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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
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一名退休的人民警
察、一位陶瓷文化传播者，坚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根植创作沃土，透过一部弘扬景德
镇传统陶瓷文化的散文集《醉入宋词，在古
镇景德遇见自己》，讲陶瓷故事，谈人生感悟，
忆故园往事，积极推动陶瓷文化走出去，向世
界讲述中国故事，其动力正是源于血脉里涌
动的践行传承文化之根、熔铸民族之魂的文
化自信和文化初心。这本散文集以其鲜明的
特色吸引着读者走进字里行间，走进古镇。

写人写景洇染古镇风情。翻开散文集，
一股清新自然的古镇风情扑面而来，一个个
原汁原味的陶瓷故事引人入胜。作者朱凯亚
紧紧围绕“陶瓷文化”“景德镇”主题，书中御
窑景巷、三闾庙古码头、御窑厂遗址的画卷
徐徐展开，督陶官唐英、古镇上的徽商、景漂
艺术家款款走来，珠山巍然耸立，昌江缓缓
流淌，三宝瓷谷笛声悠扬……绘就一幅历史
文化古镇的生动画面。一位“景漂”艺术家读
后由衷感叹：“装帧素雅，有泥、有火、有小
巷，有你、有我、有梦想，让人们读到了诗与
远方，加深了对China、中国、瓷器和陶瓷文
化的认识，也让我更加喜欢景德镇。”

作者自小出生成长在这座古老城市的
窑砖小巷，他感言道：“生活在古镇景德，是
一种幸运。可以沉浸在玩泥的童年，可以聆
听只有从天而落的瓷乐协奏曲，而更令人青
睐的是古镇人从小在坯房里嬉闹，耳濡目染
瓷上写字画画，更多得到的是中国陶瓷文化
的熏陶。”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娓娓道来，与世
界对话，回答一句句心灵叩问，“陶瓷究竟是
什么？是高岭土与昌江水揉就的精灵，还是
一座城市张扬的温度？是瓷人浓缩的情绪，
还是陶工热血泛滥的旷野？景德，是一个年
号一个地名，还是宋真宗留在江南的精神家
园？昌南，China究竟是瓷器还是中国？是因
为英文单词的贫乏，还是实在无法分开？”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昌水风樯阵阵
过，名瓷畅销五洲多”，一个个平凡伟大的景
德镇陶人制作的陶瓷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也
让景德镇陶瓷成为“用高岭土印成的中国文
化对外交流的国家名片”。

诗意文字蕴含人生感悟。“四面青山三
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霜天晴昼精心合，
一样搏烧百不同。”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
信手拈来的诗词佳句或引领文章全篇，或嵌

入其中，赋文章以诗意，又在不经意间映衬
出古镇的悠久历史，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和
文化气。而一篇篇匠心独运的文章标题《梦
里青花为谁开》、《古镇越千年，走不出景德
深巷》、《玲珑，那是古镇梦中的眼睛》、《三
宝，短笛长歌独倚楼》，又犹如迎面而来的晨
风，清新自然，沁人心脾。

正如著名作家胡辛为散文集所作序言
《儒雅 诗意 理想》中写的那样，“诗意，一直
是凯亚创作追求的特色。他尝试从平凡朴素
的表象中，提炼出富含诗意的美妙表达，从
瓷器、高岭、窑砖、玲珑和烟火等本土司空见
惯的景物中，寻找到诗意的花蕾与芬芳。让
人在细读慢嚼里，品味愉悦的美妙时光，这
也许是作者所追求的文字氛围。”散文集中，
诗样的诉说，俯拾即是，“一半是江水，一半
是泥土，窑火的帐幔中凝固成美玉般的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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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富
于诗意的文字让读者品味出文字之美、阅读
的愉悦，感受到作者的文化积淀和人文素养。

梁衡先生曾说过：“文章为思想而写，文
章为美而写。”在讲陶瓷故事、写古镇风情
时，作者不吝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使得云
淡风清的文字之中平添几许厚重，让读者不
时掩卷而思。如《玲珑，那是古镇梦中的眼
睛》，从“玲珑瓷来自于缺陷，恰恰是缺陷成
就了另一种美丽”，联想到人生“经历了欢乐
与艰难，留下了许多遗憾和无奈，或许正是
那些遗憾呈现的是一种残缺美，让所有经历
过的风雨，也变得温馨起来，所有的酸甜苦
辣也变得饶有趣味。”再如，《人生若瓷》，从
陶瓷的一道道工序剖析人生，认为“人生，俨
然是一次由泥变坯成瓷的过程。”又如，《长
河落日》中写道：“生活就是一座镇窑，可谓
炉火纯青，每个人都是纯洁的胚胎，入窑一
色，出窑万彩。”这些富有哲理的文字，在散
文集中比比皆是，散发着高岭土的芳香，在
读者耳边如瓷乐一般清脆，给人以焕然一新
的启迪。

