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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青瓷

诗语诗语

□周大新

金品金品��诗语诗语

□车延高

打铁的人把太阳搁进炉膛
让火和铁说话

打铁是心和手较劲

打铁的人不说话
胳膊上的力量让铁锤和铁听话

打铁就要下得了手
敢把多余的铁斩去
把火星子溅起的痛扔在脑后

铁下一张脸
反复敲打眼里的不满意
落锤时恨铁
淬火处成钢

让一块铁
变成心为它设计的样子

爱得越真，
心里那片苦海就越深

女儿小的时候，总数落她不听话
她赌气说：长大了我一定远走高飞
不做你们眼里的害虫
十七岁那年她就出去闯，我感觉
心一下成了空房子
慢慢住进来的尽是思念
时间长了，就被距离放大
经过情感发酵，成为很揪心的酸楚
闲时，她童年的眼睛就跑过来晃
会突然地疼她，在泪珠里贴她的照片
一张，一张。这才知道
爱是有城府的，孩子在身边时不肯说
不在时才冒出来
爱得越真
心里那片苦海就越深

它想飞，
想找斑鸠借翅膀

黑猫在玩皮球
白猫也在玩皮球
那只花猫盯着晾台上的斑鸠
出神
我知道
它想飞
它想找斑鸠借翅膀⑦2

（车延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我
们河南邓州乡下，很多人家
吃饭都用黑碗。我家也是
这样，无论是大人们的饭碗
还是俺们小孩子的饭碗，一
律是黑的。所谓黑碗，就是
本地土窑里烧的那种马马
虎虎涂了点黑釉的碗。这
种碗表面粗糙，手摸上去有
凸凹感和颗粒感，刷碗时稍
不留心，还有可能划伤手
指。但这种黑碗在镇街上
的售价便宜，所以农人们多
愿意买这种碗。我虽小，却
已懂得这碗不好看，有一次
看见在县上做官的一家邻
居的孩子用白瓷碗吃饭，就
向娘要求：我也要用白瓷碗
吃饭！娘很不高兴，瞪我一
眼道：黑碗吃不饱肚子？我
与娘犟嘴：吃饱了也不好
受！娘气得朝我扬起了巴
掌，虽然那巴掌扬起只是吓
唬我，并未真落到我的身
上，我还是委屈地哭了。到
我家串门的读过《水浒传》
和《红楼梦》的鸭嘴叔看见
这情景，笑了，说：你小子不
想用黑碗吃饭，也没有啥错
处，人都喜欢美的东西嘛，
这样吧，叔送你一个碗，保
准你满意！鸭嘴叔当时就
回家给我拿来了一个碗，我
接到手里一看，嗬，碗是青
色的，里外都很光滑，遗憾
的是碗沿上有个豁口，豁口
处因无法清洗而有些发黑，
不过这已经令我很欢喜了，
就抹了一下眼泪鼻涕朝鸭
嘴叔鞠了一躬。鸭嘴叔说：
这碗叫青瓷碗，是我爷爷奶
奶也就是你老爷爷老奶奶
传下来的，是青瓷系列用品
中的一种，你小子好好用它
吃饭吧，争取吃出个身高五
尺的大汉来，只是小心别把
它打碎了……

因为嘴扁而被称为鸭
嘴的这位叔叔，由此给我留
下了好印象。

那天，鸭嘴叔还告诉我：
青瓷是表面施有青色釉的瓷
器，是祖辈子就有的瓷器品
种，据说刘秀由咱南阳出去
当皇帝之前就有了。还说：
这种瓷器不仅咱南阳、洛阳
的瓷窑烧制，而且南方的很
多地方也烧制。我那时年龄
太小，对他这类话兴趣不大，
我感兴趣的是我终于也不用
黑碗吃饭了。那只碗最后的
归处我如今已记不清了，但
青瓷这两个字已深深留在了
记忆里。

甲午年夏，一趟浙江慈
溪之行，让我意外地又见识
了青瓷碗，见识了一系列的
青瓷用品和艺术品，见识了
青瓷烧制技艺的传承者施
珍，也让我对记忆中的青瓷
重生出了浓浓的兴趣。

那天的慈溪之游，开始
于市郊的山，当一座座青绿
的山头由车窗外闪过时，当
慈溪的文联方主席用车上
的麦克风介绍路旁的上林
湖时，我都没有太在意，我
以为这不过是一趟自然风
景的观赏罢了，浙江的青山
和秀湖太多了，看久了就会
有视觉疲劳，已难引起我的
兴致，直到车停下，直到我
们走进那个写有上越陶艺
研究所的小院，我才突然瞪
大了眼睛，才浑身一震来了
精神：原来这里有我记忆中
的青瓷！

