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砖
——来⾃自⼗十九世纪的原创⼒力力

⼆二〇⼀一六年年七⽉月

⾏行行走在今天的厦⻔门，不管是在雅致的华侨
⺠民居，还是在街边某个不起眼的杂货铺，你的
眼光都不免会捕捉到⼀一抹独特的颜⾊色，这来⾃自

⻔门唯⼀一⼀一个制作花砖的⼈人，林林宇鸣。
巧合的是，在我们探访花砖的路路上，遇到
了了曾经⼀一起和林林宇鸣研究过花砖的李颜。

于厦⻔门⼈人铺在地上的艺术品，⽔水泥花砖。⽣生产

这条路路上的⼈人不多，但有⼈人走过，就会留留

于上个世纪的花砖，纹样和配⾊色似乎并不能与

有痕迹。我们顺着⽹网上的⼀一些零碎记录，发现

现代社会的氛围完全契合，但正因为这种独立

了了《搜街》上⼀一篇⼏几万字的花砖报告。这本杂

之感，颇显沉静，这是它凝固在时间⾥里里的⽓气质。

志早已停刊，有着花砖痕迹的第 64 期是最后⼀一

不在书店所处，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年代第
⼀一期华侨新村——新中国成立，掀起了了⼀一股归
侨潮。此间的别墅洋楼多⽤用花砖铺地，当然，
书店也不例例外。年年代已久，书店⾥里里的花砖已经

刊。顺着⽂文中的线索，我们找到了了这篇⽂文章的
作者——李颜。
32 号，主题为市井美学的绝版《搜街》，
两条线重合在了了⼀一起。信息的来源更更为丰富。

逐渐出现了了裂纹和缺⾓角，我们想了了很多办法修

⽔水泥花砖的起源，要追溯到⼗十九世纪的⻄西

复，寻找了了⼀一个⼜又⼀一个⼯工匠师傅，总是得到同

班牙。 ⼯工艺美术运动、⻄西班牙被阿拉伯⻓长期统

样的答案：它已不可能回到从前。

治的历史，以及⽔水泥的诞⽣生，是花砖⾯面世的重

古老的事物之所以产⽣生这诸多美感，⼤大抵
也因为它的不可逆性。

要推动⼒力力。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工业⾰革命已经进⾏行行

但倘若若我们就此放弃，也不符合⼀一间独立

了了⼀一百多年年，⼯工艺品⼤大量量地从⼯工业流⽔水线上产

书店的脾性。我们想了了解它究竟来⾃自何⽅方；如

出。单纯的对于销量量的追求，让⼯工业产品变得

果不可复原，是否可能新⽣生。

简陋陋粗糙，欧洲各国的设计家感知到设计美感

带着诸多问题，我们以脚下的花砖为起点，
开始了了⼀一场漫⻓长的探索。

的消亡，开始呼唤中世纪⼿手⼯工传统的回归，这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工艺美术运动”。在这场
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新艺术运动”中，审美逐
渐在实⽤用、设计和技术三者之间找到平衡。可

