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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刚

1300余年前的大唐，一
个春风沉醉的夜晚，一场宫
廷夜宴，擅音律的唐玄宗，在
一场酣畅淋漓的击鼓表演
后，他对同样精通音乐的宰
相宋璟说：“不是青州石末，
即是鲁山花瓷。”其意是称
赞青州石末（陶制拍鼓）和鲁
山花瓷制作的拍鼓，均为上
乘佳品。

这段故事，出自唐代南
卓所著的《羯鼓录》，这是同
为音乐发烧友的君臣两人唯
一一次关于瓷器的对话，讨
论的是乐器。元朝吴莱《明
皇羯鼓歌》中也曾记述这段
故事“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
花瓷闻献躁”。

备受唐玄宗珍视的花瓷
拍鼓，出自鲁山窑。鲁山窑，
也称鲁山段店窑，这个古窑
址，位于平顶山市鲁山县梁
洼镇段店村，有千年历史。
瓷窑遗址面积约 77万平方
米，窑场南北长 1100米，东
西宽 700 米，文化层厚度
2—5米。鲁山窑烧造瓷种
丰富，北方窑口瓷种几乎都
有体现。有唐代花瓷，宋金
元时期的钧釉瓷、汝釉瓷、三
彩、珍珠地、白地黑花等。
1999 年，这个窑址被定为
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公布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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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窑的制瓷历史，勃兴于唐，唐之
后仍是釉彩缤纷。无论是原料选取，还是
烧制工艺以及产品质量，都有提高。烧制
瓷器胎体上减了厚重，造型更精巧，品种
更丰富。

北宋鲁山窑产品以白釉、青釉瓷为
主。白瓷装饰方法丰富,有白釉绿彩、白
釉点彩、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黑口边
等。青釉瓷以碗、盘、钵为主,多为豆青釉
印花,主要有水波游鱼、云鹤纹、菊瓣纹和
缠枝花卉等。

金代鲁山窑，以青釉、钧釉和黑釉瓷
为主。青釉瓷器多在器内或器表刻以花卉
装饰,构图疏朗,也有的在器表施以竖线或
柳斗纹。钧釉瓷器釉质莹润,器表多施以
红斑装饰。黑釉盏表面满布油滴、兔毫或
酱斑装饰。

宋金时期鲁山窑烧制的青瓷，工艺精
良，质地细腻，釉色有天青、豆青、灰青、梅
子青等，釉质莹润，多具玻璃质感，与同时
期宝丰清凉寺窑、汝州、禹州等窑场产品难
分伯仲。

近几年,在鲁山段店窑瓷片中,专家们
还发现了一些与宝丰清凉寺汝窑瓷器类似
的天青釉瓷片，瓷片碎小,但可辨器形有
洗、盘、碗、钵等。鲁山段店窑与宝丰汝窑
有什么关系呢？它与汝窑南北相距仅十余
公里,北宋时同属汝州管辖,具有相同的地
理环境条件,唐代均开始烧制瓷器。1987
年，故宫博物院专家叶喆民在鲁山文化馆，
发现鲁山窑所出的粉青釉“裹底支烧”槐式
方斗杯残片,他用30倍放大镜观察到它的
釉内气泡有典型汝窑特征。当年寻找汝窑
窑址的重要线索，就是汝窑天青釉残片。
叶喆民认为“方斗杯残片重要意义不可忽
视。”有专家因此推测，鲁山窑也有可能生
产类似汝窑瓷器。

钧瓷属于北方青瓷体系，它成功烧制
出高温铜红釉，是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
一大贡献。金代是钧釉瓷的大力发展时
期，鲁山窑烧制的钧釉瓷器质地优良，器
形丰富，釉色优美。

鲁山花瓷的烧造延至元明，渐次繁华
落尽，湮没于脆薄发黄的历史册页之间，
留给后人无尽的叹惋。

2017年 10月，在“中国鲁山窑学术研
讨会”上，孙新民说：“通过历年来对鲁山段
店窑址的调查与小面积发掘,我们有以下
四点初步认识：一是明晰了鲁山段店窑的
制瓷历史和产品特征。二是确定了史料中
唐代‘鲁山花瓷’拍鼓的产地。三是发现了
该窑址生产天青釉瓷器的有关线索。四是
对于段店窑产品销售与流通区域有了一
定了解。”

