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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华松：1930 年
出生，1950 年进国营
湘潭锰矿，历任碾工、
记工员，1981 年行政
19 级材料员病退。

国营工厂

评刊、
提供线索、
投稿，
可发短信（18673167328）
发邮件（368734047@qq.com），或者新浪微博（@湖湘地理）给我们。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湘潭锰矿的更多内容

美食往事

▶锰矿冶炼厂的工业设备。

擂钵响，
和渣香

▼锰矿铁路专线火车，主要用来
运输生产原料和对外销售的产品。

国营工厂
湘潭锰矿位于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
始建于1913年。储量极为充沛、
锰矿品
质极优，
历经商办、
官办、
日军采掠的颠沛
流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国营矿山
随之建立。1950年，
我就入职湘潭锰矿，
直到1981年病退，
31年时间里，
我的事业
与青春都在湘潭锰矿，
作为百年沧桑的
“中国锰都”
的一分子，
我为这段职业生涯
而骄傲而自豪。回望消散在岁月深处的
湘潭锰矿，
不是伤感的缅怀，
而是致敬从
前的光辉岁月。
文、
供图/陈波

刚进湘潭锰矿，
要推三百斤碾子碾矿石
锰矿上班伊始，
每天下班后就想睡觉

材料分类管理目录，
被重工业部在下属矿山工厂推广

湘潭锰矿的发现，
始于 1913 年湘潭上五都锰矿的探明。在
发现湘潭上五都锰矿之前，我国的地质工作者已先后在湖北兴
国州和湖南的安仁、
常宁、
耒阳等地探测发现了锰矿石资源。但
这些地方的锰矿石资源品位都不高，且分布不集中。而根据勘
测，湘潭上五都的锰矿石资源分布集中，而且品位高。因此，上
五都锰矿石的探明，
给当时国内的煤铁冶炼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矿山随之建立。从 1950 年
到 1980 年，矿山先后进行了三次扩建，使得矿山生产由露天开
采氧化锰，转为坑下开采碳酸锰；由手工作业，发展为机械化生
产；由单一产品，发展为具有采矿、选矿、烧结、冶炼、制粉、电解
金属锰等多品种生产的综合性冶金联合企业。
我是 1950 年，一个远房亲戚介绍我去湘潭锰矿的。远房
亲戚跟湘潭锰矿下属的锰粉厂厂长李洪林从前是同事。李洪
林问我，你是读过书的人，怎么愿意来锰粉厂做苦力？当时虽
然锰矿规模世界第一，但都是手工操作。像锰粉厂的锰矿石，
靠人力两人往返推动三百多斤重的碾子，把锰矿石碾压成锰
粉。我初中肄业，当时算是个读过书的人，我年轻不信邪，再苦
再难的工作都敢做。当时碾工都来自于农村，但他们中的大部
分人都坚持不了。而我原是一个资本家少爷，他们根本不相信
我能做得了这个事。
参加工作后，每天一个班下来，全身上下，包括鼻孔耳朵都
是黑色的锰粉。沉重的劳动，让我每天下班后就想睡觉。常常
是胡乱扒两口饭，澡也没洗，倒头就睡。过了一个礼拜，李洪林
问我吃得消不，我咬牙点头。又过了几个月，因为我工作吃得
苦，霸得蛮，又认真，加上我在当时文盲占百分之八十的工人
里，算是有文化的，所以李洪林调我做记工员。
记工员的工作是考勤，早中晚去车间和工地，看工人是不
是按时上下班，并登记在考勤表上。中间也去车间工地巡查，
看有没有工人脱岗。记工员比碾工舒服一万倍，我很是心满
意足。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手工生产的湘潭锰矿已经不能
满足各大钢铁企业产能的需求。锰矿决定机械化生产。
当时长沙就有两家工厂生产雷蒙机（矿石粉碎机）。经过
调研考察，1951 年，湖南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任石龙，选择了
长沙一家工厂的雷蒙机，从此锰粉厂开始进入了机械化时
代。在大大提高产能的同时，也把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
放出来。1954 年又购买了选矿机和洗矿机。这个时候开
始，
锰粉厂的生产从作坊式手工迭代到机械化。
上世纪 50 年代初，锰矿传出矿产资源枯竭。为了解
决矿工的生计，当时还调出一千多人去武汉钢铁公司工
作。剩下的人，每天都惶恐不安。冶金工业部地质局湖
南分局 901 队在 1954 年组织了首次碳酸锰矿床勘探，并提
交了《湘潭锰矿地质勘探报告》：
“ 共获工业储量 907.5 万
吨”
“ 远景储量 164.8 万吨”，刷新了此前对湘潭锰矿蕴藏
量的预测，
“ 中国锰都”的声名也就此而起。锰矿此后又
是勃勃生机。
随着技术进步，机械化的进行，之前的生产和管理模

