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热”的团聚
□

彭昭之摄
与父母好好团聚。
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分隔两
地的情况越来越受到重视。南昌市有关部门
专门出台文件，简化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的入学手续，
方便他们能够相对就近入学，
解
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谭红波夫妇决
定明年将儿女转至南昌上学。

大运河边的小镇，
保留着古今新旧碰撞之
后沉静的气韵

塘栖，
余杭一隅，
水上
门户。旧时，
因漕运而兴，
是一个保留了老底子的古
镇，
安静，
内敛，
随性，
任人
来往。相比江浙沪其他知
名古镇而言，它身上陈年
古籍气少，
商业味淡。
听人说，塘栖曾是江
南十大富庶古镇之一，明
清时代繁华至极。悠悠运
河从功用到展示，可以看
□
到的不仅是塘栖的落寞，
还有正在依依古巷回归宁
静的真实的人间烟火。
于八月的角度去看塘
栖，又会发现一种更迭的
美丽。它身上，已经渐行
渐远的夏的炽烈与秋的瑟
然交织混合，时序的矛盾
感呈现出古今新旧的碰撞
之后沉静的气韵。
以广济桥为中轴，水
南水北两岸，衰老交叠着
新生 ，时间与空间交错。
镇上的街面依河而建，落
成吊脚廊式通道，
一半烟火，
一半清欢。
这样的地方，应该坐船而来，姗姗来迟，顺着灯火上
岸。找个临河的茶座，
一边喝茶，
一边听风，
一边看夜景，
想想都美。
只是，那个傍晚，刚走到广济桥上，一阵骤雨就来
了。也不狼狈，从桥上跑下来，坐在河廊上，一个“美人
靠”，又是一番别样的风情。雨滴打碎运河的平静，恰如
一阕婉约的诗词，
于簪花小楷中透出塘栖的气韵。
塘栖之夜被墨汁浸透，风声雨声大作，灯光摇曳，可
塘栖依然沉静。岸上岸下，一明一暗里，仿佛岁月之眼，
悲悯流泪。
我在很多古镇停留过，
靠过很多风雨中的长廊，
没有
哪个比得上塘栖的安实。廊壁斑驳，
廊木清香，
毫无修复
的痕迹。运河之水带走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繁华，巷陌廊
桥隐没了人间悲欢烟火的故事，只有这街面长廊保持着
士兵的姿势，
如活着的历史稳固地站在老去的镇子之下。
雨依旧落着，
转过湿漉漉的青石板街道，
尖顶落地玻
璃式的一间平矮灰墙大房子映入眼前，这就是传说中的
运河塘栖雷迪森酒店，
它的前身，
则是漕运全盛时期中转
储粮的谷仓。雨意夜色中看过去，
平淡无奇，
走进去却别
有洞天，
无处不藏惊喜。
不得不说，
这个在古镇之中隐秘低调的酒店，
给了我
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走到这里，
能感受到一种纯粹、自
然又不隐俗的生活方式。
大堂后部 1300 平方米的谷场露台、地下谷仓博物
馆、餐厅休闲、屋顶农场、旧时粮仓改建的客房、依居而植
的木槿、爬满墙面的藤蔓、亭台荷塘、水景幕布……这里
一切，都用了最简单的布局却满足了最基本的功能。明
亮玻璃窗格调中，所见的秋收之色、意理写趣，有被历史
绵延下来的温暖、厚重，
亦有被时尚挟带的生机、活力。
下雨的时候，
院内平房安静，
令人放松。人走在小路
上，望着屋里昏黄的灯光，会有一种置身谷场的错觉。
风，
拂面吹来，
似乎还能闻到谷物的醇香。
这家酒店的地下室，
藏着大型的世界性谷仓博物馆，
听上去令人匪夷所思，仔细一想，运河千年骨子里的温
度，
不正是谷仓和粮储文化的延续吗？在这方面，
一些富
有责任感的商人们，
已经先行着，
而运河塘栖雷迪森酒店
庄园式的营造，
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态势。
在谷仓博物馆内，
看见许多儿时见过的农具，
它们在
灯光昏暗的墙壁上悬挂，
犁、耙、耖、石磨、风车、粮仓……
更多的我已忘记名字，但是谷物的气息一直没有从记忆
中消退。面对农耕文明的逝去，
曾经的感召、告别与不知
所措，似乎都能够在这个博物馆里寻找到一种慰藉。因
为，这里面的随便一件器物，抑或一种粮食，都可能让我
们进入时光的路径。
于是，
有人在运河文明之上，
精心开拓了这样一片庄
园。博物馆一面墙上透明杯子里放着使人心喜的种子。
这些种子，在田园间培育新苗，长出果实，为餐厅提供新
鲜放心的食材，制作出精致菜品。嗅觉上、味蕾上的记
忆，
为远道而来的人，
完成了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
虽然一夜风雨，却在谷仓式建筑中睡得相当安适。
关于“利奇马”台风登陆的消息，是次日清晨醒来才发现
的。客房走廊上窗帘有被掀开的痕迹，玻璃窗也关得严
严实实，
估计酒店好多工作人员因为台风彻夜未眠。
到负一楼用早餐，服务人员妆容依旧精致，面带微
笑，
毫无困色。这是一个谷仓式结构建筑，
排水系统其实
已很完善，
可当地人的工作状态一直保持严谨周备。
有时，在路上遇见，无论风景还是人，也都是一种
缘。即便风雨如晦，
也总是行路有光。
雨势愈发微弱。运河之上，从雨倾如注的忐忑惊慌
转为柔橹烟云的温婉迷离，润物之声近细于无。纵眼望
去，只觉雨中庄园更甚美了。一粥一饭，半丝半缕，一步
一景，
源于自然，
回归本质。走在博物馆入口那一片荒芜
的田地，
看似无路，
其实，
每一棵草生长的方向，
都是一条
回家的路。