迷人的鲁山花瓷，已长时间断烧。有
专家认为，恢复鲁山花瓷古老的烧制工艺
难度很高，不同釉料高温下会有不同的膨
胀系数，冷却时会有不同的收缩系数，一种
釉料覆盖在另一种釉料上，必须要求两者
热胀冷缩系数一样，才能达到好的艺术效
果，做到这点很困难。近年来鲁山当地政
府重视鲁山花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开发，为鲁山花瓷的研究开发提供了良好
学术氛围和便利条件。当地也有有志之士
投身花瓷研究，创办花瓷文化产业，烧造技
术得到肯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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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窑址位于梁洼镇段店村大浪河畔，
这里丘陵环绕，依山傍水，地下富藏煤田，地
表多矾土，制瓷的原料、燃料均可就地取材。

段店村是一处风景寻常的村落，沙河的
支流由西向东从村旁流过，段店村直接叠压
在窑址上。村里文物遗存丰富，农田里、村民
的院墙上，散落或镶嵌着各种碎瓷片。

梁洼镇是千年古镇，曾名桃花店，据明嘉
靖《鲁山县志》记载：“晋太子潜龙尝避黄墩之
难经此，谓桃花殊盛，即称之。”这里地势低
洼，后有梁姓人家建宅而居，改称梁洼镇。

唐初，之所以在段店村形成重要窑址，除
了它有丰富的制瓷原料燃料外，还有个重要
原因是它的水陆交通发达。

先说陆路交通，段店村在古代是古鲁山
至汝（州）洛（阳）孔道上的一站，鲁山窑产品可
从这里走陆路南下和北上。《说文解字》称：

“孔，通也。故大道亦谓之通道，今俗语犹云通
衢大道矣。”汝洛孔道是宛洛古道的一段，宛
洛古道春秋时称“夏路”，已经是南方通往中原
的要道。汉代古诗有“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
洛”。唐代诗人储光羲有诗云：“忽见梁将军，
乘车出宛洛。意气轶道路，光辉满墟落。”足证
宛洛古道的繁忙景象。北宋国都开封周边窑
业最发达，鲁山窑地处开封腹地，这个地带窑
场密集，形成规模惊人的瓷器生产区。在宝丰
清凉寺与鲁山段店之间，曾有瓷窑连绵数十
里，当地有民谚说“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万
（贯）”。

再说水路交通。鲁山窑遗址临大浪河，
大浪河在辛集乡程村汇入沙河，沙河系淮河
上游北侧重要支流，历史上沙河航运发达。
鲁山窑产品可以走水路向东远销。沙河北岸
不少墓葬中，均出土过鲁山窑瓷器。

195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陈万里发
现了鲁山窑，他在窑址采集了一些瓷片标本，
有白釉、白釉划花、白地黑花、黑釉和酱釉残
片等。1977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李辉
柄、李知宴、叶喆民等再次调查鲁山窑址,此
次重要收获是，采集到了黑釉花斑残片30多
件,器物种类为拍鼓、缸、罐、壶、瓶等,基本弄
清了鲁山窑的品种和特征。

1990年10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由孙新民领队,郭木森、陈彦堂等参加,首
次对鲁山段店窑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取
得了重要收获。专家们发现，鲁山窑址主要分
布在大浪河西岸台地上,段店村直接叠压在窑
址上。专家们揭示了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及烧造
年代。他们发现，该窑址文化堆积厚两米以上,
大致可分为5—6层,分属于唐、宋、金、元四个
时期。

作为北方重要窑口之一，鲁山窑的烧制时
间长、遗物丰富、品种齐全，在中国瓷器烧造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世界上多家博物馆如北京
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
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均收藏有它的
器物。

近年来，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
部门对鲁山县磙子营杨南遗址和叶县常村乡
文集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文物发掘，两者均地
处沙河上游，均出土了丰富的鲁山窑器物。

