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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国强： 擦去婺州窑的历史烟尘

浙江金华，古称婺州。先人在此烧
窑，始于东汉，盛于唐、宋，终于元代。
婺州窑器以青瓷为主，还烧黑、褐、花
釉、乳浊釉，曾因出产茶碗闻名。 千年
荏苒，在现今的古陶瓷艺术品领域，婺
州窑早已风光不再。 不论造型、品相、
质感亦或价格， 都与拍卖行里炙手可
热的精品相去甚远。没了市场的追捧，
婺州窑的前世今生、历史人文，也少有
人问津。

雷国强， 金华市武义县教科所所
长。 他业余收藏、研究婺州窑器10多
年，用一个教育人的坚守，擦拭着垛积
在婺州窑上的历史烟尘， 试图让遥远
而古老的地方文明重新绽放在世人面
前……

入门

1983年，19岁的雷国强从浙江少
数民族师范学校毕业， 成为一名乡村
英语教师。 虽然嘴上挂着“ABC”，但
骨子里却“暗恋”传统文化。平日里，他
爱看古典书籍， 一度还想报考艺术院
校的国画专业。

一次机缘巧
合，雷国强遇到了
中国民族史学会
会员王克旺教授。
王克旺对他说，现
在会画画的人很
多， 不缺你一个，
但是研究畲族地
方文化的人极少，
你又是畲族人，可
以为家乡多做些
事。

在王克旺的
推荐下，雷国强加
入了浙江省民间
文艺研究会，成为
最年轻的一位理
事。“从此我的人
生开启了一扇新
的大门。 ”雷国强
回忆道，研究会里
云集北师大的钟
敬文、华东师大的
罗永麟等一批民
间文学的泰斗，他
们的价值追求、治
学态度令人肃然

起敬。 雷国强至今记得罗永麟的一段
话：“既然选择了做学术研究， 就注定
这一辈子与物质的世界绝缘， 所以我
们要甘于清贫， 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
准备。 ”雷国强谨遵教诲，至今也没有
变卖过一件藏品， 哪怕其市场价值已
逾百万。

“浙南山区民间信仰”“畲族民间
文化”是雷国强的研究课题。为了获取
第一手资料， 雷国强就像一个孜孜不
倦的文化普查员， 把浙中平原跑了个
遍，誓要打出一口“深井”来。 到1998
年，他已经出了3本书，撰写的文化考
察报告超过10多万字，一部分成果被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畲族
卷》所收入。

千禧之交， 中国大地掀起了收藏
热，民间藏品交易市场开始红火起来。
出于对乡土文化研究以及对艺术的热
爱，收藏市场吸引了雷国强的关注。因
为没多少积蓄， 雷国强愣是靠自己的
一双慧眼淘换了不少东西。 妻子怪他
花钱买了一堆旧货， 他回应道：“再不
抢救这些失散在民间的珍贵文物，今
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它们的价值是

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
2005年，雷国强带着10多件藏品

来到浙江省考古所， 研究员朱伯谦看
到后惊叹不已：“没想到小县城里的教
师会有如此高规格的藏品！”在知晓雷
国强的研究经历后， 朱伯谦拍拍他的
肩膀说：“雷老师， 你们金华的婺州窑
属唐代名窑。现在没专人研究，你想不
想试试？ ”雷国强欣然接受了。

寻宝

憧憬满满的雷国强没想到， 这个
婺州窑有点受冷落。 在检索大量历史
文献后，雷国强只在陆羽的《茶经》和
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上找到了零
星记载，近现代更只有一本小册子，之
后便是一片空白。

没有现成资料，那就用“脚”做研
究！ 雷国强祭出昔日的法宝———一顶
草帽，一把锄头，一个蛇皮袋，开始了
他的田野考察。 古人建造窑场通常需
要三大条件： 首先山上要产瓷土和有
充足的松木，便于原料和燃料的开采；
其次附近要有河流，便于产品的外运；
再其次山地要有一定的坡度， 适合建
造窑口。所以，武义县熟溪河两岸所有
符合这些条件的地方， 他都探寻了一
遍。