跨越⼤大⻄西洋的追溯

以说，⽔水泥花砖就是这三者相互配合的成果。

距离不在书店很近的华新路路 32 号，如今是

在如今我们的眼中，花砖已属于“老物件”的⾏行行

⼀一家咖啡馆，有着同样令⼈人惊叹的花砖。租下

列列，但在它所产⽣生的那个年年代⾥里里，它作为⼀一种

它的设计师因此迷上了了花砖，他后来成为了了厦

伟⼤大的原创⼒力力⽽而诞⽣生。

为什什么⽔水泥花砖⾸首次出现在⻄西班牙呢？

敏⼟土⼚厂引进德国立窑设备时，同时也引进了了⼀一

彼时的⻄西班牙，是“⼯工艺美术运动”的重要

套花阶砖⽣生产设备。原计划利利⽤用河南⼠士敏⼟土⽣生

阵地，那⾥里里的艺术家们偏爱带有花纹、有曲线

产的⽔水泥制作花阶砖，但当时进⼝口花砖扔占据

美感的设计，这应当是花砖纹样的最初来源。

着上层社会的主流。

并且，公元八世纪到⼗十五世纪，在这将近八百

引进的设备⼯工艺陈旧，⽣生产不稳定，产品

年年的时间⾥里里，⻄西班牙⼀一直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

质量量差，投放市场后经受不起进⼝口花阶砖的冲

之下，这解释了了为何最早的花砖纹样带有阿拉

击⽽而停产，机械也被拆毁。⺠民国 16 年年（1927 年年）

伯⺠民⻛风。同时，与先前使⽤用的瓷砖相比，⽔水泥

以后，⼴广东不少华侨投资建住宅，⽤用花阶砖铺

本⾝身渗⽔水的特性，在地中海海沿岸潮湿的⽓气候中

砌盛⾏行行⼀一时，陆续有商⼈人开设花阶砖制造⼚厂。

有着显著的实⽤用效果。

历时 22 年年，制造商增⻓长到 5 户。

⽔水泥花砖的使⽤用并没有停滞在欧洲范围内。

1956 年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合并为 2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欧洲海海上殖⺠民的脚步，它

户，改为公私合营；10 年年后并为⼀一户改国营。

被带到了了世界各地。不管是在拉丁美洲，还是

上世纪 50 年年代⾄至 80 年年代，随着经济制度的变

在东南亚地区，有殖⺠民建筑的地⽅方，我们基本

⾰革，⼴广州市花阶砖⽣生产商也⼆二度改造，经历了了

都能⻅见到花砖的⾝身影。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1979 年年更更名为“⽔水磨⽯石⼚厂”，

诞⽣生于对实⽤用与设计的追求⻛风潮之中，吸
取独具时代和历史特⾊色的美感， 传播于欧洲海海

在不同时期⽣生产过多种不同的建材产品。花阶
砖产品⼀一直保持⽣生产。

上殖⺠民历程，流⾏行行于各国的⼴广泛使⽤用。⼀一个⼗十
九世纪的原创⼒力力，开始了了它⼆二百年年的强⼤大⽣生命。

⼴广州⽔水磨⽯石⼚厂⽣生产的花阶砖在满⾜足本省需
求后，还远销中南、⻄西北地区，偶尔也出⼝口港
澳。
1978 年年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市场需

