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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河南省沁阳市盆窑村，大
概是中国少有的以产品命名，又以产品
建村、兴村的村庄了。如今，很少有以
古老的手工艺术而活色生香千余年的古
村了。也许，从我的祖先们决定将他们
的梦想置于太行山下这片沃土开始，便
与黑陶签下了千年的契约。

丹河出太行陉进入平原的交汇处，
向西约 2 公里处便是中国四大黑陶产地
之一的盆窑村了。“小火既济而土合”，乌
金墨玉是黑陶。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将黑
陶写进了他的传世之作《天工开物》里。
我们已无法想象是丹河岸边苍翠的竹
林，还是太行山脚下上百座制陶作坊冒
出的缕缕青烟，留驻了宋应星的脚步。
也许是他想借这清雅的丹河水濯洗心
尘？或是制陶祖先宁封子的后人做成的
黑陶，勾起了科学家的心神，令他执念于
此吧？总之，1000 多年前上百家制陶作
坊的窑烟，至今依然还在薪火相传……

一

黑陶是龙山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内
容之一，源自人们日常生活的实物制
品，其器物造型规整、单纯、直曲相
关、圆纯相间、凸凹相衬、比例适中，
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工艺美术童年时期的
一颗璀璨明珠。瓦陶制品一直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大至盛粮的陶瓮、陶
缸，小至生活常用的陶盆、陶罐……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伴着黑陶
度过的。我们韩氏家族作为盆窑村五
大姓氏之一，千百年来既是制陶历史
的创造者，又是制陶工艺的传承者。
年少的我曾亲眼目睹并参与过祖辈们
如 何 找 土 、 晒 土 、 澄 泥 、 盘 泥 、 拉

坯、烧陶……
制陶的工艺流程中，最费力的是澄

泥和盘泥，技术含量最高的是拉坯和烧
窑，最繁琐的是铣坯、压光和擦光。而
最为壮观的场面应属装窑和烧窑的时
候：晴天丽日之下，全村上百家作坊都
将准备装窑的陶坯搬到窑顶，假如在空
中俯瞰，盆窑村被一片土红色的陶坯覆
盖着，在东西沟两条街道绿树的映衬
下，犹如千万朵盛开的红花。傍晚点窑
后，上百家窑顶冒起青烟直升云霄，与
烧红的西天云霞相映成趣，一个时辰
后，夜幕与窑烟融为一色。

而每每这个时候，是窑工们最幸
福、也是最担心的时候。通红的窑火把
他们疲惫的面庞映成古铜般凝重。他们
喜的是这一窑即将出炉的黑陶带来的收
入，而担心的是能否烧出理想的成品。
制陶的最后一个流程尤为重要。烧陶的
最好用柴是竹林的茎叶，因为这种燃柴
产生的是“文火”。从大火到熄火的过
程中，最后的熄火又最为关键。当窑工
把最后的几把柴禾塞进炉膛后，其它帮
工们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迅速把烧窑
用黄泥封得严丝合缝，让弥漫在炉膛中
的浓烟通过科学的渗透原理，使烟中的
碳粒渗入到坯体而呈黑色。

二

盆窑村制陶的历史可上溯 1000 多
年。据史料记载，最迟在唐代初年就已
经初具规模。那时制陶工匠都是今盆窑
村南的万善村人。唐代名将王世充、王
茂元等都曾在此驻守。成千上万的兵卒

马匹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不仅把陶制
品作为生活必需品，还把最好的黑陶作
为贡品献于武则天。从那时起，万善的
制陶业名声大震，迅速发展。

当年的盆窑村其实就是万善制陶人
的作坊，盆窑人的根在万善。到宋代，
盆窑村逐渐形成了建制的村落。黑陶的
品种也由原来的轮制陶盆、陶瓮、陶罐
等传统生活用品，增加上了套装的花
盆、鱼缸、模印的鸟兽以及彩绘的花瓶
等上百种瓦陶制品。盆窑村的制陶业发
展至清代末年，一百余家的产品已经行
销至山西、陕西、湖北、山东等周边省
份，不少盆窑的工匠还纷纷在外省挖窑
制陶。

水，是黑陶的血脉；土，是黑陶的
骨肉。

制陶业之所以能在盆窑村兴起，跟
太行山脚下这片特有的水土有关。南太
行山脚下北纬35度这条纬线上，属于暖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北有太行山作为
屏障，南有黄河的滋润，因一山一河的
影响形成了这里光照充沛、气候温暖、
四季分明、相对湿度较高的小气候区
域。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黑陶
生产的主要原料红胶泥土和富含多种矿
物质的水提供了保证。

