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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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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匠人 匠人匠心，便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书中讲述的是匠人的故事，是器物的故事，但是更多的是想传递出一种精
神，一种生活方式：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匠人，
他们可能是孤独的，是枯燥乏味的，但是不慢待每一分钟，不辜负时间，投入自己
热爱的事，不辜负生活。不负，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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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里间的陈设相对个人
化，也更为古朴，大到家具小到茶
具，或做或修，都有邓彬亲自动手的
痕迹。

一进门左手边是一个看上去有
些年头儿的竹制书架，也出自他手：
四条腿用的是农夫的锄头柄，横档
是夏天用来隔蚊帐的竹围，侧山用
香妃竹，层板则是拆了一个老柜
子。材料都不昂贵，但凑齐却花了3
年时间，之所以寻老料，是因为独爱
这样的岁月痕迹，经年之美。

工作室里有整整一面墙，是在
普通办公室常见的那种放档案文件
的铁皮柜子，应是学校的公共财产，
和整体的气场略显不合，但里面放
的却是金缮后的器物。数量有几十
件，有些虽曾在邓彬的微博和报道
中见过，但实物总能更显物件原本
的光泽和存在感，因此也更为惊艳。

金缮的部分因器物本身的不
同，所呈现的美感也风格各异：深色
碗盏上黏合碎裂的金线，像是划破
黑夜的闪电；浅色杯碟上的金线，像
是在阳光照射下变成金色的流淌着
的小河；杯口碗口的补缺，多是不规
则的半圆形，和黏合裂缝的线条组
合在一起，像是漂浮的荷叶。一件
件看过来，似乎在邓彬的手中，将

“金”用在对任何材质的修缮上，都
丝毫不显违和。

工作室另一侧的工作台下，尽
是没有拆封的快递包裹，粗粗数下

来得有数十件，都是些等待他金缮
的物件。“如果不是做金缮，恐怕不
会有如此多的好东西在手上停留这
么久。”邓彬说，这就是金缮给他带
来的附赠品之一：可以在修缮的一
个月左右时间里，对好器物细细端
详，鉴赏力自然日益增长。

请邓彬用金缮修复的绝大多数
是茶器，茶盏、茶壶、公道杯等等。
他说，金缮较修复古代家具和版画
让他得到更多的回应，和茶文化在
现今的热度密不可分，可见手艺也
还是要和更多人的生活发生关联才
能更好地存活。毕竟不是谁都有古
董家具，但好一点儿的碗盏、茶具总
还是会用到的。当然，金缮传递的
这种现代审美可以在现今被我们的
文化接纳而没有隔阂，也还是审美
多元化的结果。

工作室的一张明式的榉木八仙
桌是邓彬几次厚着脸皮求朋友让给
他的。第一次见到这张桌子是在邓
彬朋友的新家中，虽然有残缺，但是
这样优秀的圆包圆榉木桌实在不多
见。当时邓彬就请朋友让给他，但
是朋友也喜欢，没舍得。过了一段
时间，邓彬再次央求，朋友实在熬不
住才答应给他。这张桌子的桌面有
条宽大的裂缝，用生漆填充成了黑
色，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流淌着的大
河，平添几分粗犷之美。邓彬说，入
手这张老桌时它的状况很糟糕，整
个桌面起伏变形，弯曲得像是大海
的波浪。矫正平整后，裂缝就存了
下来。按照他以往修复家具的方
式，应是找来年份差不多的榉木，填
补时以尽可能接近原貌为好。但就
是因为接触金缮，改变了他面对残
缺的态度，于是选择用大漆，反而使
伤口更加突显，并以此为美。

对于家具修复，邓彬已经有六
七年的经验。因喜爱家具，对他来
说，修复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用以研
究家具的极好的切入点。通过对家
具的拆卸，能开辟一条揣摩的路径，
是为了让自己理解得更深、更快。

“家具修复中有大量的工艺与大漆
相关，如果不去研究漆艺，在研究家
具的路上就会留下很多空白点。”

邓彬与金缮结缘于2013年，那
时他偶然看到大英博物馆展出的一
件经金缮工艺修复的南宋龙泉窑花
瓶，深深为其精妙而惊叹。“我觉得
很酷，一下就被吸引了，所以下定决
心要去钻研金缮这门手艺。”

不在中国的漆艺

金缮，从字面上来说就是以金
修缮，用天然的大漆黏合瓷器的碎
片或填充缺口，再将漆的表面敷以
金粉或者贴上金箔。器物的伤口上
像是熔了些许的金子，有缺陷的部
分被突出，但并不突兀，甚至还会为
原先的器物增色不少。

这门手艺的出现是基于对残缺
的崇拜，用金，也就是最贵重之物修
补残缺，意在表达一种面对不完美
时的姿态，坦然接受，精心修缮，而
并非试图掩盖。

它是日本的传统手工艺，我们
发现它却是在无锡，对于并非无锡
人的邓彬来说，似乎这个有着浓厚
江南文化底蕴的地方，更适合于这
门手艺的精益求精，也更适合他其
他手艺的自由生长。邓彬说：“江
南传统的积淀在这里体现得很明
显，而且随处可以见到古代文化的
痕迹，这里的土壤对我有很大影
响，让我有空间可以做自己真正想
做的东西。”

