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古镇众多，各有厚重的文化传承。而万
灵古镇，无疑是一个特别的所在。

深厚的历史文化在这里交融，古寨、古桥和
灵动的河水融汇成一幅水墨画卷，让“水墨万灵，
烟雨古镇”流淌在时光里，活出了特别的韵味。

万灵之特，特在哪儿？
一是水。一条秀美的濑溪河贯穿全境。作

为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和灵动水乡风光
的古镇，万灵享有“移民水乡”的美誉。早在南宋
时期，万灵境内的濑溪河就是古代大足至荣昌、
荣昌到泸州的主要交通运输通道。既通漕运，又
出产宫廷贡品蜂蜜，万灵成为当时著名的码头与
物资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均汇集于此，形成
了古镇最初的形貌。

二是寨。万灵镇的“大荣寨”是目前中国西
南地区少有的、保留完整的，且由原住民居住的

“汉寨”。万灵镇是川渝之间典型以水兴市、以市
兴镇的寨堡式古镇。古镇青山环抱，依山就势，
建设时分阶筑台、临坎吊脚，呈现出层楼叠宇的
群体风貌。清代嘉庆五年(1800年)，当地绅士及
乡民为防御川东白莲教大起义的战火，在水码头
的基础上扩建了大荣寨，在四周修砌了城墙，使
古镇历经多次战火得以保存，从而让万灵镇在兼
具商埠文化、移民文化的同时，又增添了独具特
色的寨堡文化。

三是人。万灵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方
灵动的水土，可谓地灵人杰，勤劳智慧的古镇人
创造了万灵独特的历史文化。缠丝拳、万灵游
艺、杀年猪、赛龙舟等1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
镇传承至今。明代刑部尚书喻茂坚、革命先驱赵
宗楷、抗日英雄柳乃夫、“中国石油之父”赵宗燠
等名人享誉古今。“天下清官”喻茂坚为代表的古
镇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被中纪委全国推广，成为
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万灵镇：风清气
正》的拍摄主线。如今，“守本心、行正道”的万灵
人传承着祖辈们的优秀品质和文化，续写着古镇
的历史。

古镇，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或清晰，或模
糊，掩藏在那些小巷长街中。天长日久，这些故
事积淀成小镇的文脉，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便因此多了读之不尽、品之不竭的韵味与厚
重。

数百年过去，一如濑溪河的生生不息，时光
也在万灵流淌出深刻的印记，标记在这里的平凡
生活中。

太平门、烟雨巷、大荣桥……青石板蜿蜒曲
折，伸展至座座深宅大院和条条幽深小巷。老
屋、老街、古寨……一种宁静而超脱的距离，为万
灵引来众多访古探幽之客。

更妙的是，万灵的古典雅韵，不仅因为旧有
的古镇格局基本未变，甚至这里的社会生活模
式，都仍然带有传统遗风。漫步石板街，在古老
的宅院门口，在雕花的木窗之下，在青砖黛瓦间，
有茶馆、有食店、有斜倚门框的老人……岁月的
流转被深刻记录在檐额、窗栏和这些小商铺里，
唯一不变的是小镇里生活的人们，仿佛依然沉浸
在古老年月，迈着悠然的步子。

万灵是“活”在时光里的。
如何更好地守护它的过去，关照它的未来？

“旅游＋文化”的路径，让古镇“活”得更有创造力
和生命力。

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逐
步发掘和开发旅游资源，丰富景点内容和体验项
目，万灵正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

荣昌陶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的一对高1.4米的朱砂釉
大花瓶，于门口静静伫立。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身世，牵扯了荣昌陶一段最为跌宕起
伏的历史。有辉煌的荣光，也有落寞的过往。

1976年，彼时的荣昌安陶厂受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烧制一
对“朱砂釉大花瓶”，为确保安全，荣昌安陶厂一共烧制了4个，
两个送到了北京，剩下的两个则留在了厂里的陈列馆。

