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重/ 庆 千年白帝城 艾万忠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视觉 张超 图编 张路 责校 赵蕾

两江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慢生活·夜雨

2019年11月15日 星期五

06
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两江杯·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征文
指导单位：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单位：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 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 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
征文邮箱：cqwbfk@163.com

悦来会展城:蝴蝶花灿烂

以蝴蝶为心，辐射春天
嘉陵江的上午，古镇的黄昏
都舒展成嫩绿的树，婆娑的枝条
也花儿般铺开了周边的博览中心，
酒店，超市，公寓，培训学校，民居
剧场，广场……
这些花儿朵朵，正如歌声一般
绽放重庆
这些四季灿烂的花朵
这些远远近近的花朵
这些温暖新鲜的花朵
把所有的美和好都统统集结成——
阳光那一片水色山影

在会展城，我遇见的
那些绰绰的身影，或许是

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叔伯婶姨
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我的同事同学我的朋友我的侄儿学生
甚至是一些亲切的外乡人
一些行色匆忙的游客
都从蝴蝶开始
到饭馆，超市，农家
到工厂，学校，民居
到公园，广场……
以飘逸的感情酿生活的蜜，还有梦

感谢我，跟蝴蝶住在一起

就能陪亲戚和外乡人
一起
忙着开花，围着悦来会展城
慢慢芬芳

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浩瀚星辰

不是一座花园，却开满春天的花朵
不是浩瀚的星河，却有满天的星辰
两江新区，数字经济园
我们与3000颗企业的星辰相遇
我们都是儿时梦里

穿越未来的风
生活在少年的未来时空

过去的高大上，今天的新智能
互联网、物联网已不是虚拟的剧本
抛开图纸，突破大数据的边际
天与人相融，日与月同辉
未来与现实，相逢相拥

江北嘴金融中心：好大一棵树

在初冬遥想春天
小小的种子，不管不顾
一头扎进江北嘴的泥土
生根，发芽
夏日晒不蔫你幼苗的脐带
阴冷的冬季，冰冻不了你健硕的身板
你依然悬根露爪，蜿蜒成繁茂
油亮亮，绿莹莹
酒店，写字楼，公寓，观景台
这一片片叶子啊，被阳光照耀
让时光唤醒久远
那是重庆人的精气神

繁花将相约在未来的常青树下
长江可以作证
国际金融中心的回字型时尚天街
人们来回穿梭的汇景广场，都可以作证
你将开枝散叶，庇佑两江土地
在你的怀抱里
安营扎寨，幸福栖居

(作者单位：重庆前卫克罗姆表业有限公司)

三峡入口处的白帝城，在重庆奉节县境
内。由于地势险峻，古时常为兵家必争之地。

人们熟知的“刘备托孤”故事就曾发生
在这里。章武元年(221年)六月，关羽败走
麦城死于刀下后，蜀国皇帝刘备遂起兵讨
伐东吴。复仇中，张飞又丧生范疆和张达
手里。面对两个结拜兄弟的惨死，刘备怒
不可遏，越加任性，催兵猛进，结果中了东
吴大将陆逊的计，惨遭火烧连营七百里，败
于宜昌猇亭后，无奈退守到奉节白帝城。
三年后，终因忧愤成疾，抱憾病死于永安
宫。临终前，刘备将诸葛亮招至白帝城，托
其扶助他儿子刘禅料理国事家事。

关于白帝城的故事，还不止于此。据史
料记载，天下纷扰的王莽末年，群雄竞起。自
称辅汉将军兼领益州牧的公孙述，巡视至瞿塘
峡口，见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扩修城
垒。构筑中，见有一井常冒出宛如白龙的雾
气，直冲九霄，正契合本人的白色喜好，便置朝
廷规劝于不顾，自诩“白帝”，封此城为白帝
城。后被汉光武帝刘秀挥兵将“白帝”公孙述
一举歼灭，白帝城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虽然，公孙述被汉光武帝刘秀所灭，但

割据益州达十二年之久的公孙述，在白帝
城锲而不舍修和政事，勤政爱民，使得白帝
城偏安一隅，远离各地硝烟弥漫的乱景。
当地百姓念及公孙述的恩泽，特地在此兴
建“白帝庙”，塑公孙述像供祀。

时过境迁，到明正德七年（1512年），四
川巡抚巡视到白帝城，遂将僭称的公孙述像
拿下，换上江神、土神和马援像供祀，改称

“三公祠”。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又改祀
刘备、诸葛亮像，名“正义祠”。以后又添关
羽、张飞像，成为祭祀蜀汉人物的庙堂。