2012年初夏，雷国强来到草马湖
村明皇寺附近。他发现，寺庙边上的围
墙全都用匣钵（装烧瓷器的窑具）砌
成。直觉告诉雷国强，这附近肯定有规
模不小的窑址。 雷国强立刻找来几位
村民询问， 村民指着东北方向的山头
说：“那边有很多这样的破砖， 害得我
们不能开垦种地，便拿来砌墙用了。 ”

雷国强心急如焚地跑到山上一
看，眼前的场景让他惊呆了：10多个窑
洞静静地躺在那里，混杂着整摞残器、
瓷片、匣钵的堆积层足有几米之高，周
边长满了野生的桑树和毛竹， 仿佛已
在此守候了千百年。 雷国强随即找到
地方文物部门，把整个窑址保护起来，
经断代认定，这是一个元代民窑。

就这样一个一个找下去， 雷国强
在武义县找到的窑址已有30多个。 因
为经常上山下乡，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知道县里有个雷老师， 专门收旧的瓶
瓶罐罐，“武义马未都” 的名声也不胫
而走。

有一次，某建筑工地上，工人打地

基时意外挖出几件陶器。雷国强一看，这
是一套粉砂岩黏土烧制的冥器， 上面分
别刻着“饭”“酒”等字，其中一件还有茶
叶的图纹。 雷国强惊喜地告诉工人们：

“古人讲究视死如生，生前用什么，死后
就陪葬什么。 这几样东西是三国两晋时
期的， 这就证明在那个时候我们武义人
就已经有饮茶的习俗啦。 ”后来，他把这
一发现写进了《武义茶文化》一书。

如今， 雷国强收藏有婺州窑器500
多件，龙泉窑器100多件，各式香炉和茶
盏400多件。 按照他的话来说，已经足够
装备一个县级规模的博物馆了。

最让雷国强爱不释手的一类藏品，
是婺州窑的堆塑像。堆塑像造型写实，能
够直观地展现古人斗鸡、驯象、出葬等文
化景象，符合他“从古代社会生活史的角
度研究陶瓷品”的收藏观。

其中一件宋代“天官赐福”更是雷国
强的镇宅之宝。 这尊瓷像是由窑工手工
随形捏塑而成， 其人物五官以及服饰皱
褶等细节则用竹刀精心刻划， 线条写实
洗练，造型生动准确，神态典雅大方。 据
考证，这尊“天官赐福”像严格按照宋朝
官员的首服、袍衫、革带、佩鱼制度堆塑
而成， 是国内第5件见证宋朝文官服饰
制度的实物。

传道

雷国强当过老师、校长，现在是教科
所所长。有人质疑，一个教育工作者搞收
藏是否是不务正业？

雷国强说， 一个普通教师不一定有
深厚的文化积累， 但一个有文化底蕴的
老师一定是学生喜欢的老师。他搞收藏，
全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 没有耽误正常
的教育教学。 到了如今收藏和研究都小
有所成的阶段， 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开始
了一场新的文化播种。

武义县邵宅小学是一所农村完小。
这所农村完小里到处充盈着婺州窑的文
化韵味。 走廊、教室、楼梯上随处可见婺
州窑的照片和图说， 在体验教室里，教
师、 学生可以私人烧制个性化的陶、瓷
器。 原来， 学校附近就有一个婺州窑遗
址，近5年来，在雷国强的全程指导下，
学校开发了婺州窑陶艺课程， 让学生了
解身边的乡土文化，感受婺窑之美。

教师胡旭阳告诉记者， 陶艺课仿佛
有一种魔力， 平日里好动的学生都能静
下心来制作陶器， 特别是雷国强来讲课

的时候，学生就像过节一样兴奋。学生尚
晓晚则在日记中把自己比喻成瓷土：“像
它一样默默奉献着，平凡而伟大。 ”

在雷国强的教科研字典里，“乡土文
化”始终处在最显眼的位置。 在手把手指
导两所婺州窑特色学校之外，雷国强还给
许多学校的文化建设打开了思路，如金穗
民族中学的畲族文化建设、古竹小学的竹
文化建设、实验小学的书法特色等。

