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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一个周末，秋阳高照，我陪前来
参加南山笔会的几位文学名家采风，在精
典书店、大众书局翻书，龙门书院喝茶，南
山书院座谈，又到南山之巅的南之山书店
观光，大家都很感叹，从南滨路到南山，简
直就是一座书山，这重庆，几乎有点让人不
认识了。其实这一带还有更多的书店、书
吧和图书馆，比如南山别院、冻绿房、小馆
……它们让南岸区成为了重庆的南书房。
倒回几年，就是我这个城市慢阅读运动的
发起人，也想不到在重庆会出现这样的景
象。

40年的改革开放，20年的直辖，重新塑
造了重庆，不知不觉，民众趣味、民间风尚都
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民众对阅读和文
化场所的喜爱，倒逼商业地产进行相关规
划，书店和影院成为商业中心的标配。重庆
正在和昔日的码头城市渐行渐远，很多细节
逐渐变得优雅和精致。

在谈及这样的盛况时，我们正步行于涂
山的林间小道。仿佛某种感应，我突然想起
什么，给身边的朋友说道，不只是书山啊，我
们的脚下有一座沉睡的瓷器之山，它可以证
明，一个精致而优雅的重庆之存在，可惜它
毁灭于战争，否则，数百年来的重庆，可能完
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1938年，美国传教士、华西协和大学古
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先生在南山黄桷桠调
查涂山窑遗址，将其称为重庆的建窑遗址，

1949年后，考古工作者对黄桷桠窑址群进
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沿川黔古道的北端十
几公里范围内密布窑址，数量惊人。其中一
个窑址，仅7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出
17座窑炉，土瓷器、窑具数万件。上世纪80
年代，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认定涂山窑为
宋代黑釉瓷窑址。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南
山，山腰以下窑炉密布，是中国西南规模较
大的窑炉群。如此大规模的生产，至少说明
两点，一、重庆城市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与
史书上记载南宋重庆境内人口已超过百万
相符合；二、重庆的繁荣工业，通过长江水系
和古老陆路融入整个南宋，商贸活跃程度也
超出我们想象。然而，这样大规模的窑址，
不见于任何史籍——重庆的宋代文化经历
了多么大的折断。

作为民窑，涂山窑烧制的瓷器绝大多数
为人们日常生活所用，也可以说，从另一个
角度看，它们比官窑瓷器精品更能反映宋代
渝人的生活细节。这些民间用品里仍然积
淀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记录着彼时人们
的审美和趣味。

我曾经在三峡博物馆和重庆宝林博物
馆欣赏过涂山窑的瓷器，发现它的黑色瓷面
依然光彩照人，仔细研究，还会看到它们复
杂窑变形成的各种神秘图案，这些图案说明
了高温窑炉必定有着同样复杂的火焰变
化。据专家介绍，涂山窑的工艺，是在土胎
两次上釉，含铁量高的底釉上再挥洒含铁量

小的釉彩。这样，它就会随着火焰变化产生
随机的复杂纹饰。即使小小的茶盏，也能出
现兔毫纹、玳瑁纹、油滴纹、鹧鸪斑纹甚至著
名的矅变花纹。涂山窑虽位于西南，却不是
南方常见的龙窑，而是北方更多的馒头窑，
这种窑能到1320℃高温，火焰由火膛斜直
喷向窑室顶部，再倒向窑室后半部，所以又
叫半倒焰窑。工匠们对馒头窑的火焰变化
和釉料作色的掌握已有了极高的水平。除
了釉彩，三峡博物馆的褐釉填黄彩小口罐、
宝林博物馆的白覆轮碗等珍品还能让人看
到工匠们大师风范的造作能力。它们已不
是简单的日常器具，而是具有很高欣赏价值
的艺术品。