我们所熟知的花砖镜像——⼴广东篇

求量量扩⼤大，不少乡镇企业也学习花阶砖⽣生产技

很难确定花砖最初在中国的登陆点是在⼴广

术，纷纷设⼚厂⽣生产。花阶砖和⽔水磨⽯石旧的⽣生产

东还是在福建，我们只知道 1909 年年是⼴广东⼯工业

⼯工艺都比较简陋陋，各乡镇企业按照各地的市场

化⽣生产花砖的初始年年份。⽔水泥花砖⽣生产技术与

需求，以销定产，灵活⽣生产，但质量量⽔水平参差

⽔水磨⽯石制造⽅方法传入⼴广东，当地⼈人将此称为“花

不齐。

阶砖”。清宣统元年年（1909 年年），⼴广州河南⼠士

⼀一场街头的探寻——厦⻔门篇
关于最早出现在厦⻔门的花砖，如今我们很
难确定，它们到底是洋⼈人在建别墅的时候带来

房屋建设资⾦金金有 75% 都来⾃自于他们。花砖作为
新型建筑材料，⾃自然得到了了这些来⾃自南洋的建
设者们的青睐。

的，还是华侨归国期间运回来的。但 1860 年年左

颇具商业眼光的华侨陈森严开始筹备建设

右洋⼈人在⿎鼓浪屿上的建设，⽆无疑对花砖有着⼤大

花砖⼚厂。1912 年年的春天，位于⿎鼓浪屿泰康垵的

量量的需要。

南洲花砖⼚厂正式投产，这意味着国产花砖将成

在⼏几万字的厦⻔门建筑史和实地走访中，我
们找到了了花砖早期在闽南地区，尤其是在厦⻔门
出现的线索。

为厦⻔门城市建设中的主⼒力力军。
南洲花砖⼚厂改变了了原本的湿法⼯工艺，⽤用浆
法⼯工艺⽣生产，还配置出了了 39 种颜⾊色，设计了了

建于清光绪年年间的厦港卢厝，可能是第⼀一

200 多套花砖图案。其⽣生产的花砖凭借优异的

座铺有花砖的闽南古厝。主⼈人卢安邦，⼀一个科

质量量，多种型号和花⾊色，畅销国内外，在抗⽇日

举落落地的⽂文⼈人，在挫败中开始跑船务，在从东

战争前夕才停产。

南亚回国的途中，他从法国⼈人那⾥里里运回了了⼀一⼤大
批花砖。
在厦⻔门枋湖村，建成于宣统三年年的“⽲禾⼭山第
⼀一楼” 廖⽒氏资政第中，也铺有⼤大量量花砖，产⾃自南
洋。即便便是今天看来，这些花砖都堪称上品。

1938 年年 5 ⽉月 10 ⽇日，⽇日军在厦⻔门五通登陆，
⼚厂房和设备被⼤大举破坏，残缺不全。
18 年年后，南洲花砖⼚厂的⾝身影才得以在历史
中重现。这是花砖的第⼆二次兴起。
1956 年年 11 ⽉月 27 ⽇日的《厦⻔门⽇日报》上，登

与此相同的情形还出现在泉州⼀一座兼具闽

载着这样⼀一则新闻：《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

南传统和⻄西洋⻛风格的⼤大厝。那是华侨蒋报企在

停⼯工 20 余年年的南洲花砖⼚厂恢复⽣生产》。那⼀一年年

上世纪⼆二三⼗十年年代所建，房间内的花砖是起厝

开始，经由政府的统⼀一规划，建筑队开始在公

时专⻔门请⼈人从印尼装满整船，运到泉州来的。

园⻄西路路和⾚赤岭南麓建设华侨新村，这就是华新

⾼高昂的运输成本注定了了花砖在中国的早期着陆，

路路和南华路路两处老别墅聚集区。

⼀一定发⽣生在上层社会。
⼆二⼗十世纪 30 年年代，商业⽇日趋发展，旧城改
造在厦⻔门蔓延开来。在这场房地产建设的⼤大潮

这段历史就是上⽂文报道中提及的“适应城市
建设的需要”的背景，在这段历史探访中，我们
逐渐解开了了之前有的诸多困惑。

中，华侨和侨眷是投资的主要⼒力力量量，据统计，

我们如今在南华路路和华新路路老别墅中⻅见到

⼆二⼗十世纪 20 ⾄至 30 年年代，厦⻔门市区和⿎鼓浪屿的

的⽔水泥花砖，并非来⾃自南洋，⽽而是南洲花砖⼚厂

在 50 ⾄至 60 年年代间⽣生产的。 曾经在这⾥里里住过的

归侨学⽣生们每天躲在家中，不出⻔门，不上课，

老华侨回忆了了有关花砖铺设的场景。

以捍卫花砖。

那时候他们刚从南洋归国，对那⾥里里的花砖
颇有感情。然⽽而从南洋直接运输花砖回来并不

华新路路上的每⼀一处花砖，都遗留留着归侨⼦子
弟的温度。

现实， 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南洲花砖⼚厂购买。

是何其富有价值的事物，才能得到这样的

花砖铺设好之后，主⼈人为了了让它们的颜⾊色更更为

守护。在探索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了这⼀一⼯工

鲜亮，专⻔门从⽊木匠那⾥里里带回了了⼀一袋⼜又⼀一袋的⽊木

艺美术⾰革命产物的⼒力力量量。

屑，厚厚地铺在地板上，来回踩上很多天，再
清理理⼲干净。
这⼀一原理理让我们联想到了了当下流⾏行行的⼿手玩，
资深的玩家会每天擦拭，在精⼼心护理理后，珠串串
的表层会产⽣生光滑的包浆。
这也是我们如今看到的花砖即使裂缝丛⽣生，
但看上去依然光滑⽽而有质感的原因。
南洲花砖⼚厂复产的⼀一年年之后，改名为“地⽅方
国营厦⻔门花砖⼚厂”，后来⼜又被归入省四建（福建