雷国强已经带出了一批爱研究、会
研究的“徒弟”。 王宅小学副校长雷春伟
说，他从雷国强身上学到了严谨、求真、
善思的治学品格和方法， 现在已经能主
持研究省重点课题， 还在学校里组织了
农村青年教师国学研习班。

2014年，婺州窑被正式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雷国强多年的
心愿得以实现。 他本人也在这样的痴迷
中受益匪浅。 他曾多次走进浙江师范大
学、南京艺术学院、金华教育学院等大学
课堂，与师生们交流收藏和研究的快乐。
历年来，他在《收藏》《东方收藏》《文物天
地》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提出的
婺州珠光青瓷、 婺州天目等学术观点与
概念引起古陶瓷研究界的广泛关注。 他
编写的 《婺州窑韵》 第一次对婺州窑进
行了全景式的研
究和展示 ， 中
国 古陶 瓷 研
究会名誉会
长张浦生评
价说， 这填
补了婺州窑
研 究 的 学
术空白。

陈灿聪： 美术教师的烟斗梦

广东省雷州市在古时因其偏僻荒
凉，多为朝廷流放谪戍罪臣之所。雷州
至今交通仍旧不便， 而近年来， 钱文
忠、崔永元等名人不远千里，专程来雷
州市拜访该市二中美术教师陈灿聪。

手工烟斗是让陈灿聪与钱文忠、
崔永元、汪涵等名人结缘的“媒人”。正
是靠着坚持手工制作烟斗， 在工艺上
精益求精， 并将技术毫不保留地向大
学生等群体传授， 陈灿聪获得崔永元
等人的欣赏。 崔永元评价说：“中国需
要像陈灿聪这样手工传承文化的人。”

艰难求技不惜低三下四

如今， 在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手
作”工作室里，经常可以看到陈灿聪手
把手教学生们如何手工制作烟斗。

而在15年前，刚刚接触手工烟斗

制作的陈灿聪苦于学艺无门，“弯了很
多腰，受了很多罪”。

1997年，陈灿聪从岭南师院的前
身湛江师院美术专业毕业后， 成了雷
州市二中一名美术教师， 他还在当地
办了一家美术培训班，生活相当滋润，
有钱有闲。

但在2000年，一支手工烟斗让陈
灿聪爱不释手。 烟斗斗钵闪烁着水波
般的木质纹理， 牛角做的烟杆如玉石
般滑润， 树脂打磨的烟嘴线条柔顺光
亮，但近千元价格让他大吃一惊。 陈
灿聪这才了解到，国内手工烟斗制作
还处于萌芽阶段，且用料稀贵，主要
靠进口，因此价格昂贵。

陈灿聪咬着牙买了这支烟斗，
随后他又买了几支， 经济上逐渐负
担不起， 但他已对这个小玩意上了
瘾，一天不把玩一两个小时，就感觉

心里面空荡荡的。
陈灿聪迷上了制作手工烟斗，他

想找师傅来学， 但国内只有极少人掌
握技术，他们把技术当做“传家宝”一
样藏着。 陈灿聪多次不远千里上门讨
教，但均被拒绝。

怎么办？ 陈灿聪说自己当时就像
猎犬一样， “闻” 到哪有烟斗的味
儿， 就跑到哪儿去学。 虽然绝大多数
时间是被轰出去， 但他慢慢发现， 互
联网上的烟斗论坛上有些做烟斗的入
门知识， 一些“老烟民” 对做烟斗也
懂些皮毛， 卖烟斗的商人对手工烟斗
的选材用材也能说出个一二。 为此，
他经常跟这些人接触。 当时他一个月
工资才三四百元， 却经常咬牙买上千
元的烟斗， 就为换取商家几句烟斗选
材用材的秘密。

为练技法手脚常被锉出血

陈灿聪说， 自己的右手和双脚用
过一千多张创可贴。

那是自2003年开始， 对做烟斗
一窍不通的他花6块钱买把木锉后，
就先用破板凳的凳腿练习做烟斗。

没其他工具， 他只好用双脚当钳
子夹住木料， 用右手扶住木料， 用左
手拿木锉去锉， 稍不小心， 他就会锉
伤右手和双脚。 他贴上创可贴后， 忍
着疼继续锉。 每天兴致一来， 他就锉
一两小时。