在发掘出的瓷器中，茶器特别是茶盏占
了很高的比例，而元代以后，茶盏几乎退出
了重庆的民间生活。宋人为什么偏好茶
盏？是因为宋徽宗带头倡导，士大夫乐此不
疲，斗茶之风席卷全国，巴蜀之地也不能例
外。而斗茶，是必须要用茶盏的，而且还以
黑瓷茶盏为佳。祝穆《方舆胜览》中说：“茶
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宋时，茶叶做成饼
形，再碾成粉末，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
喝下。茶本来就是解渴的，但民间富足，有
闲的人们发展出了斗茶的游戏。验茶痕以
定输赢，正是斗茶的一种玩法，水痕先退者
输。如果只是判断一个输赢，那就不需要这
么复杂的釉纹了。热汤入盏，兔毫纹会在汤
底闪现放射状银光，日矅纹会展现日落深渊

的画意，玳瑁纹会让茶汤如彩波起伏……斗
茶，就成了立体的艺术展。就算不是群聚而
饮，一盏在手，汤中的画意，也能享受片刻的
小隐之乐吧。

重庆人好茶，川东地区，也自古就有好
茶。茶圣陆羽《茶经》里说道：茶者，南方之
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
川有两人和抱者……而渝州附近的开州、
城口、奉节都自古有贡茶。结合涂山窑的
盛况，我们可以想象出重庆城的饮茶之风
乃至日常生活，是相当讲究的。涂山窑的
馒头窑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这个窑形源于
西周，在重庆地区也很早就有了。涂山窑
吸收了建窑、吉州窑、耀州窑在烧制和装饰
上的特点，但在很多方面，又有独立的系统
性制式。所以，还不能简单地把涂山窑说
成建窑的一支，它凝结了宋代渝人的器物
观和审美趣味，是一门独立的影响数百年
的瓷艺。

1258年，包括巴渝之地在内的南宋的
安逸生活，被蒙古的铁骑彻底打乱。四川成
为蒙宋最为惨烈的三大战场之一，名将王
坚、张钰先后镇守重庆，以重庆城、钓鱼城互
为支援。至1278年，重庆城破。20年间的
上百场战争，元军的血腥屠杀，已让重庆成
为焦土。在南宋这艘巨大的沉船上，涂山窑
乃至整个重庆，只是不起眼的一角。

在图书馆翻书时，看到了涂山窑的发掘
现场，那辽阔的出土场面，整整齐齐的窑具，

犹如万千宋时工匠，我看到的是重庆历史
上一个巨大的创口，那一个精致的宋代重
庆就此折断。错过发展机遇的涂山窑黑
瓷，由于斗茶活动的消逝等诸多原因，终于
在与白瓷、青花瓷的竞争中，退出历史。

涂山窑的简单、朴素、笨拙的器物上，有
着非匠人能左右的神秘的釉纹，它们来自釉
彩、火焰等诸多因素的偶然配合，或者说涂
山窑的大量民间日用器物中，有一些因缘际
会之物，仿佛天赐般成为珍品。这样的造作
过程，太接近于剔除技巧后的原始而本真的
艺术创作了。比如，被人垢病的涂山窑瓷器
的器足露胎，在我看来，恰恰能形成和完美
釉面的强烈对比关系，有一种难得的朴拙、
自然之美。

我相信，这样的重新看见，绝不只是我
的个人感受。近年来，对涂山窑的关注已成
为重庆寻找记忆的重要一环，很多机构和个
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求涂山窑的重现。
前几天，我还注意到一个在重庆发起的活动
请来了朱哲琴，这位著名歌手已有9年投身
于西部民族手工艺品的重新发现，现在欣然
接受邀请，她和她的团队把目光放在了涂山
窑上面，特别是，她带来了迈克尔·杨。这个
小时候因患有严重的读写能力障碍症连大
学也不能考上的人，逆袭成为世界顶级设计
师的传奇人物，会如何阅读涂山窑并赋予它
的现代性？