式都需要相应的变革。以前锰粉厂没有自己的材料库，原
料、五金工具，以及低值易耗品，都要去几里路远的矿部仓
库领取。这样既麻烦，又影响生产，任石龙工程师让我组
建锰粉厂自己的材料库。
由于我看得见的工作业绩，我被矿部材料科魏科长看
中，他问我愿意去矿材料科不，我当然愿意，人往高处走
嘛。当时矿部有几间仓库，几百种材料，但分类管理不规
范。我跟魏科长提议，是不是按材料种类，分门别类存放
保管和登账。魏科长是从前湖南省第二特矿处的老资格
材料员，他说自己一直都有分类管理的想法，因为种种原
因没有实现。他非常支持我对材料分类管理。在他的支
持和指导下，我将材料分成五金、低值易耗品、机械配件、
电工材料和包装物几个大类存放，并建立材料分类管理目
录。不久重工业部工作组来矿检查工作。他们发现了我
编制的材料分类管理目录，很感兴趣。回到重工业部后，
他们将我的材料分类管理目录稍加调整，在重工业部下属
各矿山工厂推广。这个算是我在锰矿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在矿部上夜校，
买不起手电需摸黑走五六里山路
从前我们国家普遍文化程度很低。在工业企业中，化
工和机械行业里的工人，文化程度比较高一点，也就初小
毕业而已。锰矿工人里，文盲估计有百分之八十。为了提
高矿工的文化素质，1954 年，矿里招聘了十几个中学毕业
生，开办了工人夜校，以此提高矿工的文化水平，适应机械
化生产的需要。当时我报名初中班。我们 4 个同学需要从
冷水村到颜家村的矿本部上课。锰矿都是山路，天黑看不
清路。那时一支几块钱的手电筒，对于我们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所以大家每天摸黑，走五六里山路去上夜校。这

事让工区刘书记知道了。他在工区的公款里，批准几块
钱，给我们买了一支手电筒。
那时我们年轻,我们 4 个玩得好的同事,都是二十岁上
下，每天晚上打牌到十一二点钟，那时不像现在有外卖、泡
面，肚子饿了怎么办？食堂的大师傅姓曾，长得高高大
大。他每天晚饭时，特意多做一点，留在碗柜里。等我们
十一二点，打开碗柜，不是一碗肉汤、几个鸡蛋给我们煮
面，就是晚饭时，留给我们的剩饭剩菜。曾师傅从来不说，
我们心照不宣。曾师傅对我们的温情，一直温暖我。

溪客行（三十一）

铜官：
中晚唐的打卡圣地充满人间烟火
我理想中的小镇，景致也是重要的，无需浓墨重彩、令
人惊艳，却有着诗一般说不出的妙，清新隽永，让你魂归故
里；我心目中的小镇，应该是由各种可爱的人物构成，他们
像熟悉的朋友，又守着各自的界，随处有人喊你吃饭加筷
子不添菜，当面有怼，背后也吐槽，却在招呼一声后，依然
为彼此笑呵呵站台和撑场子；我喜欢的小镇，须是有些历
史故事的，像一个耐人寻味的女子，神使鬼差偶读之，惊鸿
一瞥，但你一时却读不完她，心有叹息，目不斜视，脚步难
挪，从此想留下。这里有固执的理想坚守，也笼罩着挥不
去的人间烟火。
铜官，便是这样一个古镇。