历史的参与者——厦⻔门花砖⼚厂
1982 年年，省四建恢复了了花砖⼚厂⼚厂名，花砖
的⽣生产回归正常。另⼀一⽅方⾯面，厦⻔门市此时已是
经济特区，全市住宅建设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
借此机会，花砖走进了了各式各样的住宅当中，
成为了了那个年年代的重要符号。
上世纪九⼗十年年代，花砖攀上了了⽣生命的巅峰。

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文⾰革时期，华侨新村的

这⼀一点在轮渡到开⽲禾路路的⼀一些狭窄⼩小铺中得到

建设被暂且搁置，⽔水泥花砖也被当作是⼀一种“资

了了证明。⽽而在这条发展之路路上，厦⻔门花砖⼚厂显

产阶级审美趣味”⽽而陷入停产。南洲花砖⼚厂当时

然是不可错过的⼀一环。

的⼚厂主陈其焕转卖了了设备和产权，南洲花砖⼚厂
的辉煌在时光中归于沉寂。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当年年曾在⼚厂⾥里里⼯工作
过的⼯工⼈人，还原⼀一些当时的细节。但这毕竟也

令我们好奇的⼀一点是，为什什么在花砖最早

是上个世纪的事了了，⽽而且距离厦⻔门花砖⼚厂停产

登陆的⿎鼓浪屿上，⼏几乎找不到⼀一处完整的花砖

已经有⼆二⼗十年年，当初的⼚厂房另作他⽤用，⼯工⼈人也

地板？⼀一位华侨三代讲述了了有关⽂文⾰革时期，家

分散难寻，毫⽆无线索。

中祖宅被红卫兵砸毁的故事。然⽽而在华新路路，
花砖却得以完好保存。我们找到了了当年年的归侨
⼦子弟，他清晰地记得，⽂文⾰革时期，住在这⾥里里的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给停滞不前的探寻⼯工
作带来了了转机。

为我们带来转机的是不在书店房东的朋友
谢老，在他的⼀一次到访中，我们聊起花砖的故

以做⼀一块，⽤用 3 天保养，排列列⾄至仓库，28 天之
后即可出⼚厂。

事，也聊起我们正在做的事。他⼀一再强调，花

八九⼗十年年代是花砖最为盛⾏行行的时期，在此

砖⼀一定不能破坏，并向我们提起了了他的⼀一位同

之前，很多⼈人家都直接⽤用⽔水泥铺地，有的甚⾄至

学，曾经就在厦⻔门花砖⼚厂⼯工作。因为他的帮助，

直接在地上刷油漆，⽽而差不多的⼈人家则使⽤用闽

我们找到了了这位老⼈人。

南传统的红砖。

在采访中，她多次嘱咐我们不要提及她的
名字，所以我们在此采⽤用化名陈老。

那时候⽔水泥花砖已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利，
国产成本降低，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亲⺠民的定价。

陈老出⽣生在印尼，⽗父⺟母都是当年年下南洋的

好洗耐⽤用，图案⾊色彩⼜又颇为美观，所以不管是

华侨。六⼗十年年代印尼排华，她就回到了了中国。

市区还是郊区，很多家庭都会⽤用花砖铺地。因

那⼀一年年，她⼗十七岁。

为供不应求，砖⼚厂⻔门⼝口的⻋车常常排起⻓长队。

回国后，她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并

受利利益吸引，乡镇企业和私营的花砖⼚厂也

考上了了华侨⼤大学的建筑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

越来越多，但这些⼯工⼚厂所⽣生产的花砖质量量，远

了了省四建，后来负责厦⻔门花砖⼚厂的技术管理理，

远⽆无法与厦⻔门花砖⼚厂相比。

⼀一直到⼯工作到 1998 年年正式退休。
根据回忆，我们整理理出了了很多关于厦⻔门花
砖⼚厂的细节。
当时省四建有三家花砖⼚厂，陈老所在的⼚厂
位于现在的厦⻔门磐基⼀一带。对于⾃自⼰己管理理的花
砖技术，她很⾃自豪。有⼀一年年市⾥里里举办花砖的产
品竞赛，厦⻔门花砖⼚厂的质量量最佳。
⼚厂⾥里里对花砖的⽣生产有着严格的要求，颜料

