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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汝州回来，送给老婆一件杯

子。她立刻泡茶、拍照，发了一条朋友

圈：“近得汝窑天青釉茶盏一枚，甚喜。”

她不懂瓷，但她懂得欣赏器物的

美好。

我亦不懂瓷，只是善聊，与制瓷人

聊天，心折。制瓷人孟老太，豫西口

音，谈锋甚健。屋外正是初冬，屋里茶

香沉静，偶尔有手机拍照的咔嚓声。

故事从徽宗赵佶讲起，说汝瓷有天青

色，乃取“雨过天青云破处”之意。徽

宗令匠人仿此自然素朴之色烧制，开

启了一代美学风尚。汝州多矿，亦盛

产瓷土，北宋时窑口遍布。天青、粉

青、豆绿、葱绿、天蓝、月白等，均在此

烧制成功。宋风尚简，器无大件，搭配

这些颜色，雅致之极，多为禁中所藏。

可惜金军南下后，窑口皆毁，窑工逃

散，汝瓷烧制技艺失传。今全然存世

者，不足70件，台北故宫23件，北京

故宫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戴

维基金会7件，其他散藏于美、日等博

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汝瓷烧制技艺失传后，后世多有

尝试恢复者，尤以明清为最，皆是徒劳

无功。20世纪70年代，孟老太被调入

瓷厂，受命建立化验室，参与汝瓷恢复

工作。她发现老师傅们都不识字，仅

凭经验配料，烧制的成品质量很不稳

定，在试验中屡次重复、屡次无功。于

是她便把定量分析作为配方试验的突

破口，做了大量数据记录。她还主动

联系科研单位，向他们寻求帮助，为汝

瓷豆绿釉重现世间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3年，工厂接到国家恢复天青釉的

项目，她又受命担任攻关小组组长。

耗时4年，经过300多次试烧，其间两

次入故宫博物院近距离接触宋瓷珍

品，历经曲折，终于烧出了心中那一抹

天青色。

汝窑以玛瑙末入釉，故而色如玉、

声如磬。工作人员从架上随手取下一

件汝瓷，用放大镜覆上，可见釉下明亮

的气泡。同行作家一边传看，一边问起

关于汝瓷的神秘传说，老人一笑：“哪有

那么神秘，说穿了就俩字——化学。”

78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浑然

如孩童般纯真。不知道她的故事，你

只会把她当成路人。听她讲上几句，

你就会觉得，她只要坐在那里，就是一

件大巧不工的稀世之器。

杜甫曾言：“向者玉珂人，谁是青

云器。”汝瓷固然珍奇，而具青云之能

却甘隐于市的人，才是真正的青云器。

出汝州城，在与登封、禹州接壤的

山窝里，有全国艺术陶瓷界首家院士

专家工作站。山寒水痩，草枯叶落，我

们到的时候已是傍晚。山风如浪，层

层涌来，让人立足不稳。院士工作站

的黑瓦白墙恍如吴冠中的水墨嫁接在

了衰草和黄土之上，有一种异质的

美。听说工作站的主人是一对夫妇，

因制瓷结缘，又因制瓷走进大山，建立

了这个带有文化扶贫味道的工作站。

虽然心向往之，遗憾的是主人不在。

留守的王先生是主人妻兄，虽不制瓷，

但懂瓷、善言，带我们看了陈列馆中的

不少精品。

在文创区，我被一个弯曲的竹节

器吸引，器物的上端有个切口，我以为

是手机架，他笑着让我打开手机外放，

往里一插，声音浑厚干净，竟然被凭空

放大了几倍。一个以形、色动人的瓷

器，突然具备了现代化的实用功能，让

人吃了一惊。“这不算啥。”老王说完，

带我们到另一个陈列区走了走。那里

是他们的专利产品，新的色系，新的工

艺。其中的一个牡丹盆系列形态写

意，花冠当风，器型硕大。“这么大的器

型，定型和烧制都有难度，再加上我们

独家专利的釉色，烧了600多套，成品

只有十分之一。”

古老的技艺有了新的元素，这才

是她生生不息的所在。

瓷已经融在地方文化的血脉里，

关于瓷的话题俯拾皆是。在风穴书

院，因为手中的一杯茶，又与延悟师父

聊起了汝瓷。关于配方、关于工艺，他

如数家珍。他心里有自己的那一种

瓷，他甚至有一个心愿，就是烧一窑自

己手作的瓷器。他一脸清澈的笑容，

很容易把人感染了。就像刚才在金代

的佛殿里，他举着手机，照亮墙角的一

块碑，给我们读碑文时一样。碑文落

款是日本蓝都寺比丘性元，大约记述

的是来此地学习佛法的故事。时间匆

忙，没有仔细研读，但他在面对这一块

凝固了时间的石头，表现出的那种兴

奋实在让人难忘。在石桥上，游人都

注目于观音阁的古朴，或是涟漪亭的

精美，唯独他指着不远处的树，说：“你

看，那里有一只松鼠。”