朱砂釉是荣昌陶独有的特色彩釉。其在烧制过程中，对
窑炉的温度和火候要求非常之高，有时一窑几百件，只有几件
是成功的，获一件佳品更是难上加难。

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烧制任务，足以说明荣昌陶作为我
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历史地位。

提起荣昌陶，荣昌人都会有一种自豪感。
“金竹山，瓦子滩，十里河床陶片片，窑公吆喝悍声远，窑

火烧亮半边天”。这首民谣，传唱的正是荣昌陶的制陶场景。
荣昌陶兴起于汉代，繁荣于唐宋。作为民窑，荣昌陶与江

苏宜兴紫砂陶、广西钦州坭兴桂陶、云南建水五彩陶一起，被
称为"中国四大名陶"。荣昌安富也赢得“中国三大陶都”的美
誉。

“天下荣昌”的兴盛，也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荣昌将30家私人陶器厂进行公私合

营，组建市属国有企业荣昌安陶厂。荣昌陶器领域全部的能
工巧匠几乎都汇聚到了这里，最高峰时，职工有近2000人。

与此同时，四川省和重庆市向荣昌安陶厂派出了以四川
美术学院梁启煜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从造型、装饰、技
术、工艺等方面对荣昌陶进行了大量改进，先后研制出了上千
种新产品，使荣昌陶由传统日用陶转型为工艺美术陶。

在此后的30余年里，荣昌安陶厂成为全国最成功的陶器
厂之一，年产陶器最高达900万件，年出口陶器最高达40多万
件，远销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数十载的“高光”表现，没能抵得过市场洪流的瞬间漫卷。
上世纪90年代，荣昌安陶厂走向没落，破产关停。由此，

荣昌陶进入了长达20年的沉寂等待。
当年的那一对“朱砂釉大花瓶”，也随着这场没落，无声无

息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2004年5月的一天。
原安富镇文化站站长刘守琪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有人发

现了一个秘密仓库，里面藏了几千件陶器，准备要拉走……
一个小时后，这批陶器被拦了下来，总共2760件。朱砂

釉大花瓶，赫然在列。
刘守琪深知这批陶器的价值：它们正是过去荣昌安陶厂

陈列馆里的陶瓷，是荣昌陶厂建厂数十年所研制的样品和精
品，代表着近现代荣昌陶发展的最高成就。

这些“高货”的“重见天日”，深深唤醒了荣昌人对于荣昌
陶的情结，和曾经的那份骄傲。

为保护好这批陶瓷，2004年，安富镇申请专项资金，启动
荣昌陶博物馆建设。几经波折，博物馆2010年正式开馆。目
前，荣昌陶博物馆共有馆藏陶瓷3325件，当年收缴的2760件，
一件不落。

在修建荣昌陶博物馆的过程中，荣昌对荣昌陶制作工艺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梳理和总结，并于2011年成功申报为国
家级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守住了一段磨砺的时光，荣昌陶，迎来新生。
近年来，荣昌大做“一片陶”文章，依靠传统产业优势，先

后引进唯美集团、惠达卫浴、金意陶、日丰卫浴等一大批知名
陶瓷企业，使之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陶瓷产区。

依托陶瓷产业的“文”，打造风情小镇的“旅”，集文化、旅
游、产业、体验、教育于一体的“荣昌安陶小镇”也实现开

街。借力荣昌陶这个国家级品牌，助推荣昌陶文化创
意产业园发展，荣昌安陶小镇至今已接待游客150

万人次。
作为“荣昌安陶小镇”的核心景点，荣
昌陶博物馆高调进入人们视野。朱砂

釉大花瓶的故事，在时间沉淀之
后，越发鲜活而精彩。

“活”着的，不仅是荣昌陶。
被称为中国纺织“活化石”的夏布，同样在荣昌，积

淀出长久的生命力。
夏布又称麻布，是用葛、大麻纤维手工纺织而成，由

于古代常用它制作夏季服装和蚊帐，因而得名夏布。
荣昌夏布织造技艺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上千年。
清光绪《荣昌县志》记载，县内“各乡遍地种麻，妇女