警营往事拨动家国情怀。“几度花开忆
小弄，清香缕缕扑面来，那是久远童年的
味道……派出所坐落在小弄的弄口。民警
叔叔阿姨那时大多住在所里，几乎是全天
候上班，半夜被叫起来是常事。”童年的记
忆是人们心灵最深处的回忆。作者出生于

警察之家，父母和他本人都曾经是江西省
景德镇市公安队伍的人民警察，在《小巷
茉莉花又开》一文中，作者以轻松的笔调
记录那个年代派出所的鱼水情深警民关
系：谁家的小狗小猫不见了，来派出所询
问；也有邻里吵架的，来时怒气冲冲，民
警一调解就握手言和，相对一笑，高兴而
归，我不知道民警是使用了什么魔法。还
有不少是来串门的，有的是家里遇到烦心
事，习惯到派出所透透气；有的是儿子谈
了对象，请当所长的我妈妈给当参谋；还
有其女儿看中了一小伙子，请妈妈帮做红
娘……在居民眼中，派出所是百姓说事的
地方，民警就是他们自家人。常有人摸着
民警‘五五式’上白下蓝警服说，这衣服
配的好，清清白白，你们就是一朵朵茉莉
花，惹人喜欢！”小巷盛开的茉莉花不经意
间拨动了作者情感阀门，勾起了作者孩童
时清晰温馨的回忆，通过一个孩童的视
角，勾画出那个年代派出所真挚感人的温
馨画面，让今天的人们仍然感受到警民之
间的鱼水深情。

著名作家刘庆邦有句名言：“任何作
家，他写的作品其实就是写他自己。”小巷
茉莉花也触动了作者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
情感，他在书中深切缅怀了自己的母亲：
在浮梁的一座陵园中央，是中共景德镇市
浮梁县委、浮梁县人民政府竖立的一块高
大墓碑，上面刻着：“1970年5月9日，乐
勤同志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光荣
牺牲。浮梁人民永远怀念乐勤同志！”这里
安息着一位在山洪爆发之际，不顾自身危
险抢救落水群众的英雄，牺牲时年仅三十
七岁的优秀共产党员。她是江西省公安系
统六十年代初为数不多的女派出所所长，
她就是作者的母亲。

“每当夏日，妈妈一早就摘下一大把茉
莉花，放在户籍室的窗台上，群众一进门
就闻到香味，回去时带上几朵，一天都是
好心情。”警民鱼水情，最是动人心。触手
可及的画面、深沉内敛的情感，交织围绕
着我们，仿佛在陪伴作者一起找回童年，
找回一份真诚的赤子亲情。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有人说，任何一条通向景德
古镇的路，都是一条回归童年的路；又有
人说，儿时的味道，是一生的导航。”或
许，这正是作者心中的继承母亲遗志，踏
上从警路、服务千万家的家国情怀。

瓷韵悠扬 真情流淌 在古镇景德遇见自己
王德龙

我在城市的住宅里

听到了布谷鸟的鸣叫

多么的令人惊奇

这是给我送来了故乡的消息

布谷声声

穿越城市的喧嚣

走过童年的记忆

以隐约的形态直抵达心灵

这一声声富有韵律的鸟鸣

正是我的期待

甘霖一样的鸣叫

让我在乡愁中沉醉

在布谷鸟的鸣叫声中

饱满的麦子由青变黄

鼓胀的水杏由青变红

转眼间呼唤出一个故乡的丰收

一刻不闲的布谷鸟

漫山遍野的歌唱

这是布谷鸟的执着

为大地的丰收奉献一份力量

无论是城里城外

布谷鸟都在动情地歌唱

我在声声的啼鸣中

听出的却是一缕缕的乡愁

城市里的布谷鸟
耿庆鲁

韭菜花，啤酒花
寻一个瓷盘
找一个玻璃杯
摆一双木筷
忘记了具体的年月
时光流逝了许久
重温一次记忆
或许只是
突发的一个念想
不记得月光
百年的香樟树
叶子鲜嫩的
似乎可以挤出水
酒杯里
也蒙了一层绿色
风影摇曳
吹皱的
是年少的心事