在扰攘的人群里，还有什么能比

见到一只松鼠更有趣的呢？

晌午时分，李博士才回到书院。

此前我在他的书架上看到一册小书，翻

开来，是他写的《书房里的牡丹》。文不

长，字很小，还是一气读完了，结尾处流

波顾盼，很有味道。跟他说起这个，他

很开心，立刻赠了一本诗集给我。来前

听朋友讲，说李博士早年曾在政府部门

工作，后来辞官经商，也有过几次沉浮，

人过中年，却读了佛学博士，颇有传奇

色彩。与之聊天，话题都是文学诗歌、

俗世奇人，没有半点官商习气。他不戒

荤，说佛在心头不在嘴头。他也不戒

酒，说诗酒不分家。他说一位本地诗人

曾经拿了一组诗给他看，他看完后说：

“你写的感情不是自己的，语言也不是

自己的，写得再多也是白费。”

当头棒喝，倒是逼诗人写出了更

好的诗。

所谓青云器，大约就是这样的吧。

作为汝州市群艺馆馆长，赵志勇在丰

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可没少努力。

市群艺馆建起了汝州曲剧传习所、中原大

舞台等，并不断完善排练厅、展厅、录音室

等软硬件配套设施，经常邀请省市级戏曲

名家来馆主办“教招送招”公益培训。

2020年7月25日，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

中心汝州传习所、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

学院汝州生源基地落户汝州，为挖掘、培

养高素质戏曲优秀艺术人才，输送优秀人

才建立了良好的平台，为促进地方戏曲艺

术的繁荣发展增添动力。

说起来，汝州市群艺馆仅有16名工

作人员，其中还包括离退休人员，但常年

在馆内当老师提供义务服务的文化志愿

者多达百人。

赵志勇说，在公益性文化事业不断

发展的新形势下，汝州市构建了文化志

愿服务网络，建起了由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牵头，市群艺馆为主体的文化志愿

服务中心，负责全市文化志愿者活动的

组织规划，在全市形成了横向到边远山

区乡镇、纵向到村的文化志愿服务网

络。全市建立了一支由1600多名文化

志愿者组成的“文化志愿军”队伍，以乡

镇、街道办事处基层站建立的14个乡村

音乐厅、14个公益无限艺术团等为服务

平台，常年为全市21个乡镇、街道办事

处的群众，提供无偿文化服务。

市群艺馆工作人员申小凤是省“阳

光工程”注册志愿者，自2015年群艺馆

启动公益志愿服务项目“教招送招”后，

申小凤自掏腰包20多万元，购买了古

筝、古琴，在群艺馆、城区学校、乡镇文化

站办班，培养古筝、古琴爱好者上千人。

80岁的杜书安是汝州市曲剧团的

老艺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退休

后一直从事公益教学及文化志愿演出工

作，培养出曲胡演奏家梁献军等一批青

年才俊。参加志愿服务时，杜书安必穿

印有“汝州市文化志愿军”几个大字和

Logo的T恤衫。老人说：“能参加志愿

服务，感到非常光荣！”

由汝州市寻找“村宝”志愿服务办公

室、汝州市群艺馆组织的寻找“村宝”活

动，也引起了中国文化报、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文化馆的关注。2019年8月，寻找

“村宝”活动启动后，迅速在汝州市21个

乡镇（街道）推开。

赵志勇说，为扎扎实实推进寻找“村

宝”活动，汝州市群艺馆分层次对120位

文化站站长、志愿者负责人和各行政村

负责人进行了统一培训，后在21个乡镇

（街道）、362个行政村相继开展了寻找

“村宝”活动，26万名城乡群众参与了“寻

宝、荐宝、亮宝、赛宝”。

寻找“村宝”活动是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安排的大型文化志愿公益活动，是

进一步完善我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提升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有益尝试，是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整合

文化志愿队伍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向基

层“送文化”到“种文化”到“创文化”的创

新实践。这项活动以乡愁为基因，以乡

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传承乡村文

明，重构乡村本土文化，努力促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扎根，以公共文化

服务的新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两个赵志勇同唱乡村文化一台戏
□本报记者 张鸿飞 实习生 郝鹏胳 文/图