沐 墨

一盏春茗千秋梦
□ 陈慧瑛
一盏春茗千秋梦——建盏，
从喜诞、
辉煌、衰落、消亡到今日浴火重生，走过
了路漫漫一千多个风雨春秋。

爱屋及乌
平生嗜茶。爱屋及乌，自然而然喜
欢茶具：诸如茶壶、茶罐、茶盏、茶宠等。
其中的茶盏，从前最爱宜兴紫砂。记得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作为一名新闻记
者，为了紫砂，我专程赴南京采访宜兴紫
砂一厂、紫砂二厂，有幸拜会了中国紫砂
泰斗顾景舟大师，拜赏了他手制的石瓢、
鲍尊、乳鼎、供春壶、兰言壶、均玉壶、莲
心壶、云间如意壶、玉露天星提梁壶等国
宝级珍品。从此，见紫砂，便有如瘾君
子，欲罢不能。当然，看到其他名瓷茶
具，如景德镇青花、粉彩；
德化如意白瓷、
盖碗玉瓷；
以及仿哥窑、钧窑、龙泉窑、汝
窑的茶具珍品，也是心仪的。
至于建盏，
闻其名，只知其产于建阳
地区。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友人自闽北
来，送黑瓷茶具一套，说是建盏，嘱勿转
赠他人，因无知不懂珍惜，只当一般茶器
使用，几经辗转搬家，迄今已不知所终。
我也曾去过建阳，那里位于福建省
北部，建溪上游，
武夷山南麓，另称潭城，
是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
“曲阜
出孔丘，建阳有朱熹”，北孔南朱对中国
文化的影响，一如长江、黄河的源远流
长。我来到这古风习习的人文胜地，人
们津津乐道的，除了朱熹、宋慈、游酢等
脍炙人口的历史名人外，街谈巷议的竟
多是建盏，文人雅士把玩的是它，
市井乡
民淘宝的是它，商家琳琅满目持货待贾
的还是它。
对于依稀相识久违多年的建盏，我
不能不刮目相看了。何况，我对于茶和
与茶相关的器皿情有独钟，自然便开始
了对建盏前世今生的探索和寻觅……

建盏千秋
建盏烧制始于唐代，兴盛于两宋。
宋代，朝廷建立了贡茶制度，贡茶产
地需要一种方法来评定茶叶的品位高
下，于是，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项有趣的竞
赛——斗茶。当时，上至皇帝下至黎民
斗茶成风，在建阳贡茶产地尤甚。
宋代文人在分茶的过程中，也会通
过巧妙的搅拌，在茶沫上画出禽兽鱼虫、
山水人物图案，与现代人在咖啡的泡沫
上做画颇为相似。更有甚者，可以在茶
沫上作诗，称为“水丹青”——苏轼就曾
写诗称赞分茶技艺高超的谦师和尚：
“泻
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由于
宋代茶色尚白，所以建安地区出产的黑
釉茶盏，不仅利于观察茶汤上面的浮沫，
更是衬托茶色之白的最好器具。