2010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杨南
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宋元陶瓷器，
大多为鲁山窑产品, 还发现 3件汝窑瓷片,
器形为碗和洗,也应为鲁山窑产品。

2006年至200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连续三年在叶县常村乡文集村进行考古发
掘,这是一处较大规模集镇遗存。遗物中以瓷
器为大宗,其中的唐三彩、青釉和钧釉瓷器,应
为巩义黄冶窑、宝丰清凉寺窑、汝州张公巷窑
等窑口出品，其余大批瓷器，为鲁山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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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唐代花釉拍鼓（藏于鲁山段店窑研究所）

⑦北宋鲁山窑白釉珍珠地划花瓷枕（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⑧唐代鲁山窑黄口穿带花瓷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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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乐器，最
初是木质打击乐器，到了唐代，因制瓷业
蓬勃发展，大量拍鼓由陶瓷烧制而成，其
实是个中空鼓腔，两端还会蒙皮。故宫
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国宝，名为唐黑釉斑
点纹拍鼓，细长的腰鼓两头粗中腰细，鼓
长 58.9 厘米，鼓面直径 22.2 厘米。鼓身
凸起七道弦纹,通体施黑釉,漆黑纯净如
黑闪缎的釉面上，泼洒大小不匀的蓝白
色斑点，如云霞缥缈，像水墨浑融，静穆
典雅。

这件拍鼓是唐代花釉瓷制品，它釉
面上的彩斑装饰, 打破了唐瓷器“南青
北白”的格局，晕开了千年惊世的美丽。

唐代有多地出产花釉瓷，故宫博物
院的这件花釉瓷拍鼓，究竟是何地所出
呢？它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都是个谜。

1977 年，故宫博物院与河南省博物
院的工作人员，根据《羯鼓录》中“不是
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调查
了段店窑址，采集到黑釉斑点腰鼓残片，
其特征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拍鼓完全一
致，证实了这件国宝确系鲁山段店窑制
品。在鲁山段店窑址中，专家们还发现
拍鼓残片不仅数量较多,还分为大、中、
小不同型号，当年的拍鼓产品可称品种
繁多。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
说：“段店窑的花瓷拍鼓，是鲁山花瓷中
最重要的品种，是唐代贡品。也是鲁山
花瓷被称为唐代名瓷的主要器物。”任志
录是《鲁山窑调查报告》作者之一，是陶
瓷考古研究学者。

2017 年 10 月，“中国鲁山窑学术研
讨会”在河南平顶山举行，这是中国古陶
瓷学会首次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对鲁
山窑集中研讨和交流。作为研讨会成果
之一，鲁山窑被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
民宣布为“唐代贡窑”。

唐代鲁山窑花瓷制品的重要性，于
史有载。唐人南卓《羯鼓录》、宋人李昉
《太平御览》等文献中均记载了鲁山窑花
瓷腰鼓宫廷御用的故事。唐代文献《唐
六典》《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新唐书地
理志》中对河南道进贡物品记载中，表明
鲁山花瓷是唐代瓷器中的名品。洛阳及
周围遗址、墓葬，西安大明宫遗址中，都
出土过鲁山窑花瓷器物，如鼓、盘、碗
等。西安洛阳是唐代两京，这两地较多
出土鲁山花瓷，很可能是因两京“宫里”
有较多使用。

唐“花釉瓷”的出现，是当时的一大创
举，它与“唐三彩”“秘色瓷”共称唐代三大
名瓷，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高温窑变釉
瓷。瓷器在窑中高温焙烧时，釉层和彩斑
熔融流动、浸漫，形成二液分相釉层，有的
规则排列，有的纹样不定，烧成后彩斑自
然流淌、深浅相间、率意醒目、变幻多端，
极富大唐盛世的风韵。

唐代河南烧制花釉瓷器的窑口,主
要有鲁山窑、郏县黄道窑、内乡县大窑店
窑和禹州市下白峪窑等。鲁山段店窑的
花釉拍鼓，因为唐玄宗的欣赏，成为当年
知名度很高的音乐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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