勤绩成布，白细轻软较甚于葛。山陕直隶客商，每岁必
来荣采买，远至京都发卖。”可见，当时的荣昌夏布就已
经形成品牌，名扬海内外。

民国时期，经营荣昌夏布而设在县内的商号有40余
家，其中有7家是京、沪等地驻荣昌采购处，主要销往京、
津、沪、穗、港等地，也远销到欧美及亚太地区。

“田园稻香送机抒，男女老幼抛棕梳。致富门路千
万条，寸金难买一寸布。”这是对荣昌夏布繁荣盛景的描
述。

这种凝聚和倾注无数智慧和心血造就的织造技艺，
经过一代又一代有序传承，早已深深烙印在孕育它的土
地上。

荣昌北部的盘龙镇，因织造夏布远近闻名。这里的
每个人回忆童年，基本都是从“挽麻芋子”（缠绕用于放
在梭子里的麻线团）开始。而荣昌夏布能够延续至今，
也与当地一个名叫黄良谓的人，息息相关。

实际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荣昌夏布的命运，与
国内曾经的大多数夏布主产区并没有什么不同：随着机
器布的流行，夏布逐渐淡出消费市场，到了改革开放初
期，除了在农村还有少量夏布蚊帐之外，其生产和流通
已濒临消失。

1987年，正在缅甸做花布生意的黄良谓听到一个风
声：有香港老板想到内地来找麻布。

就是这么一个不确切的消息，黄良谓办好边防证，
背着两匹夏布，跑到了深圳。

因为没有目标，他顶着烈日，挨个跑到写字楼里去
问。可一连跑了七八天，都没人认识他手里的夏布。

有一天，一个湖北人一眼就认出了他背在背上的夏
布，此人是武汉棉麻公司驻深圳办事处的销售人员。当
天，这个销售人员就拿着这两匹夏布，与香港老板见了
面。之后，这名销售人员给了黄良谓一张10万元的汇
票，要大量收购夏布，双方商定的交易价格为100元一
匹。而当时荣昌的夏布销售价为70元一匹。

交完第一批货后，夏布价格很快就抬升至120元一
匹、150元一匹，黄良谓将大部分利润都转移给织布农
民，从而大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一时之间，盘龙镇
及周边多达数万人参与织布。

“老祖宗留下的‘家当’不能丢，只能越做越大，越做
越好。”对无数和黄良谓一样的荣昌人来说，他们守护的
不仅是历史，更是历经一代代传承，融入到骨子里的创
新与坚韧。

1992年，中韩建交，黄良谓与时任荣昌县委书记立
即到北京办理签证，直接找韩国人做生意。当时，韩国
凭借世界领先的夏布脱胶、印染等加工技术，将夏布加
工成高端服装、窗帘和床上用品，占领了全球80%以上
的市场份额。

时至今日，71岁的黄良谓已退出夏布生意多年，但
包括他女儿黄秀英在内的荣昌夏布企业家仍在和韩国
人做生意，盘龙一带的农民仍在织布。不同的是，他们
已不再只是卖坯布，而是在借鉴韩国技术的基础上，形
成了自主的脱胶、印染等加工技术，开发出了数以百计
的高端产品。

如今以荣昌夏布为原料，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巴渝
文化精髓，运用传统与现代工艺相结合的手法，精心制
作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夏布文化产品，通过大胆创
新，赋予传统工艺以新的生命。其设计既有民族元素的
魂，又有当下时代特色，让传统夏布回归现代生活。

目前，这些产品除了出口，也行销国内市场，并以自
主品牌频频活跃在中国国际时装周等舞台上，产品附加
值比以前提高了数倍甚至数十倍。

不仅如此，荣昌夏布还成了上海世博会、亚洲艺术
节及中东欧地方领导人会议等国际性特选赠品。

今年1月，国内最大的麻纺企业湖南华升集团正
式签约落户荣昌，投资5亿元建设纺纱、织布、针织
生产基地。这也意味着，荣昌夏布这
一传统文化产业，将由此活
出新精彩。

