每个古镇人都
会走过一块窑砖的经历。你我都是一
块窑砖。

我一直喜欢席慕容的《暮歌》：“我
喜欢将暮未暮的原野，我也喜欢将暮未

暮的人生，在这时候，所有的故事都已
成型。而结局尚未来临，我微笑地再作
一次回首，寻找那颗曾彷徨凄楚的心。”
人近暮年，我脱下法袍，走下高高的主
审台；像一块窑砖，从窑火熊熊的舞台
中央，回到幽深寂静的小巷；角色的转
变，岁月的洗涤，让人懂得生命的精彩，
总是从尘世的喧嚣中走向沉寂，拥有自
己的一片平静夜空，沉浸于智利诗人聂
鲁达的诗意《我喜欢你是寂静》，“你就
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你的沉默就
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其实，今天的古镇人与窑砖，更多
的是相看两不厌的精彩。生活在古镇，
时光倒流，庄周梦蝶，物我两忘；常常分
不清今日阳光宋时月，分不清我是瓷瓷
是我，窑砖是我我是窑砖。那么，窑砖
是什么？都说窑砖是古镇的脊梁，瓷都
的载体；我以为，窑砖，是一个人在清空
后重新出发的魅力，是告别与开始的渡
口；窑砖，是与另一个自己在古镇相遇，
是将暮未暮的人生勇气，是用生命拥抱
这个世界的温度。

哦，窑砖不老。窑砖不会老！
真应该感谢岁月的风雨，将人生揉

捏打磨成一块窑砖的坚实，将时光浓缩
沉淀，让人细细解读，令人回味。前半
生耸立为窑，“窑火如龙水似云”，泥坯
成瓷彩虹来，只不过短短的百余次光
阴；而后半生站立成墙，铺地为路，联起
成巷，却挡住了百年风霜，穿过了千年
春秋，承载了万人平坦前行。

记得三毛曾说”“我来不及认真地
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地
老去。”我想，“心若在，梦就在”；砌窑也
好，铺路也行，砌墙也罢，这个世界我来
过……而且丰盈，足矣！

古往今来，爱莲者众，盖因其出污泥不染而秀也。吾亦
甚爱其亭立之姿，醉其芳洁之品，惜其贵雅之气不复焉。

文人墨客言及菡萏，无不喜者。吾少时闻歌词“愿生命
化作那朵莲花”独钟至今。利先生创《枯莲》应如是。枯莲犹
喜，何赘盛开之莲？全文观之，枯莲亦似清莲耳。

观题，思及《红楼梦》大观园中，宝玉欲叫人拔去残荷，被
黛玉一句喜欢李义山“留得枯荷听雨声”诗句而作罢。枯荷听
雨，想来别有情致，应似雨打芭蕉之声乎？脂砚斋评黛玉乃以
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吾深以为是而赞之。

纵观全诗，内容有三。
一者缘起。首句观之，一段情缘始于莲开之仲夏，止于

莲老之暮秋。枯荷听雨，故有雨之忆，雨之悲也。此乃莲之
期及人之期乎?雨亦泪乎?仲夏至暮秋之忆之雨之泪，甘咸酸
苦各人自品矣。再言相思，直道而来。或欢喜或离愁，皆似
莲般于风中摇曳多姿。后段过渡回实境。花去斯人亦去，美
好时光不复矣，徒留满腹悲叹兮。故满目萧然，当时心境
耳。此中字词蕴藉画面美、意念美、情感美、清新美。

二者缘悟。情因莲而悟。空门荷香，红尘莲苦，道出莲
与佛之缘。莲因其性，与佛密，乃佛教圣花，代表一智慧境
界，谓“开悟”。佛经谓佛眼为“莲眼”，谓佛国为“莲界”，谓
庙宇为“莲刹”，谓袈裟为“莲服”，谓善于说法者为“舌上生
莲”。庙中观佛，或坐或立于莲台，或手执掌托莲花。寺庙墙
壁、栏杆、神帐等其上莲花图案游目可见耶。佛心亦似莲心，
合普度众生之苦心。诗句“前世的情，埋在泥中”值得一玩。
世人常喻，情如藕根，丝缕不断。莲之藕根埋于泥，花死根不
死，来年又生发，佛经里象征人死魂不灭，不断轮回中。诗句

“残荷依水，勾一曲轮回”道出前世之情如莲，轮回至今世，今
世之情乃前生注定，虽散风中，下一个轮回又何是邪？诗中
空门、红尘、前世、入定皆词乃佛家用语。

三者缘尽。悟后之决断也。千般思量后，折枯莲一枝，
断一世衷肠，似手执慧剑，斩断情丝。惜抽刀断水水更流。
莲枝断，衷肠断，不尽伤愁断之乎？不尽惆怅绝之乎？忧伤
怅惘之形莲化后尽显美之态也。结留白处多矣，故显空灵意
远韵悠之境。

全诗短小精练，两句一段，语少意丰，寓情于莲，婉约含
蓄，借禅理表心曲，离愁别恨伤感披之别有韵味，浑然天成，
词句精美典雅，清新脱俗，自成格调，乃难得好诗也。读之身
心化莲，神怡通泰。