建盏，从喜诞、辉煌、衰落、消亡到今日浴火重生，走
过了路漫漫一千多个风雨春秋。

建安黑釉茶盏始烧于五代末北宋初
年，起初以烧造无斑纹通体乌黑的茶盏
为主，称为
“乌金釉盏”，
当时只在建安产
茶地区流行。北宋初年，朝廷把建安地
区划为贡茶产区，建立了北苑茶园，
黑釉
茶盏也被专门进贡朝廷。随着宋代茶文
化的不断发展，北苑茶园成为当时全国
最大的贡茶产地，产品层出不穷，
以追求
冲泡后的茶汤色白为佳，
常以
“似雪”
“胜
雪”赞之。这种独特的茶文化极大地带
动了黑釉茶盏的烧制，茶盏的新品种也
不断花样翻新。建阳水吉以烧制的具有
东方民族色彩的乌金釉盏见称于世，中
国陶瓷史上名之曰“黑建”
“紫建”
“乌泥
建”等，后来烧制的兔毫盏，成为当时最
流行、产量最大的建盏品种，这一点，从
古窑址出土的大部分建盏是兔毫盏可以
得到证实。
宋徽宗曾在《大观茶论》中提道：
“盏
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意思是建
盏以青黑色为贵，最好是带有月光下兔
毫的光泽，那就是所谓的兔毫盏。
宋代，水吉烧制的兔毫盏被称为宝
碗。当时的名人黄庭坚作词曰：
“兔毫金
丝宝碗，松风蟹眼清汤。”精于茶道的蔡
襄在《茶录》中提道：
“建安所造者，
绀黑，
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
他处者，或薄或色紫，
皆不及也！”
建盏的烧制地点，与宋代首屈一指
的贡茶产地，都在建安；无独有偶，在紫
砂兴盛的明代，
宜兴附近的阳羡山上，
同
样也出产闻名天下的阳羡茶，似乎烧制
名茶具的地方，总有一款名茶伴其左右
——茶具因茶而生，
茶因茶具而媚，
两者
相辅相成，也是天造地设的
“姻缘”
。
几多风雨飘摇，建盏历经岁月的风
霜。明代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警戒宋
朝奢靡之风，取消了团饼进贡，
一种更能
保留茶叶原香的散茶泡制方法——团茶
（即现代人的饮茶方式），渐渐取代了原
来的团饼技艺。团茶的普及，结束了建
盏气象万千的时代，
自此，
当年流光溢彩
的建盏，慢慢被世人淡忘，至清代，建盏
完全断烧。
上世纪 30 年代，一位名叫普拉曼的
美国人，在福州古玩店里看到造型凝重、
温雅晶莹的建盏后，
爱不释手，
聘请了一
位中国向导，亲自驾车来到水吉镇，
找到
古窑址，带走了八大箩筐匣钵、碗块和黑
釉瓷器，其中的一种大口内敛广肩小底
的钵式碗，至今中国尚未发现。普拉曼
在他后来的《建窑研究》一书中写道：
“无
名的宋代陶工制造出那崇高且文雅的建
瓷，其精美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

近 30 年来，随着建窑遗址的挖掘，
出土了大量建盏，
古雅厚朴的建盏，
又重
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富有烧制陶瓷
经验的手艺人通过长期摸索，基本恢复
了烧制建盏的技艺，产品也更加丰富多
样，除了经典的茶盏外，也有茶壶、茶叶
罐和花插等新品种。建盏在当今的茶文
化中，
远不止是实用茶具，
更是具有收藏
价值的陶瓷艺术品。

今日风采
这两年，
我又专程探访古窑址，
与我
相伴的是水吉镇的宣传委员陈毅明先
生。水吉镇距县城 33 公里，约 1 小时车
程。小陈告诉我，水吉有 8 个村，面积
278 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4 万，基本上以
烧制建盏为生。
建盏陶土，在南山村。我们驱车南
山，
远远地便见南浦溪委曲婉转而来，
正
是枯水期，
碧溪瘦芦花似雪，
树木苍苍红
土灿然，古陶建盏的身躯母土，就在这
里。离南山不远的后井村芦花坪，是古
代建盏主要烧制地。于是，我们又前往
后井。一进村，
只见满山遍野的瓷片、匣
钵堆积如山，连山路两旁和小河里也随
处可见，可以想象，当年建盏的烧制，曾
经是何等兴盛辉煌洋洋大观！
水吉镇林建站站长徐祖明老师是研
究建盏的专家，特地赶来为我做向导。
他说，建窑遗址很多，1954 年 6 月，华东
考古队到水吉考察，就挖出 7 个建窑遗
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这块布
满瓷器残片的土地蕴藏的秘密与价值。
尽管建窑遗址不少，但最重要的是芦花
坪、牛皮伦、大路后门、社长埂 4 个遗址。
我跟随徐老师来到芦花坪。站在芦
花坪向远处瞭望，可见一条长龙蛰伏山
腰。徐老师说，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龙
窑了，有 135.6 米，从唐代起开始生产黑
瓷，是最古老的建窑遗址。我们沿山而
行步上龙窑，
风声娓娓相随，
犹如龙吟细
细。据说当年此窑一次可烧制瓷器 3 万
件以上，窑炉附近曾采集不少“供御”字
样垫饼。
站在龙窑上，
看遍地建盏泥坯，
四围
植被茂密，秋水如镜，远天如烟，秋雁横
空，嘹唳声声，遥想昔日窑火连天，商贾
云集的繁华景象，
一切有如梦幻……
上世纪 70 年代末，芦花坪建盏被重
新挖掘出来。1981 年 3 月，样品被送往
北京。两个月后，
中央美院、北京故宫博
物院等数十家文博单位，50 多位专家、