金缮在本质上属于漆艺的范
畴。正因为这样，也有一说将它认
祖归宗在漆艺的源头——中国。
实际上，我国用以修补陶瓷的传统
方法是锔钉，所谓“没有金刚钻，别
揽瓷器活儿”，讲的就是这种手
艺。锔活儿也分粗活细活，一类是
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挑着担子吆喝
着上门修补破损的碗碟，是为节俭
而不追求美观，工艺略显粗糙，但肯
定耐用。 (连载6)

今年国庆长假，媳妇突然心血来潮
要带孩子自驾去河南玩，虽然知道高速
会堵，但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开车出发。
果不其然，天还没亮就从滨海新区上了
高速，还没出天津界就堵了，而且是严
严实实那种，看过爱乐之城的都知道，
就差大家一起跳大舞了。不一会儿，前
后左右车上的人都开门下来，有的翘首
观望，有的活动筋骨。

我后面的车是一辆崭新的轿车，驾
驶员下车使劲按着前机盖，看起来前机
盖盖不严的样子。我没摸过这牌子的
车，怕越帮越忙不敢上前，这时候从车
后转出一位带着两个小孩的老大爷，俯
身到驾驶室不知动了一下哪个开关，前
机盖终于能关上了，驾驶员一边拍脑袋
一边对大爷千恩万谢。

因为我们也带着孩子，很快我家孩
子和大爷带的两个孩子就玩到了一块
儿，我也和大爷聊起来。大爷老家河北
衡水，儿子一家在天津开发区上班，前些
日子老两口过来看看孙子孙女，国庆放
假儿子儿媳妇开车送他们回家。大爷说
着指了指后面不远处的大号商务车。

“您怎么给他的前机盖弄好的？”我问
大爷，大爷笑着刚要解释，只听前面喊：

“能走啦！”所有人赶紧跑回自己的车，
发动汽车随大流前进。结果我到现在都
不知道大爷到底是怎么弄好机盖的。

堵车是大城市病的一部分，环球皆然，
美国日本法国等等发达国家也是经常各
种堵车，尤以节假日为甚。导航软件提醒
我前方还有拥堵，很快，车流很快又停了
下来。不一会儿，人们又开始下车休息。

这回跟在我们后面的车已经换成
了一辆SUV，车上下来一对中年夫妇，
妻子牵着一条狗。我家孩子喜欢小动
物，过去就要摸，被我喝止。女人赶紧
解释自己的狗不咬人，并主动安抚着自
己的狗让孩子摸。媳妇和女人攀谈，得
知这两口子都是河南人，在塘沽做生
意，得知我们要去河南玩热情地给我们
推荐了一堆景点。

经过这一段，堵车终于不再那么严
重，因为与这些人的相遇，等待的时间
也变得不那么难熬，一点点的善意都会
让人一路上心情舒畅。我想，他们应该
也是同样感觉吧。

这是1924年，乔治·马洛里回答《纽
约时报》为什么要攀登珠峰的答案，这句
简短却掷地有声的句子在随后的日子里
迅速风靡，成为世界登山爱好者所追捧
的金句。它的影响力不亚于凯撒大帝的
那句“我来了，我看到，我征服”的力量。
这是人类对于自然的野心勃勃，这是勇
敢者无所畏惧的选择。

20亿年前的喜马拉雅地区还是一片
汪洋大海，在随后地质运动的漫长岁月
里，印澳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形成
了脚下被称作“高大陆”的青藏高原与这
条世界上最伟岸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
的制高点——珠穆朗玛峰是很多人梦想
的极致。生命禁区中，死亡是无法回避
的事情，于我而言，死亡似乎距离我太遥
远。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如此奇妙，越是
你毫不在意不懂珍惜的时候，它越是会
突然变成一位严肃的老师，真实地给你
上一节终生难忘的课。

现在回想那个日子，我依旧心有余
悸。闭上眼，冰雨，星点的灯光在眼前茫
然地晃来晃去。冰雹把脸颊打得生疼，
一只没有知觉的手拄着借来的登山杖，
机械地迈着步子，我恨不得扔掉平时视
若珍宝的相机来减轻重量。耳边只剩下
咆哮的河水和踏上碎石的声音。对，就
是这个夜，喧闹得让我分不清现实与幻
境，寂静得让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从大本营到帐篷营地的路只有五公
里，天色渐晚。与城市的夜不同，游离文
明之外的地方的夜，只有纯粹的黑，像是
黑洞一样让现在与未来无法逃逸。雨愈
发的大了，脚下渐渐出现了些小河流，水
浅的地方尚能涉水，深的地方则用登山
杖探测水深铺石而过。这时候我才意识

到，我迷失了方向。开始下起冰雹，黄豆
粒大小的冰雹砸的我无暇顾及到一切。
我边走向外边打求救信号，不久，远处打
回了信号，那一点微不足道的亮光，让我
欣喜不已，有光就有了希望。我用尽最
后的力气头脑空白地向那希望奔去。那
希望忽闪忽闪的，好像会随时飘走，终
于，还是飘走了。