走进研究所的展厅，我
一眼就看见了青瓷碗。由于
记忆在帮我选择，我的目光越
过许多展柜里的青瓷艺术品，
直接盯住了青瓷碗——那是
摆在一张桌子上的几套食具，
有菜碟、茶盅、汤匙和饭碗，碗
就摆在碟子中间。我仔细地
看着青瓷碗，拿它与我记忆中
的那只碗作比较，它比我记忆
中的那只碗小了些，这是因为
中原人吃饭喜欢用大碗，吃一
碗是一碗，所以中原的青瓷碗
烧制者，就把碗做大了；它比
我记忆中的那只碗在色泽上
更显青翠，这也对，这是今人
在现代条件下烧制的，在釉色
的把握上会更好一些；它比我
记忆中的那只碗在碗沿和碗
底都显出了薄，这也合乎道
理，今人作碗胎的技法会更精
巧；它比我记忆中的那只碗更
完美，它没有豁口，没经历过
岁月沧桑的打磨……可能是
见我对食具感兴趣，陶艺研究
所的主人施珍走过来向我介
绍，这是她设计烧制的食具，
因为在形状和色泽上都好，在
市场上的销量很不错，每年都
能卖出许多。我当时捏住一
只青瓷碗，真想提出买一套食
具带走留作纪念，但作为被邀
的客人来参观，此时提出买无
异等于索要，便只好不舍地将
碗放下了。

看来，当年鸭嘴叔的说
法没错，真的是南方和北方
都烧制青瓷。

我接下来才去看那些
青瓷艺术品。那个跳刀金鱼
双耳瓶，瓶肚上布满水波纹，

爬在瓶耳上的两条鱼，分明
是在戏水，整个作品充满灵
动之气。那只聚宝盆，盆身
上刻满草纹，给人生气勃勃
之感；两侧的兽形镶嵌，像是
守护着盆内的宝物，整个作
品显得敦厚高贵。那个越窑
青花瓶，在传统越窑青花瓷
的基础上，采用了现代的绘
画手法，那些看似随意涂上
的色块，有些似载了渔人的
渔舟，有些像戴了斗笠的人，
有些如大船和岸线，给人无
限的遐想。看着一件件精美
的青瓷艺术品，我开始对其
创造者产生了兴趣，我仔细
打量着站在身边的这位青瓷
烧制技艺传承人施珍。应该
承认，她是一位美丽的女
人，端庄的五官，匀称的体
形，传统的衣着，恬淡的笑
容，随意的发型，给人一种
大方、柔美、富有内涵的感
觉。创造出这些美丽青瓷
器物的人，好像就应该是这
样一个女人，这符合我的想
象，也似乎符合一般的艺术
创造规律——创造美的人
自身也会美。

我在施珍的自我介绍
和研究所提供的资料中知
道，她出身于陶瓷美术世家，
由于老辈人的熏陶，她自幼
就对传统艺术感兴趣，16岁
便跟着她的三爷爷施于人教
授学习陶瓷艺术。施于人是
中国现代陶艺教育理论家，
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创始
人，孙女施珍跟着他到景德
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学陶瓷设
计，学到了真东西。施珍后
来又作为我国第一个陶瓷美
术学院的交换生，到韩国首
尔产业大学陶艺科进修，更
扩大了眼界。2000年施珍
学成回国后，没有像爷爷一
样走上陶瓷学院的讲堂，而
是毅然来到慈溪上林湖畔，
租住在一间简陋的厂房里，
开始烧制青瓷了。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可
能又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她一定是认清了：当年
的上林湖畔所以有那么多
的青瓷窑开烧且有些窑的
出品被作为贡品，还销往海
外多国，当年的慈溪所以被
称为唐宋瓷都，是因为这里
的水和土十分特别，要恢复
青瓷，只有来到这里才行。

她一定是认准了：这种
始于商周、成熟于东汉、盛
于唐宋、普及于三国两晋的
青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是我们先民的宝贵创造，我
们后人没有理由任其湮灭
以至永远消失。

于是，烧了一千年又停
了一千年的上越青瓷窑，在
这个美丽的女性手里又点
火了。

于是，失传许久的越窑
青瓷技艺，在这个雄心勃勃
的女人手上，又神奇地复活
了。

当我来到上林湖边时，
施 珍 已 在 这 里 工 作 了 14
年。14年，对于一个女人是
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她大好
的青春，就在这段时间里流
走了。但这段时间也给了
她丰硕的馈赠，给了她成
熟，给了她干练，还给了她
更多的坚韧。不用细问，就
能知道她经历过失败，要不
然，她身上不会有那么多的
沉稳，额头上也不会出现那
份坚毅，她也不会获得那么
多的铜奖、银奖和金奖，也
不会被评为宁波市的工艺
美术大师。

她今天面对我们满脸
含笑，可我猜，当她遭遇挫
折时，她也许会面对着上林
湖水流泪。世上所有的事
业成功者，都有痛彻肺腑的
时刻。

慈 溪 得 感 谢 施 珍 ，是
她，让衰落已久的越窑青瓷
又恢复了青春，慈溪也因青
瓷而名声大震。

我得感谢施珍，正是由
于她，我才又看见了青瓷碗
和那么多的青瓷器物和青
瓷艺术品，使自己那久远的
关于青瓷的记忆得到了接
续。正是由于她，才证实了
鸭嘴叔多年前说过的话：北
方、南方都烧青瓷。

临别时，我很想对施珍
说：别只想着创造供人观赏
的器物，还应该创造更多精
美的实用青瓷器，比如刻有
各种饰物别具特色的餐具、
茶具、书具、画具，特别是美
丽的饭碗，只有这些实用的
东西才能走进千家万户，才
能扩大青瓷的影响力，才能
使更多的人记住青瓷。

瓷艺就长在实用器物
的根基里。

也许，不用我多嘴，施
珍都明白，她只是还未来得
及。⑦2

（周大新，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评委，第七届茅
盾文学奖获得者。）

落锤时恨铁，
淬火处成钢

(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