红胶泥土大多深埋于山石之中或其
它泥土之下，色泽油润，一旦历经浸
泡过滤沉淀后，细如膏腻，再经过人
工反复的摔、打、揉、搓后，弹柔似
面团，捏胎时要求的纯度极高，大到
如玉米粒的沙石，小到发丝都会使陶
坯的质量受损。

其实，我们常说的黑陶是有关陶制

品的笼统说法。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黑
陶，则是一个专用术语。盆窑村生产的

“黑陶”，实际有黑、红、褐、白之分。
真正的黑陶，必须套装烧制，即必须把
即将烧成黑陶的器物套装进一个密不透
气的容器里，并塞满优质的木屑刨花。
祖传的秘方是以松木刨花为最佳，而用
鸡蛋清做墨写在土坯上入窑，则会在黑
陶上呈现金色的文字。

三

关于故乡，我有割舍不断的离情；关
于黑陶，我有太多永远不会淡漠的记忆。

灵秀的山阳大地，因了山水的恩
泽，自古传承着中华文明的因子，而且
至今仍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自上个世
纪末以来，故乡的黑陶在许多有识之士
的努力之下，得以重新开发、挖掘、创
新，完成了从实用功能到审美艺术功能
的转换，让本来厚重的历史以“黑如
漆、明如镜、薄似纸、硬如瓷”的形
式，在世人面前展露新姿。古朴厚重的
黑陶，展现了中国人原始的审美意识。
那些浑然天成的造形以及那些只有在放
大镜里才能细数的鲜活光纹，闪耀着我
们祖先的智慧。

古老的丹河静默地流淌，我不知道
那不舍昼夜的河水带走了多少岁月的时
光，也不知道那潺缓的清流浣白了古今
多少红颜鬓发，更不知道当年河里的船
载走了多少盆窑的黑陶，送走了多少寒
来暑往？而只有这千年古村以及太行山
脚下那一块块苍桑斑驳的青石，仍在历
史的书卷里述说着一语道不尽的丰盈与
苍凉。

盛夏伏天时，我来到黑龙江省伊春市的汤旺河林海奇
石景区，走栈道、穿林海、赏奇石、探飞瀑，真是舒爽宜
人，不知不觉间暑热顿消。

我沿着一条长两公里多的健康步道走进景区，耳畔百
鸟齐鸣，立刻觉得神清气爽。这里夏季平均温度在 18℃至
23℃之间，空气负氧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5万个，是徒步的
好去处。除了徒步，景区还提供攀岩、溯溪、旱地龙舟赛
等丰富多彩的户外体验项目，备受户外爱好者喜爱。

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是伊春唯一的5A级旅游景区。汤
旺河由发源于小兴安岭密林深处的无数溪流汇聚而成，蜿
蜒流淌500余公里，滋养了河畔的莽莽林海和万千百姓。走
进景区，未至水畔，先闻水声，哗哗、潺潺、叮叮咚咚，
或小溪奔流，或飞瀑跌宕，或山泉喷涌，无不带来暑日里
难得的清凉。

汤旺河完好保存着目前国内罕见的印支期花岗岩地质
遗迹，其造型丰富、类型齐全、发育典型，百余座花岗岩

石峰或拔地而起、陡直如削，或高低错落、散于林间，千
姿百态，耐人寻味。这些花岗岩石林生成于两亿年前的印
支运动期，后经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以及亿万年的
板块挤压、地壳升降、流水侵蚀、风化剥蚀，形成孤峰、
峰林、峰丛、崩塌、构造裂隙、冰缘石海等一个又一个地
质奇观。一路行去，但见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路转
溪头，忽见两块花岗岩相对壁立，中间形成一道细细的

“一线天”，仰头望去，绿荫如盖，交织出一片翠绿的天
空，不觉叹为观止。

曾经，汤旺河是伊春林业经济的命脉，河畔一度繁华
喧嚷。林场工人伐木后将其运到河边捆扎，然后水运出
山。如今伊春封山育林，高大的红松、白桦和低矮的灌木
在河边恣意生长，安享太平，再也不用担心有一天会横遭
斧钺，背井离乡。直到某一天，它们“寿终正寝”，便就地
躺倒成为“倒木”，逐渐分解，零落成泥，回馈养育自己的
大森林。游步道旁的科普牌显示，森林中超过八成的树木
幼苗都是从倒木上繁育起来的，小树苗成长过程中所需的
大量养分都靠倒木上的微生物分解提供，昆虫、菌类等其
他森林分解者也大多生存在倒木上。所以有“倒木是森林
的温床”之说，一个倒木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汤旺河畔的林海在阳光下焕发
出勃勃生机，树的翠绿里点缀着天的湛蓝，宛若一幅酣畅
淋漓的水墨画，妙手天成。空山不见人，风过处，但闻水
声潺潺，松涛阵阵……