2009年7月， 国内对手工烟斗的
收藏潮逐渐兴起。 陈灿聪决定在制作

烟斗上投入更多精力。 为此， 陈灿聪把
每年已能获利10多万元的美术培训室
转让给朋友。 此前， 他在网上一直力挺
国内烟斗师， 主张鼓励他们成长， 谁把
国内烟斗师骂得一无是处， 他就去反驳
谁。 时间长了， 天津一位烟斗师和他结
下友谊。 这位烟斗师专程赶来雷州， 手
把手地教陈灿聪做烟斗。

在专业烟斗师的指导下， 陈灿聪买
来了车床等工具， 在家中废寝忘食地练
习做烟斗。

那段时间， 除了吃饭， 他每天从早
上七点钟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 原来
一直没人教的东西总算有人教了， 陈灿
聪兴奋异常。 短短一段时间， 陈灿聪就
学会了如何使用专业工具制作出一个完
整的烟斗。

随着手艺日益精湛， 陈灿聪也完全
沉迷在烟斗的世界中。 除了吃饭、 睡
觉、 上课以及必不可少活动外， 他把一
切时间精力都放在做手工烟斗上， 最长
时曾一周没下过楼。

陈灿聪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市场的认
可。 到了2009年12月， 他制作的烟斗
已经能卖到1000多元， 此后还一路攀
升。 也是在那个月， 第一届中国烟斗展
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 在展会上， 陈灿
聪向国际烟斗制作大师汤姆·艾尔唐等
人虚心求教， 收获了很多制作精美实用
的烟斗的技巧。

2014年， 陈灿聪再次和艾尔唐相
见。那一次，陈灿聪作为第一个来自中国
的烟斗师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第十
九届国际烟斗展，会上，艾尔唐对陈灿聪
制作的烟斗称赞不绝。

精心传艺分文不取

“钱文忠、崔永元等很多人是因为烟
斗，才知道雷州这个地方。”陈灿聪说，他
有更大的野心，“我的梦想是让雷州烟斗

成为宜兴紫砂壶一样的标志， 让大家一
说起手工烟斗，就想起雷州。 ”

陈灿聪很清楚， 靠自己不可能实现
这个梦想。 为此， 他创办了雷州烟斗部
落，如今，该团体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手工
烟斗制作团体之一。 其中大部分成员都
是雷州市二中的美术教师， 他们的烟斗
制作技术基本都是跟陈灿聪学的。

陈经何是陈灿聪第一个徒弟。 2010
年初，当陈灿聪想要收陈经何为徒时，遭
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说，同行是冤家，你学技术那
么难， 花了那么多金钱精力， 刚有点起
色，怎么能去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呢？ ”
陈灿聪考虑再三， 认为国内手工烟斗市
场主要是被国外品牌所占据， 国内烟斗
师要想打响民族品牌，就必须抱团发展，
这样才能共赢。“国内市场很大，我自己
一年也只能做70多支。 振兴国内手工烟
斗行业，需要更多的烟斗师。”陈灿聪说。

下定决心后， 他毫无保留地向陈经
何等徒弟传授技术， 甚至连如何卖烟斗
这样的商业机密都倾囊相授。

为共同将雷州宣传出去， 部落里的
每个成员都有一个“雷” 字开头的称
号， 如陈灿聪的称号就是“雷州陈”。
陈灿聪还带领雷州烟斗部落成员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 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期
间， 部落成员捐赠5支烟斗， 共拍得8
万多元捐给灾区。

陈灿聪的故事受到母校岭南师院院
长罗海鸥的关注和赞赏。 在罗海鸥的支
持下， 岭南师院聘陈灿聪为该校客座教
授，为其开设了“岭南手作”工作室。

在陈灿聪看来， 将艺术专业的大学
生引入手工制作烟斗行业， 有助于两者
共赢。 他说， 大学生的知识涵养将为手
工烟斗制作带来更多的艺术活力， 而大
学生也可以将知识与实践结合， 领会传
统的工匠精神。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民间科学家的
自我修养
■高毅哲

