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瓷镇 上 的事物 

苗见旭 

大 龙 山 

神星镇的主山叫大龙山，也有喊作大刘山的；大刘山因王莽撵刘秀这个传说而 

得名 ，钧瓷前辈晋佩章先生就以“大刘山人”自居 ，可见这个名字在镇上百姓的心 

里还是有一定位置的。 

且不说王莽撵刘秀这个传说多么迷离，也不说“龙山晚翠”多么绚烂和灵动，更 

不必叙述它的西段还生长着许昌地区最大的原始次生林，林子里淙淙的山溪最终 

汇成了古镇 肖河的源头，但就它的山阴悬崖上生长的一种唤作“鬼见愁”的植物就 

叫你目瞪口呆。这是一种光听名字就永生难忘的植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里一种扎根在龙山山阴岩石缝中的灌木，严格地说是它挤裂了山岩。虬曲的枝 

干，蓬蒿般的外形，冬 日里全身炭黑像过过火。就是这样的一种植物，麦收时节却 

开一身洁白的花，嫩得 出水，惹得 山蝶款款地飞。”第一次见到它是在三十年前的 

冬天，父亲带我去龙山上砍“鬼见愁”作刮子 ，刮子是手拉坯成型后进一步规范器 

内规格的木制工具，状似月牙。父亲说：“鬼见愁的木质细腻 、坚瓷，经水不变形 ， 

是咱制瓷人的‘金刚钻 ’，比楸木强多了。”父亲的话今 天想来是懂的，但 当时我感 

兴趣于它的名字：“鬼见愁”?谁起的名字，鬼见 了也发愁吗?它发这种植物的愁 

吗?是不是说鬼也弄不明白，理解不了它为何铁 了心选择残酷的环境 ，难道真是箕 

冥之 中“鬼见愁”受了上天的 旨意要修炼煅打 自己成为钧瓷艺人梦想的“金刚钻” 

吗?而我的父亲一清早叉冒了严寒不也是来龙山寻觅他理想的制瓷工具吗?这样 
一 想，我心里就好受多了，也再不为“鬼见愁”的生存环境而伤感纠结了。看来“鬼 

见愁”生就是为陶工们揽瓷器活儿准备的灵性活现的金刚钻了。 

说来也怪 ，仿佛是上苍的安排 ，在龙山山腰向丘陵过渡的沙石岭上，你想见到 

鬼见愁的影子都难 ，但这里却蕴藏 了陶工们相依为命的“一和土”。“一和土”是硅铝 

比例适中的 自然天成的陶土，你随便用钉耙刨一些回去粉碎 ，用水一拌一和就可以 

当陶泥用了，窑工们称它是上天赐给艺人们现成的一碗饭。到 目前为止，我是没有 

发现过其它地方有现成的“一和土”的，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是有道道哩。龙山 

生就是培殖陶土的温床 ，它在亿万年光阴的隧道里涅粟、沉淀，最终炼就了龙的金 



鳞、玉片。而这金鳞玉片的琼浆玉泥又非得 

“鬼见愁”的刮子来量体塑身，最终结成正 

果。这是鬼见愁以身作则和陶土交谈换心 

的结果，像我的父亲用暴了青筋的双手终年 

和陶泥吱吱说话的结果。而陶泥呢 ，它潜能 

就领会龙山的意旨：龙赋予了“鬼见愁”咬定 

青山，坚韧不拔的性情，而父亲又用这种精 

神抟泥成器，他亲手制作的“刮子”像一块磁 

石磁化了陶土，成就了钧窑瓷器的骨架，你 

能说这其中没有龙山凝聚的精神吗? 

由此我想，龙的精神除了勇敢 ，更在于 

机智善变。钧瓷的魂魄也在于变化莫测的 

窑变，这窑变需要像我父亲那样的窑工们 

以龙的传人的气概学着“鬼见愁”的定力在 

万变中求不变，那才是窑变的精髓⋯⋯ 

而今站在龙山之巅 ，浮想联翩 。秋 阳 

普照之下的 肖河波光潋滟。她在流淌了亿 

万年之后轻轻地辞别了龙山一路晶亮着绕 

过古镇 ，梦一般流向了东南⋯⋯ 

大炮楼 

自毒：主 委萋薹 

的纸片，最后‘刷’地落下，云影般飘落在一 

座 高耸的碉楼上。夕照之下，碉楼被镀成 

古铜 色，巍巍峨峨地站成古镇的庄严。” 