雨下了
没有预言
打湿的是昨日的花絮
落了一地
捡起来的都是回忆
没有细数花瓣
也没有清点花蕊
用心感觉的痕迹
都是蜜蜂和蝴蝶的脚印
有人说流了眼泪
我说是顽皮的雨滴
一只鸟
在高空飞翔
不用担心
是否打湿了羽毛
平流层里
只有棉花一样的云朵
没有其它

棉花一样的云朵
胡明辉

前几天，和友人闲坐，居然聊起退休以后的事
情。他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摆一个书摊，在街面上最
显眼的地方。为此，现在已经收藏了几万元钱的小人
书。

我们当时就取笑他现在的孩子只看手机，很少看
书的。再者为什么不弄个店面，何必蹲在街上。他说
一定要在街上才引人注目，一定要吸引孩子们看小人
书，因为小人书最能激发孩子的兴趣，也是让孩子爱
读书最好的启蒙教育。

接着他讲起为什么有这样的梦想，而且一直为之
努力。他说小时候在农村，他和伙伴们只知道上树掏
鸟窝，用长树枝打人家枣树上的枣，要不就到处疯
跑。要不是村口的那个书摊，他都不知道自己会成为
什么样的人。

当年摆书摊的是一个下乡知青，别的知青大都找
人重返城里，他娶了村里的姑娘，大概也没有什么门
路回城，渐渐地村里人就当他也是本村人了。可是他

和村里人又不一样，他爱看书，不忙的时候，他总是
招呼一些孩子去他家看书。后来他就在村口摆个书
摊，形形色色的小人书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花花绿
绿的封面还真的挽留住孩子的脚步。

渐渐地奇迹出现了，到处疯跑的孩子都围着书摊
转了，虽然不认识几个字，但是就是翻看着每一页，
也能看懂些意思。尤其是西游记更是让孩子们喜欢。
知青还主动给孩子们讲小人书上的故事，什么《草船
借箭》、《征方腊损兵又折将》，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每天都缠着他讲上几段。他还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教
他们读。大人们看着孩子不再招猫逗狗的，也很高
兴。

他凝望远处，仿佛他的童年就在那里。他说我就
是在那个书摊上，通过那些小人书最早接触到的《西
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也就是因为那个书
摊，他和他的许多小伙伴从此爱上了读书，他们中的
很多人考上了高中还有大学。

他说，他和伙伴们回老家时还经常去看望那
个知青。

他说，我真希望有一天，我坐在书摊旁，有
很多孩子围着书摊挑书看，还有很多孩子围着
他，让他讲书上的故事，也许那个老知青的孩子
的孩子也会来到我的书摊。

大家都不语，似乎眼里也都潮湿了。那个小
人书的年代还会再来吗？那个老知青知道他的小
人书给孩子们描绘了多少梦想吗？

印在小人书上的梦
杨晔

“一扇熏风入座凉，轻云微雨弄晴光。”在那个没有
空调没有电扇的年代，唯有手中的一把蒲扇，驱赶夏日
的炎热。

蒲扇是乡村寻常之物，外形大同小异，村里人聚在
一起纳凉时，一不留神，蒲扇就容易拿错或者被人顺手
拿走。于是，就有人在扇柄系根红线，或者写上名字，
以便区别。也有讲究的，在扇面上熏字，一目了然，更
方便辨认，好让蒲扇“专人专用”。

一般人家的蒲扇熏字，无非是熏上姓名，或者“李
记”“张记”“钱用”“王用”之类字样，而爷爷的熏字，
却与众不同，诸如“清风徐来”“心平气静”的雅词，有
时也熏上一些与扇子有关的诗词，显得风雅别致。

一把小小的蒲扇，一旦熏上了类似“扇子扇凉风，
日日在手中，有人问我借，要过八月中”这样的诗句，
顿时变成了一件高雅艺术品了。对于生长在农村的我而
言，那把小小的熏了字的蒲扇，给了我最初懵懂的文艺
启蒙。

这字是如何熏上去的？出于好奇，我便缠着爷爷
“学艺”，请教熏字的技巧和奥秘。略通文墨的爷爷，是
那时农村少有的读书人，写得一手好颜体，自然喜欢在
蒲扇上熏字。取一把蒲扇，爷爷先在扇面准备写字的地
方轻轻擦拭，擦掉扇面表面的油泽，以防写字时滑笔，
然后用毛笔蘸了浓墨，一笔一划地写在扇面上，横轻竖
重，雄浑圆厚，格外苍健有力。