在时间里沉淀，在创新中传承。荣昌的优秀
传统文化，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旧瓶承新酿，旧瓶
历久弥新，新酿脉香绵长。

时至今日，荣昌依旧是我国少数几个还在生
产折扇的地区，即是证明。

1979年，荣昌县城出土一块“颖风公所”石
碑。

石碑高2.2米，宽1米，全碑330字。石碑的
标题为“特授四川重庆府荣昌县正堂加五级又军
功随带加三级记录十次余”，落款为“实贴颖风公
所晓谕告示”，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
日”。其主要内容是，约定将颖风公所30串底钱
放借生息，一间店房招佃收租，轮到科场值年，将
租息买银8两，用于科场差事。

这块石碑见证的，恰是荣昌折扇的辉煌历史。
何谓颖风公所？颖为禾本科植物基部的两枚

苞片，具有保护作用，以示扇夹用于保护扇面之
意。也就是说，这是荣昌折扇批子工种（即削竹以
成扇夹的基础工种）的行会。公所的存在，也说明
当时的荣昌折扇生产已由家庭副业转向专业生
产。

荣昌折扇的制扇工艺流程共有16个大工段、
145个操作工序，几乎每个工段都成立有自己的
行会，如以削楠竹扇骨为主的青山会、写画工种组
成的丹青会、糊白扇页组成的熏风会、漆刻雕工组
成的三仙会等。

这些行会既代表行内艺人的共同利益，又对
行内从业资格、制作标准、制作技艺、经营服务进
行严格监管，使荣昌折扇早早就实现了专业化、组
织化生产。而这种专业化、组织化生产也推动了
荣昌折扇制作工艺的不断精进。

历史上，荣昌折扇与苏州绢绸扇、杭州书画扇
被誉为“三大名扇”。据光绪年间《荣昌县志》载

“闻折扇始于永乐中……邑中职此者不下千家万
户。每年春间各郡县客商云集于斯，贩往它处发
卖。”

在清光绪年间，荣昌城中就已有专业扇铺
200多家，生产半成品的摊子老板百余户，专业生
产人员2000多人，年产各种折扇400万把，远销
云、贵、陕等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荣昌折扇还
长期保持在200万把左右的年产量。

然而，随着电风扇、空调逐渐进入千家万户，
买扇子消暑的人越来越少，折扇受到巨大冲击，面
临行业性的生存困境。

面对危机，荣昌折扇何去何从？
答案是，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

化有机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结合折扇的传统文化功能，荣昌大胆融合创

新，逐步将其从日用品变成工艺品。
1997年，荣昌折扇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子福

研发出了夏布折扇。此后，折扇艺人们整合折扇、
夏布、中国传统绘画等艺术资源，将夏布作为折扇
扇面，并在夏布扇面上创作山水、花鸟、人物，从而
研发出了适应现代家居、酒楼、宾馆、旅游、收藏、
礼品等行业的工艺品折扇。折扇这一传统文化产

业，由此打开了新市场。
目前，荣昌仍有折扇企业11家，年
产折扇50多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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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灵古镇大荣桥

安陶小镇景区大门安陶小镇景区大门 田鹏田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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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元建邑几经春，百里封疆秀色新。

荣昌，繁荣昌盛之意也。

自古以来，荣昌便是连接成渝两地的陆路交通

要道。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巴渝文化与蜀文化

的交汇融合，使荣昌在悠长的历史脉络中，沉淀出独

特的地域文化——折扇、陶器、夏布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无不映射出“天下荣昌”的厚重与丰饶。

荣昌，以文化而荣，因文化而昌。

走过漫长的岁月长河，时至今日，那些精美的

折扇、灵动的陶器、曼妙的夏布，依然在荣昌的城市

特质里，充盈着绚烂的色彩。

它们存在于历史，更鲜活于现在。

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荣昌积极做好“一头猪”

“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的大文章，将文化繁荣

的盛景，演绎为今日产业崛起的乐章。

夏布装饰伞

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
交易市场全国实时运行平台

荣昌夏布张义超创意作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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