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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光点

我来的时候，北方的田野闪
现着黄绿的色块。列车高速驶
过，色块产生出缎面般的感觉。
越接近杭州，缎面越水亮光鲜。
是的，多水的江南是铺展在大地
上的丝绸。从茅盾的 《春蚕》 可
以看出，这一带有植桑养蚕的传
统。在波光潋滟的杭嘉湖地区，
丝织业很是发达，杭州丝绸早就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闪烁着光芒。

伴随丝绸出现的，还有另一
种艳丽，那就是“丝绸画缋”。
这是中国最早的视觉平面艺术，
是古代满庭芳华中的耀眼之花。
或许一群女子，为了美丽而提起
蘸有天然色彩的画笔，将梦幻点
画进丝丝缕缕，而后惊喜地发
现，那种随意与随想，在阳光下
变成了无与伦比的美妙。

丝绸画缋，说白了就是“在
丝绸上画画”，这种技艺的出现
最早在商周时期。此后多少年，
这种丝绸与色彩组成的华丽，成
为宫廷里的专享。不可思议的
是，这一人类最早的丝绸绘画工
艺，竟然长时间没有了声息，连
留存这一技艺的载体也消失得无
影无踪。考古曾发现色彩斑斓的
锦缎，见光的瞬间即化为腐朽。

由于知道了丝绸画缋的价值
与意义，我总是以急迫的目光寻
找着。来浙江杭州萧山的靖江街
道，他们说这里就藏着我要找的
秘密。尚未到达，我已经想象出
一条街绚烂的场景。

幸福生活的港湾

在这条街上走，处处见水，
安澜河、靖江河，可以想见，以
前这里主要是水运，而靖江大部
分也是填涂围垦而来。这里已经
成了萧山机场的温馨港湾，经常
会见到停驻的机组人员与空姐。
有一个“空港新天地”，是各地
旅客最喜欢的聚居地。

实际上，处于钱塘江南岸的
靖江，就是萧山的一个文明窗
口。甘露村、东桥村，无不展现
着美丽乡村、美丽庭院、美好生
活的三美景致。那一排排整齐的

楼宇，一块块绿色的田地，格外
有一种新生活气息。房前一位满
脸微笑的老人，八十有三，梳着
两根白辫子。老人说，她 6 岁就
跟母亲学纺织了。

见到一个“妇女微家”的所
在，原来是妇女的“娘家”。里面可
以学习各种技艺，包括“萧山花
边”“丝绸画缋”。温暖可亲的院墙
上，长着一围的绿色佛甲草。

走过安澜老街，那里正在打
造文化高地，设计策划就是丝绸
画缋的第五代传人叶沣仪，她要
将艺术理念嵌入自己的家园。

风行千年神奇的丝绸画缋，
已经成为靖江的一张名片。

烂漫飞扬的传承

古人的聪慧埋入了荒漠，但
文明的记忆深处，仍然星辰闪烁。

时间的旷野，该萌动的早晚
要萌动。叶沣仪，什么时候也成
为一个“走火入魔”的女子。她
以端庄素雅的姿态拿起画笔，在
绸布上一点点挥毫。当然，她还
要施以染、绘、绣、泥金等多种
手段。丝绸的锦溪，叶片与花瓣
撒落上去，云朵与鸟语洒落上
去，溪水变得缤纷，变得浪漫。

叶沣仪的母亲王孝琴在一旁
看着，目光里含满挚爱。这是她
和第四代传人叶建明唯一的女
儿。曾经的一段岁月，经历了三
代的技艺沉寂，有些手法流失
了。叶沣仪说，父亲将整个生命
都倾注在找寻与探索上，为给这
荒芜的艺术带来一缕晨曦，他不
断向天借时间。

那时叶沣仪的心还在外面飘
着。父亲多么想要大学生女儿能
回到靖江，“我大半辈子都在靖
江，你即便有诸多不便，也要明
白我喜欢靖江。”

或许是充满父女情深的话
语，也或许是充满激情活力的临
空之城与善美宜居地，叶沣仪回
来了。她试着接受那些丝绸，那
些颜料。叶建明说，国内能完成
丝绸画缋七十多道工序的人所剩
无几，他以前也曾带过不少徒
弟，但是没有人能学彻底。