以星空为被，以大地为床，树影
婆娑，碧水悠悠的林芝华侨城南山国
际汽车营地日前对外试营业。依山傍
水的汽车营地为林芝旅游再添靓丽风
景，助力林芝自驾游的发展。

汽车营地位于林芝市巴宜区多布
村，林拉高等级公路和318国道的交
汇处，交通便捷，风景绝佳。原生态
的汽车营地依山就势、随形造景，周
边几乎囊括了林芝所有美的元素，植
被葱郁，雪山耀眼，推窗即享多布湖的
碧水蓝天和风云变幻。营地的建筑屋
顶以白色为主，与周围雪山融为一体。
营地集湖畔客房、木屋别墅、帐篷与房
车营地、服务中心、营地餐吧、观景台、

越野体验中心、环行自行车道、篝火广
场等设施于一体，是国际一流、国内领
先的汽车主题公园。尽管在雪域高
原，但游客在营地却可享受24小时地
暖、无线WiFi及智能化设施设备等先
进服务。

汽车营地是指在交通发达、风景
优美之地开设的，专门为自驾车爱好
者提供自助或半自助服务的休闲度假
区，主要服务包括住宿、露营、餐饮、娱
乐、拓展、汽车保养与维护等，是满足
现代人休闲时尚需求的旅游新产品。
汽车营地远离喧嚣，返朴归真，深得自
驾车旅游爱好者的喜爱。

林芝，四季皆景。春赏桃花，夏沐

林海，秋观红叶，冬享暖阳。林芝作为
全域旅游示范区，依托青藏高原世界级
旅游资源及高等级公路、飞机和不久将
建成的铁路等便利的出行方式，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旅游投资者和游客。据悉，
华侨城南山国际汽车营地是华侨城集
团践行“央企入藏”、履行央企责任、助
力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示范性引
领项目，其经营收入专项用于对口支援
察隅县的定向扶贫工作。林芝华侨城
董事长黄志强介绍说，通过建设国际一
流的汽车营地项目，完成精准扶贫任
务；同时，配合当地政府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带动林芝经济发展，让扶贫工作
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换。

第八届迭部腊子口
红色文化旅游艺术节近
日举办，吸引了国内外众
多游客。迭部县位于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东
南部。迭部是甘肃省的
绿色宝库，全县青山碧
水，层岭叠嶂，遍布悬泉、
飞瀑、神湖、秀峰、险峡等
奇观。迭部县的洋布村
地貌属典型的林地和草
地交界点，沟壑纵横，梁
峁起伏，林带在草场内错
纵分布，景色秀美，是夏
季避暑的好去处。左图
为洋布村风光。

颜国良摄

最近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是江西“家风旅游”
渐成气候，说的是该省永修县梅棠镇新庄村“样
式雷”村史馆，南丰县曾巩纪念馆……吸引广大
游客纷至沓来。“‘样式雷’家族世代‘诚信做人、
勤奋做工’的家风家规”故事引人入胜，让人收获
多多。“家风旅游”成为江西旅游市场的一大亮
点。另一则说的是福建永定客家家训馆和家风
楼吸引八方游客，暑假更成为学生游的好去处。
客家永定成为闻名遐迩的“家风城”。

“家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
尚、生活作风。家风是给家中后人树立的价值
准则。家风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
同，是每个个体成长的精神足印。家风对家族
的传承，民族的发展都起到重要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我们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相融
成国风。好家风影响着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

更能涤风励德、淳风化俗。
永定的“家训馆”“家风楼”设在旅游景

区，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吸引着熙来攘
往的各地游客。由此，我想到，旅游景区不仅
仅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还是一个供广大
游客参观学习增长见识的生动课堂，是提升教
育和文明程度的窗口。试想，成千上万游客在
观赏美景，愉悦心情的同时，倘能丰富知识，
陶冶情操，岂不一举双赢？旅游是最好的教科
书，景区是最好课堂。旅游从业者应做好教科
书的编辑，肩负起社会责任，使家风有文化载
体，让人们可触可感可知，心灵收获良好家风
的滋养，让更多的人立好自己的人生坐标。因
此，旅游部门要开发好“家风游”等新兴市
场，要像设立“家风楼”那样，自觉承担更多
社会责任。愿“家风游”不断升温，但愿“家
训馆”“家风楼”好家训、好家风故事多多益
善，让好家风代代相传。

盆 窑 黑 陶 传 千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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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有了国际汽车营地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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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 珊

汤旺河
观林海奇石

李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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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旺河林海 韩加君摄

镂空黑陶花瓶 汤 丽摄镂空黑陶花瓶 汤 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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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窑村黑陶作坊一瞥 杨思勇摄

林芝华侨城南山国际汽车营地位于318国道和林拉高等级公路最美的一段 林芝华侨城供图

黑陶茶壶 汤 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