这是童年站在龙 山之巅 ，夕阳里那座 

碉楼的速写。那个年 月，它一直是古镇千 

百年以来最权威的建筑。它坐落在镇子 中 

心的 肖河北岸 ，清澈的河水在它的脚下洄 

环。 当时的碉楼肯定是把 肖河 当成 了镜 

子；镜子里有碉楼的屋脊，隐约的瓦松 ，文 

静 的鸽子 ，以及 白云点缀的湛蓝的天空。 

那时肯定也常常刮风 ；风过，水皱，碉楼也 

就弯成几段 ，醉酒一般。 

我又曾在《童年纪事》里写道：“童年时， 

瞒了家长，偷偷地摸到楼顶，透过窗子，去看 

大龙山。朝霞里，顺着长绳一样的山路，一 

队骡马冉冉而下，叮当、叮当的铃声隔了肖 

河传过 来，隐隐约约的 。附近窑场里烟柱也 

升起来了。直直的、慢慢的，系着此起彼伏 

的鸡啼，系着山红豆一样的太阳。” 

这些都是印象，是碉楼对童年的装点， 

我只看到了它的表层。父亲说 ：“碉楼最深 

层的意义在于，它是先人的主心骨；碉楼有 

多高，人的胆气就有 多壮。古人说得好 ，精 

湛的建 筑缘 于经济 ，是 刻 在石 头上的历 

史。建造这座碉楼 ，古镇的窑场就 出了大 

力，他们耗 巨资把地基打在 肖河的河石上， 

烧开的红糖水兑进糯米、石灰 ，调成糊浆， 

经它粘成的墙 壁能不 坚固?这就是 为什 么 

历经兵匪的侵扰 ，风雨的剥蚀 ，碉楼得 以完 

好地保存下来。” 

而今，站在碉楼之上，情飘万里，硝烟弥 

漫的历史已经远去，墙壁上 ，射击孔里射进的 

阳光仿佛是时光隧道；又仿佛是历史回首时 

的叹息。它昭示我们：珍爱和平，铭记历史。 

老 窑 

神壁镇钧瓷一厂的大门外，有一条河，河 

叫肖河。河的南岸有一座窑，明代的，专烧 

碗 ，叫碗 窑 ；窑呈 圆形 ，状近馒 头，又像 麦秸 



 