一切又回到了深邃的夜，我站在一个
漫无边际的大水塘面前，道路被阻断无法
前行。那一刻，恐惧随着咆哮的河水猝
不及防地滚滚袭来，下雨，迷失，失温，体
力的耗尽，骤降的气温，粗重的喘息。

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面对突如其
来的死亡，我本以为我会恚愤的咒念与
悲伤，但事实是，素日杂乱生活的片段从
我脑海中像是过电影般的飞速而过，我
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平静。我突然开始对
过去的很多事情有些忏悔。曾经执着的
痛苦的迷茫的恐惧的很多事，现在想来
都是那么可笑，随着生命的消失，那些事
也随之灰飞烟灭的失去了意义。

直到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在

面对那个我无法跨越的大水塘时许过的
愿望——如果能够平安度过今晚，在今
后的日子里，一定不留遗憾地过好生命
中我能把握的每一时刻。

后来，获救，我平安地回归了生活，
只是生活态度与以前不那么相同。但心
中知道，我从未食言，只是想淋漓尽致地
度过我能把握住的每一天，这一切都只
跟随我心中所想。只为不在遗憾中浑浑
噩噩地度过仅有一次如此珍贵的生命。

人太过渺小，渺小到沧海一粟都算
不上。于是，寄希望用不断征服来证明
自己的伟大，当我们跨越一座座横亘在
眼前的高山大海，终于站在了世界之巅，
我们所征服的真是高深莫测的自然吗？
我想不是。我们只是征服了曾经那个怯
懦并不勇于挑战的自己，仅此而已。

珠峰的那一夜遇险让我学会了很多
事情，想做的立即去做，要割舍的立刻舍
弃，对生活与自然充满敬畏和感激，能够
开心快乐的一直生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事情。至少，是我在生活这条道路上不
断前行的意义。

“如欲色然”是《日知录》卷六中的一则，翻译成现
代汉语，就是像欲望情色那样。人皆有好色之心，这是
人的本性使然，并非道学家认为的应该加以严禁。但
是顾炎武先生将欲色作了一个很强大的比喻——“‘人
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
父母，则其诚无以加矣。”假如像思慕年轻美丽的女子
之心，去思慕父母亲，这样的诚意，便无以复加了。

将欲色作比喻，其实并不是从顾炎武开始的。孔
夫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比色于德最
典型的例子。有不少画家称自己是“好色之徒”，不仅
仅是调侃，也蕴含着对事业的执着。古人有解释，所
谓欲色，犹如欲见父母的神色，十分迫切。这里的好
色，用以形容事物的极致，已经超越原文的范畴。

孔夫子觉得没有见到好德犹如好色者，体现了他
对人性好德容易不及、容易衰退的焦虑。好德与好色
都出自人的本能。德，即仁义礼智信；色，可以理解为
名利、地位、财富、美色。好德不容易抵达理想的境地，
好色的欲望却常常会越过理智的防线。好色出于诚，
人的好德之诚，往往不如好色之诚。顾炎武主张孝敬
父母之诚，要像好色之诚那样，这确实提出了一个很高
的情感标准。看起来是柔性的，却如此令人警醒。

《日知录》卷六，还有“以养父母日严”一则。“故亲
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这句话引自《孝经·圣
治》。日严，指的是与日俱进。一个人的亲爱之心，是
在父母膝下玩耍时就滋生出来了，因为父母的养育，
他渐渐长大，便对父母一日一日地尊敬起来。用现代
人的观念来理解，一个人传承了父母的血肉基因，天
生就会有依赖心，随着年岁的增长，知道一把屎一把
尿的不容易，对父母的情感就慢慢从爱转变成敬，懂
得嘘寒问暖，敬扶持之。顾炎武先生特意引用了《诗
经》中的一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将敬
爱演绎得无比生动。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在新文化运动时，有人
提出‘非孝’的理论来，反对中国传统所讲的孝道。因
为父母也不是自由自主要生一个我，要生男生女都不
知，究竟能不能生一个子女也不知，而偶然地生下一
个我来，我和父母之间便可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话究竟讲得通，还是讲不通？……就你一分良心，
要报答父母养育，就该有孝道。中国人很重‘报本’，
亦即是‘报恩’。父母对我们有恩，我该报。不仅在父
母生前，死后还有祭，这是表示我自己一番情意。父
母已死，我的祭，究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不管。我
只自尽我心。祭父母、祭祖宗，乃至祭天地，皆是我这
一番报本报恩之心而已。禽兽无此心，人性与禽兽性
不同，因此人道也与禽道兽道不同。”读了这番话，我
们对“如欲色然”就容易理解了。

《日知录》卷六，与“以养父母日严”并列，还有一
则“博爱”：“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左右就养无
方，谓之博爱。”博爱，是人对人的一种情感态度，指广
泛地爱一切人。顾炎武先生认为，儒学的本旨，“其行
在孝悌忠信”。孝是放在首位的。如果连自己的父母
亲都不孝，怎么会博爱呢？所以，应该“以慕少艾之心
而慕父母”。

笑对堵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