我忍不住这样畅想，未来的某一天，我
遥望却不敢伸出手指进行触碰的涂山窑精
品，会不会从三峡博物馆、从宝林博物馆，或
者从书架上走下来，带着它们特别古老的气
质和神秘，来到我们的茶席，让我们沉吟把
握呢？我感觉，已经很快了。

涂山窑沉思录 李元胜

我喜欢读诗写诗，却不敢
亵渎诗人这个神圣的称呼。
在我的梦里，诗总是那么高
雅，那么纯洁，让我魂牵梦绕，
如醉如痴。

幼儿园开始，我就没有离开
过诗。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
啼鸟”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从“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让还是孩童的我，就沉
醉于古诗韵律的美。小学、中学
到大学，我们的语文课本里，诗
词从来不缺。

人生的路程总是短暂，行色
匆匆，似水流年。经历四季风
雨，要看淡悲欢聚散。有些人追
名逐利，匆匆忙忙一辈子，也许
转眼即成空。与其如此，何不静
下心来，捧读一卷诗书，享受诗
意生活。

不知何时，读诗成为我的常
态。我追求诗意的人生，不求锦
衣玉食，无需过多的奢华，只向

往精神的充实，灵魂的清澈。捧
一本诗，品一盏茶，闲看庭前花
开花落，宠辱不惊。把自己恬淡
而悠然的生活，谱就生命的音
符，绘成浪漫的彩图。

有诗的生活，才有趣，才精
彩。捧一卷精彩的诗，携一个
知心的人，揽一缕明亮的光，在
无垠的原野，听和风细雨，看潮
起潮落，舒适而惬意，殷实而圆
润。

漫漫人生路，没有一帆风
顺，而人生的真谛和诗意的生
活，往往就是在挫折、困顿、无
助、迷茫和探索中一点一点领悟
和获得的。

当遇到困难时，不妨读读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当遭受挫折时，则吟诵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真
情女子，切莫丢了阅读的习惯，
丢了诗词的陪伴。有诗，才有远
方和梦想。有诗，才有寒梅傲
雪，才有春暖花开。

人生当如诗 刘凤

早年间，烘笼是冬季极为受宠的取暖用
具，几乎家家都有几个。据说，用烘笼取暖，
其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年少的我没
想到去考究它悠久的历史，只看重它实实在
在的功效：既可用来取暖，也可用以取乐。

我曾亲眼目睹过父亲编制烘笼的情景：
他把一个汤碗大小的泥瓦钵夹在两腿间，一
把柔软如面的竹篾条簇拥着泥瓦钵。父亲
十指如鱼，灵动地游走在篾条间。泥瓦钵
渐渐被竹篾包裹起来，如着了新装的孩子，
端庄了不少。最后，他再在圆柱形身子的
上方安装一条拱桥状的把手，烘笼就编制
成了。

每年立冬后，天气渐冷。一听到我们喊
冷，母亲就把烘笼找出来。每天早饭煮熟后，
母亲将灶里的炭火夹进烘笼里，我们的手脚
就一整天都有福了：上课时把烘笼放在地上，
再把两个脚板放在烘笼上，立即就有一股暖
流涌向全身；课间，人人怀抱烘笼，双手罩住

笼口，哪怕嘴上呵气成雾，也不再冷得抖抖索
索；寒风呼啸的夜里，把烘笼往被窝里一放，
温暖就会把你带进美好的梦乡。

对乡下孩子来说，烘笼的取乐功效几乎
超过取暖。在那些物质极度贫乏的年月里，
孩子们的乐趣大多聚集在吃的方面。于是，

“烘笼烧烤”便应运而生，烤得最多的是薯
条。那时，我们乡间有一句俚语：“人生两大
宝，灰笼当棉袄，红薯吃到老。”制作薯条并不
复杂，把整个的红薯煮熟后切成条儿，放在阳
光下晒干或者置于灶上烤干就成了。烤薯条
时，将烘笼里上层的暖灰拨开一点儿，放一两
根薯条进去，不一会儿红薯的香气就弥漫开
来。再过一会儿，烘笼里会传来一阵细微的
炸裂声，此时薯条就烤好了。用两个指头掂
起一根放在嘴里，嚼起来既脆又香，感觉爽极
了！