吹毛求疵于此诗仅三段押韵，读之朗朗。一段忆雨二字
同律同韵，二段思离二字同律同韵。雨字、离字如存句末，读
之具音乐感，增诗味。另素材与立意见新乃诗之取向也。诚
如是，了无遗憾。

御窑厂的厂房、设施及用工与民窑
相比，御窑厂占地面积更大，设施设置
倒是相差无几。步入正门，迎面是厂长
及其他员工的住所，右侧是陶车车间、
青花画工、雕刻车间及颜料研磨车间，
左侧为釉上彩绘和彩绘炉室。陶车车
间共计四栋，即为四个车间，呈两两平
行排列。各车间均陈列装着干燥用土
的釉瓶，前庭则摆放水簸法所用的各类
水桶。成型或利坯用的陶车如同一个
大转盘，圆盘大小多为直径三尺二三寸
左右，绘画方法与一般车间无异，在此
不必赘述。

御窑厂原先不专门设窑，是从上年
度民窑中择其优者而为其烧造。然而，
管辖御窑厂的两江总督上年（1906年）
曾派人巡视，结论是：“堂堂御窑厂岂能
没有官家的窑？”于是设计了两座，尺寸
略小于民窑，据说当年开工。

瓷工中的画工最多，各工种人数
波动，每年并不相同。因此，除了组长
及各专业熟练工长期雇佣之外，其余
用工根据产量调整。此外，从其他民
窑临时征调高级技工也很常见，最多
时曾调用约两百人。由此一来，任务
量大时员工多达四五百人，反之，萧条
时仅剩百余人也不足为奇。比较员工
收入，官窑的报酬远胜于民窑。毕竟，
官窑多能工巧匠，收入丰厚也在情理
之中。

御窑厂不纯粹以盈利为目的，产品

的做工自然更考究更复杂，美观又精致，
堪称稀世珍宝，既有器皿、香炉、花瓶、杯
子等装饰品，也有模仿西餐所用的各类
用品，为肉盘、汤碗、咖啡杯具及糖罐等，
底座均刻有“两江总督端方”字样，打入
欧洲市场后备受好评，且有鹤立鸡群之
势。欧洲市场瓷器产品中，尤以景德镇
产品最为精美绝伦。作为皇家特供，其
仿制品或赝品也是少之又少。放在过
去，即便去景德镇，想买一件官窑产品
也是难比登天。产品表面多雕有五爪
金龙，底座印有“大清光绪年制”。民间
仿制自是严厉禁止，寻常店家也不敢公
开出售。

书中说，官窑始于明代，绵延百年，
历经兴衰。产品以明代最佳，清代康熙
年间次之。北村说：“如今，国人有意振
兴此业，而外国人也有心改良技艺，或是
送留学生来我国学习烧窑技巧，或是派
技工进厂观摩学习。将来，或许这门技
艺可以再现辉煌，精益求精。”

“御窑厂又称皇窑厂，既是为清王
朝烧造宫廷御用瓷器的专职场所，也是
作为促进民窑发展的官方示范窑厂。”
北村弥一郎对御窑厂的职能属性和促
进景德镇民窑技术的认识是十分正确
的，而且在那个年代，作为外国人有着
这样的认识也是不容易的。御窑是明
清时期陶瓷生产的特殊形式，对景德镇
整个制瓷业都产生重大影响和牵制作
用。御窑厂的产品不是商品，也就不受

价值规律的约束，只求产品精美再精
美，成本是不计较的。瓷器当时完全依
靠手工制作，为了达到产品精益求精的
目的，清代中晚期的御窑厂招募制瓷工
依靠征调制，如获悉民间在某一个制瓷
工种上出现了一个能工巧匠，就征调到
御窑去，原雇主不得抵制。由于御窑其
中一大批制瓷的能工巧匠，也就是说全
镇制瓷工人的精华在御窑，所以御窑在
制造瓷器生产过程中，在造型上、原料、
釉料、产料配方、画面设计上，都达到了
当时历史上乘。因此，御窑产品都是出
自历史上的能工巧匠之手，这对景德镇
瓷业技术上的进步具有影响。正如王
光尧在《中国古代官窑制度》说：“御窑
厂是官窑的一种特殊类型……御窑仅
于明清两代，产品专供御用是其最显著
的特色。”由于御窑厂生产是专供宫廷
御用，质量要求高，成本在所不计。对
陶工的选择雇用，是以高标准罗致人
才。当时有一定水平的陶瓷技术，大都
受雇进厂，不限时间，不求数量，精力全
部贯注在产品质量上，这对陶工技术的
进步提高和陶瓷业的发展，起着很大程
度的促进和引领作用。“除了组长及各
专业熟练工长期雇佣之外，其余用工根
据产量调整……”皇室对各种瓷器的需
要量大且质精，而区区一御窑厂也不过
二三百人（据[日]小森忍《匋雅堂谈
圃》），且每年歇窑又在半年左右，因此，
厂器搭烧民窑就成为不可或转的趋