当父亲把叶沣仪带到树下去
看阳光透亮的叶片，带到田野去
看朝霞氲出的烟霭，并手把手地
教她拿起画笔，艺术的烈焰，瞬
间如迅疾的电闪，宿命的温暖一
下子定格在父女之间。

最初完成丝绸画缋的人不会
想到，两千年后，会有某种默契

与她们相通。叶沣仪像父亲一
样，守着寂寞与孤独，守着执着
与信念，思羽飞翔，幻象漫漶。
春风沉醉的晚上，她为自己的努
力与进步而泪流满面。十年之
后，这个长期浸染于艺术的女
孩，终成为萧山叶家丝绸画缋技
艺的第五代传人。

时间里的惊叹

看着一块块诗意盎然的丝绸
画缋，你能感觉出色彩背后的淑
娴与沉静，灵异与新颖。品质出
于功夫，一块丝绸画成一幅画，
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其中会
用到素软缎、回纹缎，用到卷草
纹、蝶花图等各种手法。我看到
一些小花在布面上隆成很强的骨
感，叶沣仪说这是先用丝线一点
点扎起再染的效果。还有抽拉
吊，在丝绸上打洞，每一个镂空
处都要细密缝合。那些细如小米
的孔，该是怎样的精心。

一切来自天然。我看到一些
绿色和紫色的碎石，这些石子最
终要研磨成粉。叶沣仪说，白颜
色来自深海贝壳，泥金色用的是
深海骨胶。紫松、黄柏等也能提
取染色剂。画缋还有褪色的一
环，褪色也要用一种植物。

我看到了一种文化的追光，
是的，那追光穿越靖江街道，从
两千年前直到现在。光芒在颜料
上闪现，每一种色彩，都是辛勤
探索的乐章。光芒在绸布上流

淌，每一笔落下，都有思想智慧
的沉淀。

叶沣仪记得，在工艺美展
上，一位老人看到丝绸画缋的烟
雨迷蒙的西湖，惊讶道，哦，这
个东西出现了。叶沣仪还记得，
几位日本人远远地找来，这个同
样喜欢丝织物的民族，发现失传
的丝绸画缋出现在中国杭州。

在中国举行的一次国际会
议中，元首夫人每人得赠一个丝
绸画缋的手包，手包上的图案，
竟是对方的国花。丝绸的国度，
让丝绸有了更加绝美的表现力。
G20 峰会在杭州召开，从事丝绸
工艺40年的叶建明接受邀请，与
家人历时半年完成了“龙喜迎
客”的画缋作品。作为丝绸之乡
的杭州，有了新的担当。

是的，凝结着民族智慧，在
华夏文明谱写灿烂篇章的丝绸画
缋，会成为丝绸之路的永久光
点，也会让霓裳羽衣的生活更加
鲜美动人。

上图：叶家的丝绸画缋以西
湖山水题材系列礼包，进入了
G20杭州峰会国礼遴选百强。

左图：丝绸画缋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藏在靖江的丝绸画缋
王剑冰

前 不 久 ， 被 誉 为
“中国最美公路”之一
的独库公路结束“冬
眠”，恢复通车。这条
纵贯天山，一年仅通
车 4 个多月的险峻山
路，迎来了四面八方
的第一波游客。

一条公路，缘何
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独库公路是一条
连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南 疆 和 北 疆 的 通
道，更因风景壮美而
深受自驾游爱好者青
睐。一日游四季，十
里不同天，如此多层
次的风景，吸引着许
多游客前去观赏体验。

越来越多的游客
来到这里，不只是因
为独特的风景。

近年来，独库公
路 旅 游 火 爆 的 背 后 ，
正是新疆稳定利好的
持续释放。只有安全
的旅游目的地才能吸
引 更 多 的 人 到 此 旅
游。而事实是，到独库公路自驾游，是一件非常
安全的事情，这就从根本上打消了游客来这里旅
游的后顾之忧。