字迹晾干后，爷爷找来一张报纸，剪成能框住字迹
大小、或方形或圆形的空心纸框，涂上米浆贴在扇面
上，点一盏美孚灯，将扇面拿到美孚灯上熏烤纸框内部。

袅袅的灯烟从美孚灯玻璃灯罩中慢慢上升，黑烟一

点一点地熏满纸框。待纸框内部全部熏黑后，爷爷小心
翼翼地揭去纸框，用湿布轻轻擦拭，熏烤的黑色顽固地
留在扇面上成为底色，而墨迹则被轻松擦去，露出了扇
面的原色，正是书写字体的笔画轮廓，在底色的衬托
下，形成了碑刻拓片一般的效果，有几分古朴隽永的味
道。

熏字的技巧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在爷爷的
示范下，我很快地掌握了要领，便跃跃欲试。人生之
事，大都看着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原来这熏字，是一
种细心活，更是一种功夫活。自己动手了才知，稍有不
慎，火苗就会烤焦扇面，甚至烧出若干个小洞，轻则影
响美观，重则毁掉一把扇子。熏字，讲究的是心平气
静，考验的是耐心与细心，在慢慢熏烤中，烤的是扇
面，考的是心境，一种“心静自然凉”的参悟油然而生。

渐渐地，我掌握了熏字技巧，不再满足于爷爷的那
些略显老套不够文雅的打油诗，便四处寻觅书籍，在古
典诗词中寻章摘句，诸如“露簟荻竹清，风扇蒲葵轻”
之类的咏扇诗句，不求甚解地搬来，成了我熏字的佳
句。我仿佛找到了一把求知的钥匙，打开了一个瞭望的
窗口，整个童年沉浸在盈盈诗香中。

后来，听爷爷讲东坡画扇断案的故事，我灵机一
动，学东坡画扇，也在蒲扇上作起画来，一时青竹摇
影、幽兰吐秀、秋菊临霜、寒梅傲雪飞上扇面，配上佳
诗雅句，诗画相映成趣，再仿照古典园林漏窗的造型式
样，将之“移植”到扇面做成字框，倒也十分耐看。

那些熏过字画的蒲扇，是乡村一道雅致的文化风
景。那些远去的点滴往事，就像留存在旧时光阴的诗
句，一直镌刻在我魂牵梦绕的乡思乡梦中。

一扇熏风吹乡梦
许国华

人生的旅途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驿站，当你从一个站点
奔赴到另外一个站点的时候，会以何种方式开启这段行程
呢？

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旅行途中，书籍当然是不能少
的，只要有它的陪伴，心里便多了一份安稳与踏实。

我一直深深地觉得，书籍，是旅途中最美的行囊。它如
同一位知己一样悄悄地陪伴着你，没有任何抱怨，任由你
静静地观看，任由你轻轻地翻卷，任由你在它的脸蛋儿上
勾画圈点和涂鸦。

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车水马龙的城市当
中，或者，在安稳清静的校园里，甚至在舒适而温馨的
家庭中，有了一本书的陪伴和点缀，也便顿时多了一份
鲜活的气息。

读书，能给人以美的体验和享受。当你沐浴着晚
风，从一个夕阳相伴的黄昏中出发，头顶是悠悠的云彩和
静谧的霞光，身后是一片同风翩翩起舞的芦苇丛。而你，正
好捧着书，漫步在悠长又悠长的小路上，我想，此刻的你，
心情也如芦花、晚霞、明月那般柔和而平静。你眼中的风景

也会氤氲成心灵上的一道道温柔的涟漪，它们悄悄地点缀
着你，不知不觉，你也成了其中的风景，悄悄地映衬着它
们。读书，倘若能读出这样的境界，那么，你的心里也如自
然的景物一样，变得明媚可亲的了。

我相信书读得多了，谈吐和气质也会多出几分明媚
来。只需要将一颗受世俗喧嚣所扰乱的心静下来，跟随着
一个个文字的指引，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能有满满的收
获。一个人认知的深入，视野的开阔，格局的提升，似乎都
是伴着读书的增多渐渐发生着变化的。读书给人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因此，也不用为少读一本书而感到过度焦急，
慢慢读，总是会有收获的时候的，慢慢品，慢慢悟，终能寻
觅到一种诗意的归宿。

在书中，你能体会到作者的性情，或潇洒坦荡，或自由
活泼。一书在手，或品读着“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一
种慵懒和乐趣，眼前，也会顿时欣欣然；或者，就单单品读
着梭罗的《瓦尔登湖》，心境也会一下子释然开来，变得澄
澈而通明。

人生路漫漫，且以书香伴天涯！

且以书香伴天涯
管淑平

远远 行行 （（王慧王慧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