白帝城和白帝庙的这些遗闻轶事，一
直都吸引着我。

三峡大坝合龙前，1996年初夏，我与
北京的同学，从宜昌乘船逆流而上，专程到
了白帝城，总算圆了我的这个梦。记得船
靠岸后，我们从山脚拾级而上近千级石阶，
在气象萧森的白帝城上，“夔门天下雄”的
气势瞬时跃然眼前。的确，这里不仅是天

赐的军事关隘，也是诗人诗兴易发的佳境。
不难理解，一千多年前，李白、杜甫、白

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
等著名诗人登临白帝城后，为何都不吝笔
墨，留下大量诗篇。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
耳熟能详的七绝诗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
尽长江滚滚来”的千古名句，正是诗仙李白
和诗圣杜甫在此地挥写而成。

说到李白这首《早发白帝城》诗，一直
被中小学生甚至是刚会说话的幼儿背诵，
也被书法爱好者当作习字临帖广泛应用。
从诗意来看，此时的李白当是处于极致快
乐的时光。其实恰恰相反。这首与失落不
搭界的诗，恰是李白落魄时所作。晚年的
李白被朝廷流放夜郎国，西行至白帝城获
赦后，乘船东下返回湖北江陵时，应景而
写。这个背景可能鲜为人知。

人生失意时的李白，能写出千年不朽
的诗，或许与奇峰陡立的夔门和城下湍流
不息的江水有关，或许与他跌宕起伏的人
生经历有关。

如今，白帝庙内，由一株梧桐、一簇牡丹、
一对凤凰镌刻成的“三王碑”和三株修竹巧妙
组成的“不谢东篁意，丹青独自名。莫嫌孤叶
淡，终日不凋零。”的五言诗石碑等1000余件
历代文物，以及庙外8000平米的忠义广场
上，诸葛亮和《前后出师表》的大型组雕，正高
调地佐证着白帝城的千年文化厚重史。

这些厚重的文化，也被当地政府制成
精美的“诗城奉节”名片，并将这张名片，以
5G的速度，海量般地散发到海内外。

无论是名不正的白帝，还是任性的蜀
帝，还有仕途不顺的诗仙，他们能流传千年
的，除了看得到的城，听得到的事，读得到
的诗，恐怕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表现出的智
慧、坚持和豁达，留给后生许多想象的空
间，才是我们该珍惜的。

如果梦还在，事终会有成；如果义在
胸，死又何所惧；如果志尚远，诗也更出彩。

（作者单位：重庆市经信委）

锔瓷与金缮，虽可追溯及古，然对大众
而言却十分隔膜，由此或可说，过于小众的
锔瓷与金缮犹如孤绝之艺，孤绝之艺产生
孤绝之美。

我是由于青年艺术家徐兵的作品而得
以一窥锔瓷、金缮之界的。

锔瓷源于民间生活，关乎手边器物。器
物破损，不舍弃之，锔缮修复，历久成艺。但
是，锔瓷最初作为一个职业或行当被认为是
低级而下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
俎》（日本，中野孤山）一书中说：

“这种锔瓷器的行当是最下贱的。从
事这种职业的人手提一个竹篓子穿大街过
小巷招揽生意。竹篓子里装着从大街或路
旁捡来的饭碗碎片和一两把穿孔锥。用于
锔碗的锔子有铁制和黄铜制两种，金银制的
应该算特别之物。当地没有烧接瓷器的。
他们干活非常熟练。破成小块的瓷器，他们
都能给锔上。如果破碎成粉末或破片小的
无法穿孔，则用事先拣来的其他破片代替。
穿孔锥采用辘轳结构，钻孔时只需要前后拉
动弓弩，穿孔锥就旋转起来，这样很快就能
在破片上钻出孔来。锥的顶端嵌有金刚石，
所以轻而易举且精巧地在陶瓷或玻璃上钻
孔。据说穿孔锥一把价值四百文。锔瓷器
的费用，根据所锔数量的多寡而定，并且所
用锔子的种类不同价格也有差异。黄铜锔
子五文，铁制锔子二至三文。”