到独库公路走一趟，最好的方式便是自驾
游，而自驾游已经成为中国人出游的重要组成部
分，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据中国旅游车船协会统计，2018 年中国自驾
游已达 35 亿人次；全国旅居车保有量突破 10 万
辆，已建成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540 个，在建 388
个；自驾游客人均停留时间 2.97 天，人均消费
1062元。

不仅如此，独库公路的旅游设施和服务也做
得越来越好。为了让游客能够更舒心地自驾游，
独库公路今年增设了7处停车场，累计可停车1500
辆，还设置了便民公厕，同时对沿线的广角镜、
轮廓标、导向牌以及防落网进行了维护更换，对
山口处 LED 显示屏也进行了维护，随时更新播报
路况信息。新疆交通运输厅设计了一份简单明了
的独库公路服务导览图，在这张图上，独库公路
沿线的停车场、景区等信息一览无余，一图在
手，自驾独库公路更加轻松容易。

在许多游客眼中，独库公路是一条旅游公
路，但，这又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如果说游客
是被独库公路的独特风景吸引而来，那么，从这
里离开的时候，一定会带着对英雄的崇高敬意。

独库公路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数万名官兵历经 10年修筑而成，这是一条英雄之
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条路背后的故事，独
库公路博物馆伴着今年的通车仪式正式开馆。在
独库公路零公里处修建独库公路博物馆，就是要
铭记这段历史。

在祖国西域，天山大地，这一条连接南北的
公 路 ， 不 仅 风
景 迷 人 ， 更 因
其 身 上 承 载 的
红 色 基 因 而 令
更多的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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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从小就知道景德镇。
天下谁人不用瓷？用瓷当选景德

镇！景德镇就是有这样的底气。
“通过水、土、火简单而又复杂的

化学反应，生产出世界上流通最广、
性价比最高，也是最为绚丽多彩的大
众用品、艺术珍品”，对于了解景德镇
历史的人来说，此言有根有据，一如
脚下土地那样厚重诚实。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 《中国科技
史》中赞叹：“景德镇是世界上最早的
工业城市。”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

《陶瓷之路》一书中，把“海上丝绸之
路”称为“陶瓷之路”。美国历史学家
罗伯特·芬雷在《青花瓷的故事》里感
慨：16世纪的景德镇瓷，开启了人类
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有“瓷之
国”的美誉。穿越时间的隧道，大宋
王朝江南西道的东北角，有一个叫昌
南的小镇，东晋时置镇，名新平镇，
因处于昌江之南，又名昌南。大名鼎

鼎的景德镇就源自于此。
惊叹于景德镇瓷器的精美俊秀，

公元 1004年的景德元年，宋真宗赵恒
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给昌南。

巧合的是，昌南就是 china 的音
译，随着中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交融，
瓷器这一中华瑰宝通过丝绸之路广泛
传播。昌南、瓷器、景德镇、中国就
出现了神奇的关联：china小写就是瓷
器，大写就是中国，瓷器与中国同名。

“出身不凡”的景德镇，注定是要
创造历史的。

一个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御窑
厂遗址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陶瓷历史
的沉淀；陶溪川的每一条“里弄”，都
烙下陶瓷发展的印痕。翻开 《陶记》

《陶说》《陶歌》 等一篇篇经典，你会
领略陶玉、霍仲初、何召一等先贤大
师们的风采，感受陶瓷梦幻般的魅
力；徜徉在“不舍昼夜”的昌江河
畔，你能联想到“陶舍重重倚岸开，
舟帆日日蔽江来”的盛世景象。嗅一

嗅高岭土的泥香，抿一口昌江水的甘
甜，你不能不惊诧这古老的智慧：水
和土的物理反应，经过火的考验，犹
如凤凰涅槃一般，诞生了中国瓷器这
个伟大发明。

千年景德镇窑火不息，人类文明
薪火相传。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
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瓷器造就
了一个城市，成就了景德镇作为千年
瓷都的荣耀。景德镇窑火焙烧出的稀
世珍品，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公共文
化产品，更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
精彩贡献。

走进了景德镇，就是走进了历
史；走出了景德镇，就是走向了世
界。当年，郑和指挥着满载瓷器等物
品的庞大商船，穿越印度洋，直抵非
洲大陆，中国瓷器向西方展示出特有
的神奇魅力。