前有因缘，
父亲在这里有未完成的事
小时候我是经过这里的，
或许缘分未到，
不曾停下过脚
步。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湘江边的古镇时，是因为一个
售楼专员的引领，让我感受到这湘江边、觉华山脚下的小
镇，
无论是自然景观，
还是人文历史，
都充满了神奇的魔力。
在湘江的西岸，
沿着潇湘大道一直往北，
经过黄桥大道，
就可以来到铜官。从橘子洲到这里，
距离大约30多公里。
当驱车走上限速 60 码的黄桥（同时也是一座闸）上，你
仿佛是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那各种天气下都美丽的云
朵，似天宫的宝物，吸引着你一直往前走。在黄桥上，左顾
可以看到觉华山，右盼可以看到麻潭山、书堂山，无论晴空
万里还是乌云密布，景色都极美。但桥上不可以停留的。
你只能把诸般胜景装在心里，
码在记忆里。
因为黄桥不能停留，我反而会常常来到铜官。我追寻
铜官灿烂的过去，走访它生动的今天。我还在这里拜了
师，想研习辉煌在中晚唐、驰名中外的长沙铜官窑最传统、
最基础的手艺，去更好地理解从前的历史与文化。神奇的
是，
“铜官窑传人”胡武强老先生告诉我，他和我的父亲竟
然是同一个祠堂。更神奇的是，我的父亲当年也被家里安
排拜了位蔡师傅，准备学习烧窑手艺，结果因为老师们继
续说服他读书而投身飞机发动机制造去了。

后有来者，
总有人在这里坚守与创新
每一次去铜官，我都会去两棵树那里打卡，那是曾经
的石渚河注入石渚湖，也注入湘江口的附近。这里曾经有

一个美丽的石渚湖和一个繁荣的“石渚草市”，一千多年
前，吸引了大量北下避乱的工匠，和国际贸易市场上的胡
商。承载着中晚唐五代文化与潭州经济发展最深刻印记
的长沙铜官窑产品，就在这里完成交易，被装载上帆船，沿
湘江，入洞庭，通长江，从扬州和广州两个港口出海，沿东
亚、东南亚、西亚三条航道去往世界各地的二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
从而开辟了一条闻名天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
与此同时，
岳麓山道林寺吸引了无数才子与学子的目光
与脚印，
而湖南本土的诗人们开始在唐诗王国里崭露头角，
禅宗在这里迅速发展，
远离战场、
重商主义让经济空前繁荣。
除了亲自见证我的拜师，86 岁的萧湘老师已经很难踏
足铜官了。要知道，
他曾以市文物考古队队长身份，
调查试
掘长沙铜官窑，
出土大量唐代瓷器及附丽于瓷器上的多品类
的诗书画及纪年物，
他认为铜官窑的文化遗存所见内涵，
可
与敦煌遗书所见互证，
更在
“黑石号”
沉船的打捞发现披露后
得到了印证。萧老始终认为，
汉唐文化在世界影响力深远，
而长沙铜官窑的历史艺术价值，
应该称之为
“中晚唐时期南
方唐代文化的宝库”
，
是
“敦煌宝库南北相望的姊妹花”
。
对于 76 岁的胡武强来说，这里是他一辈子磨炼手艺的
地方。他的工作室在铜官三厂。铜官陶瓷总公司曾经下
辖八个工厂，如今厂房依旧，很多本地和外地来的陶瓷艺
人就租用部分厂房作为自己的工作室。被评选为国家工
艺美术大师，他总是有一种使命感，在教导晚辈创新的同
时，对自己的要求则是要保存好最传统的古法手艺。他用
铜官的陶土制了个米箩筐给我们的“杂交水稻之父”，西泠
印社的老师欣然在上面题写了个“丰”字。他深信自己有
生之年可以复刻一全套长沙铜官窑器型，
并做巡展。
和胡武强先生一起继续守护在今日铜官的还有国家
级工艺美术行业大师、陶艺大师和工艺大师 28 名，陶瓷艺
术工作室 180 余家，与现存从唐至清各个时期古龙窑 78 座
一起，构成了铜官的陶瓷标签。
如何挖掘长沙铜官窑背后的唐文化和彼时湖南经济
发展大背景，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课题，我走访了很多
唐代潭州的故址和人物的故事，并与铜官做了互证，我期
待在铜官古镇可以找到开启那扇宝库的密匙，让曾经灿烂
的文化，
再一次散发魅力，
那才是古镇最令人着迷的地方。
文、
图/溪客（专栏作者，
插画师，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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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官的湘江景致，有着莫奈油画般的气质。