锔瓷，简言之，即是把破碎的瓷器、陶器
等物器用金属“锔子”如打钉一样地修复连
缀起来。金缮，则是用大漆类的天然材料对
残缺器物粘合修复。可金缮的器物包括陶

瓷器、竹木器、玉器及象牙制品等。对于日
常所用的锅碗瓢盆等进行修补的俗称“粗
活”，对贵重精致之物进行修复加工的雅称

“秀活”。“粗活”重功能，“秀活”玩品位。
40多年前，社会中常有“补锅匠”及“补

碗匠”走街串巷，吆喝连绵，此种补锅锔碗，
是为弥补困顿生活。还有一类，手伴之物偶
尔摔碎，此器物也许价廉而情厚，人物难以
离舍，故寻锔求缮，以求链接记忆，修复岁
月。还有另类，如古时八旗子弟、公子哥儿，
将贵重、精致器物任性摔坏，再遍访民间高
人或锔或缮，再相互斗玩、把赏及炫富。

徐兵，小哥一枚，2006年偶遇台湾师
傅，从此一脚跨入锔缮之界。十余年间，他
玩音乐，画油画，搞设计，任教习，当茶农，
仿佛游离在外，其实悄悄浸淫锔缮之中。
待他拿出锔缮作品，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他埋首于案头，拜师于远方，自乐于器
物的“破品败相”。在不同器物的隙缝、孔
洞和裂纹的微世界中，徐兵既敏感于器物
的材质、肌理与历史的沉淀，又精心考虑新
的材料作用于破碎器物之后的种种可能
性，包容冲突、矛盾、悖反和死亡，当然也包
括和谐、融恰、新奇与再生。此正所谓明代

袁宏道说的“有所寄”：“古之达士，高人一
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时光。”

徐兵认为，深入了解器物本身非常重
要，看得越多，阅读诠释力越强，再加上他
深厚的绘画功底，良好的审美品位，给予破
损器物二次创作时在器物原基础上加以了
升华，同时有利于确定锔瓷或金缮的基调
与风格——或质朴，或华丽，或夸张，或机
趣。在实践中，徐兵强调手、眼、心、物的融
会贯通，并且强调意在手先，手随意到。但
在修复过程中，由于破碎之处不易察觉的
隐患，也常有意外发生，其中有犹豫、徘徊
和懊恼，也有随机弄险、化险为夷的刺激。
这种难度和挑战非我等可想。

徐兵的手作能力很强，对不同材料的特性
很敏感，对技术性的问题亦有不少摸索探求。

如锔瓷，所用锔钉，他对金钉、银钉、铜
钉、花钉、素钉、米钉、豆钉、砂钉等都尽量涉
猎，以探究不同锔钉与不同器物材质在钻
孔、咬合、连缀等方面的精细关系，并在此基
础上升华为审美认识。他说：“锔瓷，用不同
的金属材质所制成的锔钉，和传统的瓷器、
陶器等材质的结合，各种不同材质的碰撞，
锔钉在器物身上形成的点线面的构成感和

形式感，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不可重复的艺术
品了，再加上一些巧妙的錾刻工艺更能使得
修复好的器物焕发新的光彩和生命。”

关于金缮，一般认识为发端于中国（跟
陶器涂画及修补有关），发扬于日本。中国
金缮技艺以口口相传为主，相对封闭。徐
兵会仔细观察使用大漆等材料后器物粘合
的时间和牢固度，体会其伸缩凹凸的微妙
之处，还有色泽的最佳契合。时间之中，爱
心、耐心、细心缺一不可；“生漆之痒”（皮肤
过敏）更必须承受。最后，残缺之物才可能
通过精心创造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美感。所
以，徐兵说：“金缮呢，相对锔瓷工艺来讲我
觉得是个姑娘，窈窕而美好的姑娘，轻盈，
秀美，灵动，让人总是有种小心翼翼的感
觉。不管从工艺操作还是到最后的呈现，
金缮都给人一种安静柔美的感觉。”

是的，好的锔瓷金缮作品犹如好姑
娘；但是，往往不是抱得佳人归，而是佳人
必须奉还原主。最好的遇见也许就是最
痛的离舍。只要浸淫之中，永远收获的都是
遗憾美学。

人类的生存、成长和发展总是与客观
的物性世界的发现、丰富和创造密切相
关。因此，人性离不开物性，人性与人心也
指向物性并与之产生了同知共感的互动。
换言之，物性也关联和寄托了人性与人
心。具体到个人，也往往与个别器物产生
特有的情愫，乃至抽象为某种具有个人情
感和精神意义的寄寓之物或象征器物。这
也是观徐兵锔瓷、金缮作品得之一悟。

（作者系重庆资深媒体人）

春风浩荡两江新区
（组诗）王景云

文/ 化/ 观/ 察

可否期盼孤绝之美
——观徐兵锔瓷、金缮作品有感 吕岱

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