势。至于御窑厂全员招募工匠，当是康
熙三十六年清廷彻底废除匠籍制而有
的新变化，改为全员征调工匠。由于清
代景德镇的御窑厂和民窑的“官搭民
烧”协作的进行有如江南织造局，“江南
织造局上用缎疋并制皇帛法敕等件”大
部分织物，是由“领机”（官匠）向织局领
取织机和原料在自己的机房雇工织造
出来。御窑厂的“官搭民烧”，用御窑厂
的制品（坯胎）向民间窑户搭烧，照章付
给柴钱（烧炼费），先决条件是，窑占好
窑位（即温度高，黄爽倒塌出现较少的
位置）。至于坯胎烧炼，除自烧东窑、西
窑两座窑之外，绝大部分是“官搭民
烧”，用御窑厂的制品（坯胎），向民间窑
户搭烧，选“拉背二路”的二、三、四脱。
选择或指定窑位的权利，归于御窑装坯
工，他甚至可以一言不发，只需搭一团
泥巴在某一窑位部位，就指定了窑位。
另外，遇有黄爽（注：黄爽即窑黄和窑
爽。窑黄指柴湿烟多，瓷胎吸了烟而带
黄色。窑爽指火力未到，瓷器没有烧成
熟），要追究责任。发生倒窑事故（倒窑
指窑内匣钵倒塌，与窑身无关），要把被
倒塌的御窑瓷件，扒出清理，尽管一丁
半点的断片碎片，也要计数归还御窑
（所谓“死要见尸”）。而这些事故情形
的汇报以及处理意见，主要取决于装坯
工的报告。在这方面，他确有一言可以
决定一切的作用。

(待续)

感 悟感 悟感 悟 窑 砖
□ 凯 亚

残荷听雨赏新韵
——品读利国虎先生诗作《枯莲》

□ 林荔景

3月6日上午，昌飞宾馆黄河厅气
氛热烈，我市著名陶瓷文化研究学者
与传播专家漆德三先生新著“瓷百
科”丛书之《陶瓷与国礼》赠书仪式
在此举行。应邀参加赠书仪式的有高
校教授、陶瓷艺术家、陶瓷企业家和
相关媒体记者30余人。人们捧读着油
墨芳香的新书，一边观赏着江西教育
电视台播放的漆德三访谈录，一边品
尝着美味佳肴，其乐融融，堪称开春
以来景德镇瓷苑的一大赏心乐事。

年近七旬的漆德三先生曾长期担
任昌河飞机工业公司宣传部长，学
养深厚而深水静流，温文尔雅而平
易近人，有长者风范。漆德三先生
出于对陶瓷文化的热爱，业余时间

长期从事陶瓷文化研究和传播，孜孜
不倦，乐此不疲。早年曾出版《陶瓷
纵横》《珠山拾荒》等专著，深受读者
喜爱；后在台湾杂志《壶中天地》发
表大量文章，推广景德镇陶瓷文化和
陶瓷艺术，尤得陶人尊崇。值得一提
的是，漆德三先生还是景德镇陶瓷节
（今瓷博会） 的倡导者之一。因其在
陶瓷文化领域的丰硕成果和广泛影
响，退休后被《中国陶瓷》（艺术版）
聘请为执行主编，多年如一日，为传
播陶瓷文化、繁荣陶瓷艺术种桃种
李，默默耕耘，被媒体誉为“大师背
后的大师”。

近年来，漆德三先生在江西高校
出版社的支持下，开始陶瓷文化通俗

读物“瓷百科”系列丛书的撰写工
作。在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史上，这
无疑是一个创举。为了撰写这些专
著，他如蜜蜂采集花粉一般广泛搜集
第一手素材；除了博览群书，他还四
处踏访陶瓷文化遗迹和博物馆。一个
年近七旬的老人，为了传播陶瓷文
化，不仅含辛茹苦，而且所费不貲，
值得点赞。在大力倡导“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推动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当下，漆德三先生堪称一个

“讲好中国故事”的楷模。
据了解，“瓷百科”系列丛书计划

编撰出版100部专著，短短三年时间，
已编撰出版《陶瓷与音乐》《陶瓷与博
物馆》《陶瓷与国礼》等多部了。值得

一提的是，漆德三先生每出版一部新
著，不仅奉献给读者异彩纷呈的精神
盛宴，还总要邀请一些交谊甚笃的文
友共进午餐，共享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大餐。仅凭这一点，我由衷期盼他多
出书，出好书。

中国陶瓷文化需要发展，陶瓷艺
术需要繁荣。同样，中国陶瓷文化和
陶瓷艺术更需要走出去。如果“养在
深闺人未识”，即使再婀娜多姿富有魅
力，也将是自斟自酌甚至孤芳自赏抑
或明珠暗投甚至怀璧以陨的巨大遗
憾。基于此，中国陶瓷文化艺术领域
呼唤开宗立派的大师，也需要漆德三
先生这样站在时代的道口掌着油灯照
亮后人前行之路的传灯者。

漆德三：中国陶瓷文化的传灯者
□ 吴远征

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窥探清末御窑厂(续)

——兼致刘新园先生和三上次男先生
□ 曹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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