“铜官窑传人”胡武强先生用铜官本地的土做的陶瓷米箩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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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家，
光顾着欣赏家乡秋色，
很久没有劳动
了。去看外婆，
发现老人家在晒黄豆，
虽然早就要她不
要种地了，
但是还是闲不住，
在山上种了一些黄豆。趁
着来看她的机会，
想着干脆帮她把黄豆都拔回家。湘北
的天气，
刚刚经历过一场秋雨，
雨后放晴，
正是秋高气爽
拔黄豆的好天气。爬到山上，
不到两个小时，
剩下的黄
豆我和父亲就拔完了。挑到家里，
铺上垫子，
用牛筋腊
杆翻打，
饱满的豆子一粒一粒翻滚出来，
很是可爱。
第三天，
外婆来了我家，
给我们背了几升新的干黄
豆，说是让我们做菜吃。其实我本人是不太喜欢吃黄
豆的，但是我却特别爱吃豆制品，例如豆腐、豆皮、千
张、
豆干都爱吃，
尤其是爱吃豆腐做的和渣。在外地工
作的时候，
只要去湘菜馆，
发现有和渣，
我都是会点的。
说到和渣，也是土家族一道独特的美食。小时候
家里其实有种过黄豆，
但是父母知道我不爱吃，
总会想
着法进行美食的转换，
这样黄豆就变成了和渣，
他们也
发现，虽然原料是黄豆，但我却特别喜欢吃和渣。其
实，
美食的转化升级，
都离不开勤劳和聪慧的老农民。
和渣做起来并不困难，将干黄豆用水浸泡一夜，
然后放入专门的擂钵中，稍微放一点水，然后用擂棒
将黄豆在擂钵里用力碾成细浆，擂棒使劲的方向一般
是顺时针逆时针交叉进行，这个过程就叫“擂和渣”。
擂好的和渣会成浆状，加入适量的水和盐后，就可以
用文火开始煮了。煮的过程也要注意，要适当搅拌提
香。快要煮熟的时候，一般会放一些切碎的青菜或者
韭菜进去，以综合和渣的蛋白质和青菜的维生素。煮
熟后的和渣，只需要再淋上一点辣椒油，搅拌一下就
可以吃了。不过现在吃和渣，一般都会放上一点肉
末。和渣虽然做法简单，但营养价值极高且味道鲜
美，是现在常见的一道调味菜。如果再放置几天变成
酸和渣后，又是另一番风味。
现在生活好了，和渣成了调味品。不过听父亲
讲，以前和渣是餐桌上的主菜，他们对和渣并没有什
么期待。父亲说有一年在别人家做木匠工，
“ 早上吃
和渣，中午吃和渣，晚上磨子响，还是这家伙”。随着
生活的进步，那些多年前习以为常的食物，如今都成
了难得的精品。
其实现在很多人做和渣，都是用电磨子磨成浆
的，那样方便快捷，但我总感觉这一过程少了点“擂和
渣”的味道。没有了那擂钵响，总感觉没有和渣香。
外婆拿过来的黄豆，妻子说要去磨成浆后做和渣吃，
但是父亲执意要用擂钵擂。虽然每次擂得不多，耗时
也长，但父亲总说，擂出来的和渣，才有和渣的味道。
或许这是一份对美食的匠心守护，那用手擂出来的，
会比那冰冷的机器磨出来的，更像童年的味道，更像
故乡的味道。
父亲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厨房里传出了擂钵响，
飘来了和渣香。
文/李育蒙