学者云集建阳，
参加
“恢复宋代建窑兔毫
釉产品鉴定会”，
从而确认建盏为中国十
大名瓷之一。千年建窑，犹如一颗出土
明珠，重放异彩。建盏烧制，梅兴二度，
又在建阳遍地开花。
下山来，我们访问了芦花坪建盏有
限公司，那是 2007 年由孙福昆、孙寒冰
父子两代经营起来的建盏制造厂。在这
里，我们看到了如同兔子身上毫毛一样
纤柔的金兔毫盏、银兔毫盏，
见到了釉面
密布银灰色金属光泽小圆点、形似油滴
的金油滴盏，见到了灰色或深灰色的灰
贝釉、橘红色的柿红釉，真是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
据说，两宋建盏兴盛时期，曾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非洲、中东、西欧
等地，在“南海一号”沉船和“华光礁
一号”沉船的考古挖掘中，都发现有大
量的建窑黑釉瓷器，现在，在东南亚诸
国，建窑仍拥有广阔市场。如今，建阳
建窑建盏制作技艺的非物质遗产代表性
传人已有 13 人。
我与陈毅明、徐老师且行且看且谈，
转眼便是黄昏。晚秋的暮色如同画笔，
把芦花坪和龙窑描摹得古意苍苍古趣盎
然。我们虽依依不舍却也不得不离去，
徐老师说，
回城去吧，
去看看城里的建盏
一条街，
那是新时代的建盏王国呢。
我与小陈如嘱来到位于建阳西区的
“建阳建盏文化街”，洋溢现代气息的通
街大衢灯火通明，鳞次栉比的建盏商铺
或堂皇富丽或古朴高雅，数不尽花色品
种和千姿百态的建盏，让人目不暇接眼
花缭乱。我问小陈，这条街上的建盏商
家共有多少人？小陈说，从当年的十几
家，
发展到今天，
约略有 300 来家吧。
我们信步而去，来到“谭艺轩”。主
人何宝兴先生热情来迎，他是 1979 年参
与推动古窑挖掘并恢复建盏制造的有志
之士和建盏能人之一，迄今 36 年，兢兢
业业从事建盏事业。他家的金兔毫盏、
银兔毫盏，
纹路栩栩如生光彩夺人，
让人
摩挲再三赞叹不已！
如果把建盏内敛温润玲珑剔透的兔
毫、油滴盏、鹧鸪斑、矅变等花纹放大，
其
风情韵致，美丽华贵有如油画。难怪唐
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里，
赞美建盏纹彩
“骤雨松声入鼎来，
白云满
碗花徘徊”
。
是啊，
美妙的建盏泥坯，
在千度高温
之上、创作出非人工可为的天造地设的
神秘莫测的绮丽华彩，它不能不让你浮
想联翩让你古今莫辨让你艺思飞扬，让
你倘若有幸拥有一枚珍品，便会终生相
随不弃不离！
建盏因茶而兴，
因茶而灭，
因太平盛
世而涅槃。
建盏，这伟大的土与火联姻的神奇
的玲珑儿，这八闽大地浴火重生的古精
灵，此行建阳，有幸与你相识相知，从此
爱你，
直到永远！

岸塘近水栖人归

八月的南昌，天气炎热。对于装修工人
谭红波一家而言，这是一年中难得的幸福
时光。
39 岁的谭红波和 34 岁王员珍夫妇在南
昌务工。常年外出的他们将儿子谭政和女儿
谭锦心放在江西九江市都昌的老家，由爷爷
奶奶照顾。一放暑假，
孩子们就被接到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