垛，年深月久，上面长满了灌木，夕阳西下，成 

群的鸟雀从晚霞里飞来，栖息在枝叶里，叽叽 

喳喳地交谈着，叙说着岁月深处老窑的孤寂。 

我家就住在老窑附近，或者说，老窑就立 

在我家旁边。童年时我就把老窑当成了邻 

居．老窑可能不知道，但我不在乎，反正我是 
一 厢情愿的。我曾携了伙伴们攀到老窑的窑 

顶上．去看黑洞洞的烟囱，想象着煤烟冒出的 

情景，多像电影里冲天的烽火。我又曾丈量 

了烟囱的直径，去琢磨“金火圣母”故事里主 

人翁娇小的身躯是如何融入烈焰的深处，完 

成了“苌弘血化碧”的悲壮故事，以及⋯⋯ 

其 实，老窑带给我的更 多是迷 离和神 

秘。且不说老窑窑顶上的酸枣树结出的酸 

枣除了酸和甜，后味还带辣 ，也不说窑墙的 

膨胀缝里长出的植物奇怪地长着红黄相间 

的叶子，就连耐 火砖缝里爬 出的土元都一 

律是黄红色，收购站的老杨戴 了老花镜看 

了半晌，最终也不敢 冒然收购。 

这些还都不算，最奇怪的莫过于老窑 

“显灵”，那是春雨过后 ，春 阳骤暖，老窑橘 

红 色的 窑顸 蒸发 的水汽 ，经 阳光折射 形成 

的彩虹。每逢这时候 ，老窑附近的居 民们 

就 交耳相告 ，一齐跑到窑墙下，仰 了脖颈， 

敛了气息，敬畏加虔诚。我呢，就欲看不看 

地忐忑着自己的好奇。 

父亲说 ，万物皆有灵，老窑烧了几百 

年，自然就成 了精，窑把式就经常看到夜半 

有蝎子从火堂里爬出来，一声儿不敢吭。 

父亲的话激发了我的好奇，终于有一 

天，我鼓足勇气，燃 了火把 ，拨开茂盛的蒿 

草和稠密的蛛网，钻进老窑的窑室。这是 

酷似蒙古包的 巨大穹窿，四周的窑墙一律 

用尺寸统一的耐火砖砌成 ，一律呈圆周形 

层层 上升 ，及至顶部 ，形成 窑顶 巨大的穹状 

炉棚，在火光的映照下，能清晰地看到窑壁 

上厚厚的琉璃状的窑垢 ，让人不禁想起老 

窑曾经连绵不熄的炉火和炉火凝成的熠熠 

生辉的瓷货。“你看，树根钻进来了!”不知 

谁叫了一声，循声望去，窑壁的开裂缝里， 

真有树的根须密集地扎进来，大部分蒙络 

在 窑壁上 ，一小部分 吊生在空气里。多年 

以后 ，看电视 才知道这叫气根 。植物的根 

不光从 土壤里吸取水分和营养 ，而这些植 

物该 多奇特呀!这些裂隙，曾经是火苗伸 

向天空的手臂 ，就像无数的小溪渴望融入 

大海。火苗呢 ，它渴望把手臂的根须与阳 

光连接，回归太阳这个永恒的故里。 

回到家里，我把窑的缝隙的情况说给父 

亲，并纳闷，窑主人为什么不修补呢?父亲 

笑了。父亲说 ，万物都有纳气和 出气的路 

径，人的七窍和毛发都有 出纳的功能，老窑 

自然也一样，你老太爷就讲给我一个故事。 

说是某一年冬天，老窑忽然不灵了，烧 

不出好货了。窑场主遍请了镇上的窑把式． 

都没能治住 ，他决定停烧。就在这时，窑场 

里一个守窑门(窑把式的助手)的站了出来， 

支支吾吾地说 ：“我琢磨 了，凡好窑该住 火 

时 ，窑墙 的缝 里钻 出的 火 苗都 呈 鲜 绿 

色⋯⋯”窑场主一听，眼睛立刻瞪圆了，这叫 

炉火纯青呀!是烧 出好货的征 象呀!烧 了 
一 辈子窑，我怎么把这基本的东西给忘 了 

呢?原因是老窑烧久 了，窑墙裂隙多了，自 

然也就费煤了。他吩咐修窑，填了所有的窑 

缝儿⋯⋯想通了事理，窑场主懊悔不已。接 

下来，捅开了窑墙缝，让这位守窑门的专职 

看火苗儿，由他决定住火的时间，结果是一 

窑好过一窑。 

说不清这是发生在哪一辈子的事了。 

但父亲在我童年里说的话却常常地穿越时 

空，重新在我耳畔回响。我仿佛看见暗夜 

里星光闪烁，天与地之间，老窑像静默着的 

老牛，呼呼地喘着粗气，而它呼出的气息却 

幻化成 了那束绿 色的火苗儿，忽闪忽闪地 

亮，青青翠翠地滴⋯⋯ 

窑神庙 

说不清是哪一天了，看神壁镇航拍图， 

惊讶得让我 目瞪口呆。图片上 ，蜿蜒的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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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神坛上，肩头的披风火焰般雀跃着。 

三十年之后 ，我又一次来到了窑神庙 ， 

又一次站到了金火圣母的塑像前，身旁的儿 

子慵懒地斜视 了眼睛听我讲述我父亲的讲 

述，他窃窃地笑，我就知道，衣食无忧的儿子 

已经淡远 了窑工灵魂深处的神灵，他被现代 

版颠三倒四的神话弄得六神无主，在他的眼 

里，这个悲壮的故事至多是做过旧的仿宋官 

窑瓷器，宋钧挂红也不过是周杰伦羊吃楝子 

般语速至极的骤 雨打梧桐⋯⋯ 

是夜 ，我蹲在窑炉旁，听炉内烘烘的火 

响，透过观火孔看炉内沸沸扬扬流窜于瓷胎 

之间的火，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父亲苍凉而悲 

壮的叙说⋯⋯一时间，我觉得父亲祭奠的不 

是窑神，他祭奠的是他 自己面对神秘窑火而 

幻化了的灵魂。他要从中吸取力量，让神灵 

帮助他完成窑变，完成窑火凝珍 ，到时候，他 

自己也就成了香烟一缕。灵魂不就是一缕 

香烟吗?它根 系大地，袅袅地步入天堂，周 

边 是 万道 霞光 。 它摆 脱 了世 俗 ，摆 脱 了劳 

累、困顿，能不惬意吗?只不过他在升腾的 

那一刻里，他唯一牵挂的是他的儿子，他要 

让儿子明白，烧窑需要窑神 ，更需要虔诚加 

敬畏 ，那才是真窑神。这样胡思乱想的时 

候。我就觉得金火圣母不再是虚幻的，模不 

清的，让人惶恐，让人敬畏，让人捉摸不定的 

神，她就是一名普通的窑工，她亲近生活，亲 

近亲情，她的惊世骇俗的壮举让平民进入神 

坛的神话走向实际；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 

舍身取义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就会变得 

通情达理，平适可亲。而长期以来，中国宗 

教 的世俗之气在这里似乎也走向了实际。 

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因金 火圣母这个神 

话而贴近 了大地 ，贴近 了苍生。 

由此看来，窑神庙历经一千多年的沧 

桑而保存完好 ，除了“风水”独特之外，更深 

层次的原 因还是其独特的魅力和禀赋 ，以 

及 它所幻化 出的钧瓷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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