1月10日 10时许，汝州市群艺馆馆长赵志勇专程

来到了汝南街道办事处西焦村赵村。这一天是赵村

新近落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大舞台开唱大戏的

第三天。

唱戏的是来自许昌的马小骐曲剧团，有演职人员30

多人。该团团长蔡清清说，原本剧团已经放假了，但架不

住志勇哥盛情相邀，就通知大部分演员回团报到，来赵村

参加演出。

蔡清清口中的志勇哥，可不是前面那个馆长赵志勇，

这个赵志勇是赵村土生土长的企业家。霍阳大道通往赵

村的水泥道路、赵村文化广场大舞台、健身园的健身器材

和篮球架，坡顶和娱乐园的三座凉亭以及15路公交车终

点站候车长廊等，都是这个企业家赵志勇的杰作。仅新

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大舞台一项就花了40多万元。

馆长赵志勇此行有两个目的，一

是前段时间与企业家赵志勇会面时，

谈到了赵村准备请剧团唱大戏的事

儿，此行就是来了解剧团情况的；第

二，是来提醒企业家赵志勇，目前要严

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大戏

不能按照原计划唱4天，赶紧结束。

馆长赵志勇一番话讲罢，立刻引

起了企业家赵志勇的重视。蔡清清接

到企业家赵志勇的电话后，赶紧安排

人，在《赶花轿》演出间隙登台，向台下

看戏的父老乡亲说明情况，当晚下午

再唱两台戏，晚上加一场《四郎探母》，

总共唱够10台戏，请父老乡亲谅解。

当晚10点多，《四郎探母》演出落下了

帷幕，寒风中，不仅是蔡清清依依不

舍，看戏的父老乡亲也觉得还没有过

瘾。

看戏、听戏，是老一辈人的最爱，

他们的文化生活几乎被戏曲填满。听

闻赵村有戏曲演出，十里八乡的群众

都赶来观看，赵村文化广场周边停满

了电动三轮车。

原汝州师范学校（现平顶山外国

语学校）退休教师焦占伟说：“村里有

了运动场地，村民的文化活动都丰富

起来了。夏天，村民们到健身游园乘

凉，孩子们在这里打篮球、乒乓球，中

老年人跳广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好着

呢！”

企业家赵志勇，今年50岁，10多年

来，先后创办了河南君剑煤业有限公司、

河南君格科技有限公司、汝州市君剑绿

化有限公司等企业。发家致富后，赵志

勇过上了幸福生活，其所在的赵村也在

悄然发生变化。

西焦村党支部委员付进超说，这些

年，赵志勇出资修通了霍阳大道通往赵

村的道路，又协调公交公司，增开了15路

车通往赵村，方便了群众出行。不仅如

此，赵志勇还先后在村头建起了绿化苗

圃，种植了红豆杉等珍贵树种，修建了两

个健身游园、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大舞台和娱乐园。

谈及做这些事的初衷，赵志勇说：

“我希望凭着自己微薄的努力，给乡邻多

做一些善事。叫人心情好起来，身体也

健康起来。”

汝州市君剑绿化有限公司苗圃基地内

的道路两旁矗立着几块石碑，上面写着“真

诚、善良、情义”等词汇，赵志勇说，希望通

过这些言辞时刻提醒自己，也告诫儿子，做

人的原则：“我重情义，不是我太执着。因

为我总是想着与朋友们相处的美好时光，

割舍不了那份难得的缘分和情谊。”

赵志勇说，他喜欢交朋友，但一直坚

持着“三不交”原则：不孝顺老人的不交、

不讲诚信的不交、赌博吸毒之人不交。

馆长赵志勇和企业家赵志勇是故

交，也很支持赵志勇做善事，肯定其为丰

富父老乡亲的精神文化生活所做的努

力，还曾表示，要组团到赵村慰问演出。

豆沫是汝州的传统小吃，在汝州城

内，有数家摊店，吸引着本市和外来的

食客。

著名作家古龙先生说：“天下的小

吃，道理大多是一样的，都是以‘好吃、

经济、实惠’为主要条件，其中‘好吃’一

项，自然要列为第一优先。”

豆沫这种小吃萦绕在人们心头的，

正是它的“好吃”。

豆沫起源据传与商代的伯夷和叔

齐有关。《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

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

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

之。”伯夷与叔齐饿死首阳山后，殷都人

感其气节，纷纷祭奠，他们把小米放入

石臼中舂成粉齑，做成羹，放入青菜和

捣碎的黄豆沫，呼之为“豆沫”。传到汝

州后，汝州人又增加了花生米、豆腐、芝

麻、粉条、花椒、八角、芝麻酱等原料，使

之色、香、味俱佳，成为汝州一种风味小

吃。

上佳的豆沫若观色，呈半透明的乳

黄色，佐以红绿色，精致养眼；其香，醇

厚的米香，伴着豆香、芝麻香、花生香和

蔬菜的清香合为一体，浓郁得扑鼻；边

喝边品味，汤味细腻醇厚，配菜香脆嫩

滑，回味绵长。喝一口豆沫，仿佛饮一

壶醉人的美酒，满嘴留香。

位于城坦南路4号的老字号亚平

豆沫店，做豆沫已做了三代，至今生意

十分红火。

汝州民谣：骑着自行车儿，上街喝

豆沫儿；连喝两大碗儿，一碗不咋着儿！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C群艺馆，建起1600多人的“文化志愿军”队伍

A 赵志勇来拆
赵志勇的台 B 共同心愿：

给父老乡亲送精神文化食粮

青云器
□维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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