除烤薯条外，我们还烤过黄豆和玉米。
黄豆不仅好吃，烤起来也方便，把豆子一粒两

粒地分批次放进烘笼里，待到听见轻微的“劈
啪”声，豆子渐次裂开后，就可以出笼进嘴
了。烤黄豆的那个香、那个脆，绝对不是如今
超市里的各种名牌豆们可比的。那年月，黄
豆是稀罕之物，在没有黄豆可烤又厌倦了薯
条时，我们就烤玉米吃。一个玉米棒子，够几
个小屁孩烤上大半天。爆裂的玉米花弹跳出
来的暖灰，常弄得我们满脸灰烬，不时还有灰
尘飞溅进眼里，叫人难受半天。但难受归难
受，其中的乐趣自不待言。一个烘笼在手，便
能感觉到从身体到心灵的温暖。

匆匆数十年，弹指一挥间。透过岁月的
烟尘，不再年少的我，还能看到这样一个温馨
的场景——阳光下或者霏霏细雨中，乡间的
某个墙角落里，一群乡下人手捧烘笼或坐或
立。旁边还有一群孩子围在一起，专心致志
地盯着自己的烘笼，手忙脚乱地沉醉于“烘笼
烧烤”中……

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乡村冬景图。

烘笼暖冬 海涛

距梁平城区七里之处的龙滩村，万亩柚
林绵延铺排，绿荫覆地，登高处俯瞰，如一片
辽阔的绿色海洋。花开时节，香气如浪涌，还
未走近，心神已醉。待到果熟，柚色如烁金，
一枝枝地撞入眼来，又氤氲成漫山漫坡的
黄。龙滩村连片规模化的种植，加之农旅文
旅融合助推，如今已唱响“中华·梁平柚海”品
牌形象，寻花采柚者、旅游休闲者都把这里当
成好去处。

走近龙滩村，远远便望见“中华·梁平柚
海”几个鲜艳醒目的大幅字块，高高地耸于柚
林之上，村庄一下子变得大气磅礴了。最高
处有瑞丰亭，800年前陆游曾登上此亭，与梁
山史君把酒当歌，留下了“题梁山郡瑞丰亭”
一诗，其中“都梁之民独无苦，须晴得晴雨得
雨”成为千古名句。梁平史称梁山，别称都
梁，这句诗深情咏赞了梁山之地物阜民丰、富
庶安康的生活景象。来柚海的游客，必会登
临瑞丰亭，柚海风景、田园房舍便尽收眼底。

冬日天气，远山近水，秃枝寒烟，在天地
间构成一幅朴素、淡然的水墨画，而柚海里却
绿得正浓，黄得正艳，厚重浓烈的彩色颜料在
黑白水墨中不断化开，向四周浸润，整个村子
都变得如春天般的明丽起来。

为保证柚子品质，必到霜降以后，才能采
摘。爱柚者不能心急，否则是吃不到好柚子
的。此时季节，柚农采柚卖柚正忙得不可开
交，往来龙滩村的旅游大巴、自驾小车天天不
断。当然，梁平本地市民也要去凑热闹，或置
办柚子年货，或游乐玩耍。

我常买柚子的那家女主人，是村干部，爽
快伶俐，漂亮朴实。她家有一棵百年老柚树，
曾在某一年的采柚节上被评为柚王，一棵树
卖了两万多元。树龄不同，价格不同，据说五
六十年以上的都有好口感，可以卖上好价钱，