这几天有一位叫廖凯原的先生因为
他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理论，在网络
世界掀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我看了一下
这位先生的代表性论文， 因为学识有限，
我无法完整流利地读出他的论文扉页的
提要，遑论准确理解提要以及论文全部内
容， 所以看到一些网友对这位先生的批
评，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去讨论这些批
评的对与错。对这位先生的论文引起的一
些风波，也只好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陆家羲身世悲惨。 他生活的颠沛流
离、 清贫寂寞暂不多说， 就是在他视为
精神支柱的学术研究上， 他也经受了命
运残忍的折磨。 他对数学史上有名的
“寇克满问题”， 早在1965年就已成功解
答，当时却无处发表论文，最终这一荣誉
被外国数学家摘走。 1981年，他凭借《关
于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研究》系
列文章终于获得国际声誉。 1983年10月，
陆家羲作为唯一被特邀的中学教师参加
了在武汉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数学会年
会，还做了工作报告。 所有人都认为，他
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但是，就在从武
汉回到包头的当天夜里，48岁的他心脏
病突发，猝然离世。

这里重提陆家羲， 重点并不是因为
他有着悲剧的人生， 而是在他身上， 有
着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科学家应该具有的
科学素质———扎实的基础知识、 严谨的
逻辑思维、 有效的证明工具。 而这些，
恰恰是绝大多数“民科” 欠缺的， 或者
是即便欠缺也不自知， 甚至是被人指出
后还坚决不承认的。

陆家羲22岁时对数学产生浓厚兴
趣， 为了弥补知识的匮乏， 他辞去工厂
工作， 考入吉林师范大学 （现东北师范
大学） 物理系。 大学4年期间， 他接受
了系统的物理基础知识和数学知识训
练， 即便日后他基本没有在专职科研岗
位上工作过， 在业余攻关中， 他也可以
按照严密的数学逻辑开展研究。 很多
“民科” 之所以有动辄推翻相对论、 热
力学定律的“勇气”， 之所以有动辄重
构自然世界基础理论体系的“智慧”，
之所以在自己错误百出的研究逻辑面前
坚信不疑， 大体上， 是他们从来没真正
感受过严谨深刻的科学论证到底能给人
带来怎么样的心灵震撼。

真正的科学不分民间和官方， 真正
的科学属于全人类。 事实上， 民科的活
跃程度， 正是判断一个国家生机活力的
重要标志之一。 前提是， 所有声称热爱
科学的人， 所有声称在为拓展人类知识
边缘做出努力的人， 请先真正了解科学，
尊重科学。

这， 也应该是一个民间科学家的自
我修养。

▲引发风波的论文 （扉页）

但是这位先生有一点倒是毋庸置疑
的， 就是在他诸多的社会身份以外， 还
可以归于民间科学家 （简称“民科”）
这一类社会群体。 由这位先生所受的质
疑和“民科” 这一群体出发， 我想到了
一个人———陆家羲。

陆家羲应该是中国最货真价实的民
间科学家。 生于1935年的陆家羲在五金
行做过学徒， 在哈尔滨电机厂当过工
人， 在包头钢铁学院当过不到一年的助
教———这也是他一生中和专职的科研工
作最接近的一个岗位了———他长期在包
头市的几所中学教物理， 所以他拥有的
最长时间的头衔是中学物理教师。

而他拥有的最耀眼的头衔， 则是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 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是中国最重量级的科学奖
项， 有着极为严苛的评审程序， 许多年
份， 这一奖项宁愿空缺， 也绝不轻易授
出。 1987年， 陆家羲凭借数学论文 《关
于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研究》，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那时， 他
已经去世4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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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盾

雷州市二中美术教师陈灿聪在制作烟斗

■本报记者 蒋亦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雷国强和他的藏品

雷
国
强
收
藏
的
宋
代
婺
州
窑
瓷
像
蹝天
官
赐
福
蹞

陈灿聪烟斗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