秋月清辉柚子香
未近中秋节，农历七月过半，一轮月亮缓缓升上
天幕，看起来也是挺圆的，银辉自上而下洒落人间，一
座小城，窗外有绿化带的婆娑树影，便突然让我想起
了故乡的柚子树来。
距离上次回乡似乎已经过了许久，在我的心里一
直藏着沉甸甸的乡愁，它应该也像未熟透的柚子一
般，又酸又甜。
我曾无数次回忆起待在故乡小镇时，我“虚度”在
柚子果园中的闲散光阴。
偶尔，我放空了思绪，任凭后背倚着某一棵柚子
树的树干上，就这样遥望月亮。下一刻，月光透过那
一棵棵壮实的柚子树与我“目光相接”，彼此羞了个红
脸，我见月色多美妙，心中忍不住惊叹，月儿眨眼间却
躲进了云层里，原来，
“它”也是一身的孩子气呀。
还记得在那会儿，我的鼻子常常闻到若有若无的
柚子叶的清新香气，下一秒，躯体不由自主地泛起一
阵奇异的愉悦和轻松感。
小时候，我家的老房子附近刚好有一个果园，果
农照顾得当，里面的柚子树亭亭玉立。我每次路过果
园，就喜欢透过篱笆去“偷看”那些树，从春天开始，我
总盼着它们开花，四季更替，只见柚子树雪白娇嫩的
花骨朵儿终于绽放、结出果实，徐徐长大，变成了一个
又一个黄澄澄的小“月亮”
，这个过程妙不可言。
日复一日，在不知不觉间，我的童年终于染上了
柚花香。
故乡小镇这里特产“沙田柚”，它们个大、皮薄、果
肉厚、汁水足、甜度高，并不像某些号称“蜜柚”的家伙
们那样“中看不中用”，厚皮剥开一层层，怎么都看不
到“肉”，反而常常给人惊喜。
老乡们乐呵呵地用尖刀“杀”沙田柚，简直就像开
了个巨型的橘子，晶莹透明的“白肉”一瓣接着一瓣被
挖出来，丰满的柚子肉、细碎的核，慢慢吃它，香甜厮
磨在舌尖，心里美滋滋的，这是人间至曼妙的享受。
吃完一个完美柚子，剩下一个镂空的皮，那也不
该扔，
老家人对烹制柚子美食得心应手。
将柚子皮外面的黄衣削下，
得到如海绵似的一块块，
要放滚水里汆烫，
然后捞出过凉水，
一边洗一边拧，
挤出
所有苦涩，
得到鲜美的白皮，
柚香浓郁、
还能解腻，
用这
个白柚皮炒五花肉，
放一勺豆瓣酱增香，
甚是开胃下饭。
柚皮酿是客家名菜，处理好的白柚皮就是“壳”，
取猪肉加香菇、木耳等一起剁馅、调味后包裹进“壳”
里，得到一个个小巧可爱的酿，或炸或蒸，甚至是放火
锅里烫熟吃，
都是咸香可口。
柚皮的黄衣也有作用，如法炮制脱涩，与柚子果
肉一起，加大量冰糖放锅中熬，渐渐得到一份“柚子
茶”，冲水喝成秋冬妙饮，酸、甜、香，回味绵长。
人们吃柚子，本是因它的美味而来，同时，在中医
养生角度看来，柚子上市时，适当多吃些，对人的身心
大有裨益。
比如，据《本草纲目》所言：
“ 柚，气味酸、寒、无
毒。能消食，解酒毒，去肠胃中恶气。”现代科研证实，
柚子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柚子酸、蛋白质、有
机酸以及钙、磷、镁等人体必需的元素，这是其他水果
所难以比拟的。
眼下，
还得经历一段秋老虎肆虐，
燥、
热横行霸道的
日子，
远离故乡，
看不到熟悉的果园，
我只有一窗孤独的月
影摇曳。幸好，
我还可以捧着一个个柚子大快朵颐，
沉溺
在柚香中，
自我疗愈，
一点点抚去思乡的痛楚…… 文/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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