世界了解中国，很多是从景德镇
的瓷器开始的。瓷器作为中国走向世
界、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符号和载
体，承载了许多的责任和荣光。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肯定：没
有瓷器，世界将失去很多精彩；没有
景德镇，世界将失去更多精彩。景德
镇开创了历史，也联通了世界。

景德镇陶瓷历经千年，融通天
下，它是江西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感知中国、感知江西的绝佳媒
介。如何“建好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
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
台”，千年古镇景德镇，正奋力走出一
条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价值、新时代
特征、景德镇特点的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瓷
器 （china） 与昌南 （景德镇） 同音，
与中国同名，这种天缘巧合，既是对
景德镇的褒奖，也是对“景德镇对世
界意味着什么”这个命题的最好诠释。

景德镇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景德镇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日落西山，华灯初上。这个时
候，广西特色旅游名县桂平市浔州
小城 （简称浔城） 的“夜肆”也就
陆续开摊了。

说这“夜肆”，其实就是普普
通通的老百姓餐馆、大排档，分布
在浔城大街小巷的各点各处。

拥有 200 多万人口的浔城之
夜，常常是车水马龙，行人如织。

晴天的夜晚，披着柔和灯光，
迎着习习凉风，吃过晚饭后的人
们，有的邀朋约友，有的携一家大
小，或骑摩托车、电动车，或蹬自
行车，或随意步行，从家中走出
来，从繁杂的劳动工作中走出来，
向灯光闪烁的“夜肆”奔去，开始
享受轻松舒适的休闲夜生活。

浔城的“夜肆”，不少餐点的
店铺起的名字都挺有意思。“青松
庄”“山旮旯”“炭世界”“听风
阁”“众悦荟”等等这些名字的个
中寓意，恐怕只有开店的老板，才
能道得清说得明。

啃瓜子，食小吃，品香茶，喝
凉饮；拉家常，谈教育，说时政，
道文化……东南西北中，海阔天空
聊。浔城的“夜肆”，就这样演绎
着一道桂平独特的休闲文化风景。

在浔城“夜肆”的小吃中，田
螺汤是特别吸引人的一种。晚间，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食客，都是冲着
吃田螺汤而来的。

据一位罗姓的“夜肆”老板
说，桂平田螺汤，其制作的方法特
有讲究：首先，将买回来的田螺放
在用铁性物盛的清水中，放置数
天，每天换水三两次，让田螺将其
肚内的杂物基本排泄掉。其次，在
下锅前，先用手把田螺放在水中搓
洗，或拿刷子将附在田螺外壳的青
苔与泥渍刷净。然后，用剪刀剪去
田螺尾部的尖端，放置锅内以水煮
沸，再将田螺捞起，剥去螺掩，以
利于油盐等佐料进入螺内。这时，
就可以用猛火炒田螺了。边炒边加
少量油、盐、酒，以便除去其腥

味，再投入姜片、桂枝以及猪骨头
汤同煮。起锅前，放少许油、盐、
蒜、葱等合炒片刻。吃的时候，再
配上田螺汤。

经过这么一道道工序炒制而成
的田螺，肉脆爽口，汤鲜味美。远
远的就把你诱近，惹得你不吃口水
就直流。

热闹的“夜肆”中，“店小
二”端着碗筷、汤勺，在席间穿梭
来往。忙碌的身影、响亮的吆喝、
升腾的蒸汽，把兴隆的“夜肆”渲
染得生机勃勃、淋漓尽致。

当然，除了炒田螺，还有炒鸭
爪，蒸米粉等美食，五花八门，地
地道道。

这些独具特色的浔城小吃，蕴
含着桂平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吸引
着许多当地人和外来游客。

这熙熙攘攘的浔城“夜肆”，
好不热闹。

浔城夜肆
梁远辉

云和梯田
世外桃源

云和梯田位于浙江西南
部，在丽水市云和县境内，
因震撼力强、景观独特等特
点，被称为“中国最美梯
田”之一。

图为云和梯田风光。
江 舟摄

游客在景德镇陶溪川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行 天 下行 天 下 旅游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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