有趣的是，厦⻔门花砖⼚厂不仅输出产品，还
输出技术和经验，当时有很多外省⼈人专⻔门来厦
⻔门学习花砖的⽣生产，浙江⼀一带⾄至今保留留的花砖，
多数传承⾃自厦⻔门花砖⼚厂的技艺。
然⽽而，在经过八⼗十年年代的极盛之后，九⼗十
年年代后花砖就开始走下坡路路。
导致花砖没落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
的就是花砖平均质量量的下降和陶瓷砖的闯入。

要从化⼯工商店⾥里里选择质量量好的，还有专⻔门的质

乡镇⼩小企业的加入虽然赶上了了花砖盛⾏行行的⻛风潮，

检员每天检查，如果制作时颜料有渗透的情况，

但这些⼚厂⼦子⽣生产的花砖拉低了了整个⾏行行业的产品

就会被打回重做。

质量量；另⼀一⽅方⾯面，⼈人们对地砖的尺⼨寸有了了越来

质量量保证的同时，⼯工⼈人们的效率依然很⾼高。

越多样的要求，⽽而花砖因为⽆无法做出较⼤大的尺

即便便是⼿手⼯工制作，当时⼯工⼈人⼗十⼏几分钟就可

⼨寸，已经不再是⼈人们装饰房屋的⾸首选了了。

在我们如今看来相当迷⼈人的缝隙，在当时
却是致命的弱点。很明显，⼤大尺⼨寸瓷砖间的缝
隙可以被尽可能地缩⼩小。
花砖没落落，花砖⼚厂也难以为继。1994 年年国
企改制，厦⻔门花砖⼚厂被合并到特区房地产公司。
不到⼀一年年，花砖⼚厂就停产了了，曾经的压砖机或

在今天还有⼈人重新研究花砖的制法，再赋予它
新的设计，或者说——新的⽣生命。
穿过了了⼀一百五⼗十多年年的历史，跨越了了⼤大洋
的航⾏行行，花砖史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因着“原创
⼒力力”的推动，这也是花砖⽣生命⼒力力之所在。
如今的我们，试图潜入时光之河流，清理理

是被拆掉，或是被当作废铁卖掉；曾经的⼯工⼈人，

掉花砖表⾯面的淤泥，把⾏行行将沉底的它们打捞出

有的提早退休，有的被调去了了其他单位。⾄至此，

来，不是为了了复原来⾃自旧时光的情怀，⽽而是要

厦⻔门花砖⼚厂在历史上正式谢幕。

在未来听到它们新的呼吸，这是花砖存在的真
正意义。
花砖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会在使⽤用中越

从脚下走到未来
对于花砖的再度流⾏行行，陈老起初有些怀疑
——“是真的吗？”她这样问了了好⼏几次。
当她得知现在真的有年年轻⼈人在⽣生产花砖的
时候，怀疑转⽽而成为好奇：“他们有没有销售？
有⼈人买吗？⼚厂房在哪⾥里里？”。我们可以理理解的是，
对于她来说早已被淘汰的物件，如今再⼀一次受

来越亮，这似乎暗⽰示着它的⽣生命⼒力力也是如此—
—即便便时间⾏行行走其上，也不减它半分精彩。由
此，我们相信，这份来⾃自⼗十九世纪的花砖，不
该也不会被消磨，它势必会在⾃自我价值的助推
之下，闪现出另⼀一束光芒。
即便便有太多⼈人叫嚣着花砖已死，我们也仍
然坚信，富有原创力的事物永不消亡。

到瞩⽬目，这不仅仅是花砖的⼀一次回潮，更更是她
所在的那个花砖时代的重现。
关于时光，关于回忆，有⼀一个普遍的规律律
会发⽣生在每⼀一代⼈人⾝身上：当曾经的孩⼦子⻓长⼤大，
他们会在偶然的瞬间回想起童年年的画⾯面，可能
是⼀一只闹钟，可能是⼀一个坏掉的玩具，更更有可
能，是踩在脚下的那块花砖。
然⽽而，回忆只能解释情怀，它把上世纪的
花砖带入⼈人们的视线，但它⽆无法解释，为什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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