但比起百年柚树在价格上还差一大截。如果
家里有上几棵百年老柚，又细心管护得好，那
就真是摇钱树了。

摘柚子时，女主人比她家男人利索，长竹
竿上套个小口袋，以口袋拢着柚子，用劲一
抖，柚子便掉在袋里了。树梢处的柚子，女主
人蹬蹬蹬就爬上枝干，如法炮制，于是高处柚
子也一一落入袋中。她还笑盈盈地说，有一
天，她家卖了一万多元，累得饭都吃不下，可
她愿意天天这样累！

本地有首民谣这样唱：“摘一个柚子，喜
呀喜心田，摘一堆柚子，金黄映蓝天。摘一树
欢笑噻，满呀满山涧，左手摘来风景，右手摘
来香甜，轻轻地咬一口，吃到肚里噻，甜一年
啰甜一年！”丰收时节，柚农的喜悦与欢欣就
是这样的直白。目前，梁平柚的市场前景越
来越好，几大电商平台分别进驻各个种植基
地，线上线下、销售快递一站式服务，再加上
柚子茶、柚子酒、柚子蜂蜜、柚子精油等深加
工产品不断开发，让柚农看到了机遇，对创造
幸福美好生活更加充满信心。

小时候，听父亲说：梁平柚古时是贡柚，
每到成熟时，便要长途运送至京都，供皇帝享
用。幼年的我顿觉柚子之好，仿佛居住之地
不再是僻远乡土，突然有了某种遥远而神秘
的时尚繁华。长大后，知道梁平柚作为贡柚，
有史可考，并非民间自我美化。这是天地自
然赋予梁平的珍贵礼物，也是先民们以智慧
创造的殊荣。

当时的贡柚主产区就在龙滩村。古时梁
平隶属夔州，千年来一直有种柚传统，唐代时
所产夔柚已成为贡品。为更好改善贡柚品
质，乾隆57年进士、在福建省邵武县任知县
的龙滩村人刁思卓，把福建文旦柚带回梁山，
与本地栽培千年的夔柚进行嫁接，培养出优

良母本，形成了现在的梁平柚。
梁平柚的栽种除了龙滩村这样的大规模

以外，其他地方也几乎家家都有栽种，山坡田
坎、房前屋后都可见到，唐诗中有“橘柚故园
枝，随人植庭户”的句子，杜甫也写过“茅斋依
橘柚，清切露华新”的诗句，梁平柚就是这样
随人生长、随户生长。

梁平柚与广西沙田柚、福建文旦柚并称
为中国三大名柚，最不同之处就是在甜味之
后，有淡淡的苦麻味。从树上摘下后，要倒置
于地上，让苦麻味逐渐流失。正是这种不易
察觉的苦和麻，梁平柚在美食之余，还成为润
肺补血、下气化痰、清肠利便、减肥美肤的神
奇药柚，不少人都怀着好奇之心要来体验一
把这道苦麻之味。

我们曾经邀请一个词作家为梁平柚写歌
词，他听说这苦麻味，便灵感来兮，认为梁平
柚寄予了男女爱情的滋味，我们也觉甚好，还
寻诗为证。记得当时，找到几首蒹葭与柚子
前后相随的句子，如“梦里蒹葭渚，天边橘柚
林。”“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

“露变蒹葭浦，星悬橘柚村。”便更觉以爱情相
喻，很好。蒹葭本是一种普通的植物，因《诗
经》里对“伊人”的起兴，从此赋予了爱情的意
味。现在看来如此寻证，很是牵强，不过，以
此为灵感创作的歌曲《柚乡美滋味》倒是广泛
传唱。“月到深秋品柚香，情哥情妹一对对，千
里万里真情永相随，千情万情好似酒一杯”成
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句子。

徜徉柚海，总有种归来的感觉，这山这
水，这田垅村舍，让人忆起了祖祖辈辈创造的
农耕文明的安定祥和，儿时生活的某种印迹
再次被推到眼前来，触动了心中那根最易颤
动的弦，感伤、怀念、激情、希望，各种情感交
织，也许，这就是乡愁吧！

归来柚海 屈刚

《江流自古书巴字》 书法 周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