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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

（唐）白居易

20世纪初期，陇海铁路修建到了洛
阳，在一些唐墓里发现了大批陶制随葬
品，流入市场后，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
关注，私下称之为“唐三彩”。因为早期
集中出土在洛阳，也称为“洛阳唐三彩”。

唐三彩被发现以后，以其雄健的造
型、华美的釉色、浓厚的异域风格，成为
唐代盛世华章的符号，不仅是古玩界的
热宠，世界上很多著名博物馆、美术馆都
收藏有唐三彩。

盛唐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
济繁荣，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厚葬的需
求，催生了唐三彩艺术。对于唐三彩的
使用，《唐六典·甄官署》中曾作明确规
定，但“越制”现象经常发生。1981年发
现的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709年）出土
的两件唐三彩镇墓兽，高度超过 100 厘
米，天王俑高 112厘米，文官俑高 111厘
米，形体之大、陶塑艺术之精世所罕见。

唐三彩从造型上看，是现实主义，从
颜色上看，是浪漫主义。造型雕塑的写
实与釉色变化的浪漫，融合成开放包容
的盛唐气象。涂绘、淋绘、涂彩点白、单
色点染、线绘、多彩涂绘、留白点染，多色
混合，各种不同色调的釉流动浸润，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浓艳瑰丽、光彩夺目的
艺术效果，让人沉醉。

唐三彩的动物、人物俑中，最让人怦
然心动的是骏马、胡人骆驼、伎乐俑。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在唐三彩各色骏马
中，可以感受到唐人的爱马情结，感受到
骏马驰骋昂扬向上的精神。

“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唐三彩
中有大量的胡人骆驼俑，表现了大唐时
期文化交流的频繁，“ 东来橐驼满旧
都”。“深目高鼻，多须髯”的面容，是文献
中对胡人最常见的描述，唐三彩再现的

“胡人”却是千姿百态，这不仅体现了艺
术家的高超技艺，也是他们对西域不同
人群熟悉的表现。

“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唐三
彩的仕女俑、乐舞俑生动活泼，以一种从
未有过的自由、开放、从容的姿态，将唐
人的生活热情、丰富的社会风貌展现在
世人面前。

唐三彩既展现了唐代陶瓷手工业的
工艺水平和宏大文化气势，又反映了当
时的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绚丽的釉彩，
丰富多样的造型，赢得了唐人的喜爱，传
播到世界各地。唐三彩输出后，许多国
家纷纷加入到效仿行列之中，如日本的

“奈良三彩”、朝鲜的“新罗三彩”、伊朗的
“波斯三彩”等，就是最好的实物证明。

唐三彩不是大众消费品，而是贵族
们享用的奢侈品，其主要烧造地在巩义
黄冶窑等窑口。除了唐三彩，隋唐时期，
安阳相州窑所产青瓷和白瓷器、巩义窑

所产白瓷及透影白瓷等均为精
品，巩义窑还发明了唐青花，成

为中国青花瓷器的源头。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当代）方文山

2022年 7月 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纪念日。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
时，禹州钧瓷研究所成功烧制了特大花
瓶“豫象送宝”，作为河南人民喜迎香港
回归的贺礼送往香港，标志着当代钧瓷
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6月 26日，记者踏访禹州钧官窑址
博物馆，这里有古老的瓷窑遗址，有陶瓷
历史展览，“万彩永辉——当代钧瓷”展
览，可感受到当代钧瓷复苏的漫漫长
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要
恢复传统瓷器工艺，经社会各界的努力，
钧瓷行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传统工
艺基础上，将钧瓷生产工艺融入现代人
的审美追求，推动了钧瓷和陶瓷业的工
艺技术创新和艺术品位的提升，钧瓷艺
术品屡屡被选为国礼，赠予国际友人，成
为中华文化形象的代表。

禹州钧瓷走过的路，是河南陶瓷复
兴的缩影。

在中国瓷器历史中，汝瓷恰如一道
彩虹，忽然绽放绚丽，之后悄然隐身于历
史天幕中。直至八百多年后，当代人以
现代的技术手段，历经无数次失败，才将
当年的技术与工艺重新复原，令世人得
以重见汝瓷真彩。2011年 5月，汝瓷烧
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汝瓷为宫廷而生，却为尘世存在。

依托古代曾辉煌过的陶瓷器，改革
开放以后，河南各地掀起了古老陶瓷艺
术的复兴潮。禹州的钧瓷，汝州、宝丰的
汝瓷，鲁山的花瓷，登封、新密的珍珠地
瓷，鹤壁的绞胎瓷，洛阳的唐三彩等各放
异彩。早期的陶瓷复兴以复制、仿制古
代经典器型为主，还尝试恢复古老的柴
烧技艺。近年来，以设计为主导的创新
成主流，我省举办过各种不同形式的陶
瓷创意设计大赛，以形似为基，以创新为
魂，以当代题材为母体，以现代审美为引
领，古老的陶瓷走向了现代设计、工艺美
术之路，极具创意色彩的工艺陶瓷美不
胜收。

在古代，不管是宫廷还是民间，陶瓷
始终以实用为主流。陶瓷人在工艺化之
路上前行一段之后，总感觉有不足。如
今，他们又开始尝试开辟新路，把艺术与
科技结合，向高端生活陶瓷方向发展；为
陶瓷注入现代科技内涵，向工业精细陶
瓷方向发展。融入现代生活，方是康庄
大道。

在家族传承、窑场工坊之后，中原大
地出现了以陶瓷产业聚集区为主要形式
的陶瓷小镇建设，在国家和我省一系列
振兴传统文化战略措施的推动下，以禹
州、汝州、宝丰、鲁山、洛阳和郑州、开封、
焦作等古代历史名窑集中片区，陶瓷小
镇和陶瓷创意园区迅速兴起，引领当代
中国陶瓷业新潮。生产、生活、生态“三
生融合”，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成为
当地文化新地标、“网红打卡地”，为“行
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的塑造，为河南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实施，贡献了河南
陶瓷的力量。

当下，以陶瓷小镇为代表的陶瓷创
意园区、陶瓷电商的风起等趋势，正深刻
影响着陶瓷业格局的变化，有深厚底蕴
又不乏创新精神的河南陶瓷人，又面临
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期待着，中原陶瓷新的“窑变”。5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后周）柴荣

河南有瓷器的历史很早，夏代晚期
的二里头偃师遗址就发现了原始瓷器，
成为中原瓷器的滥觞。郑州商城遗址发
现的商代原始瓷尊成为郑州的古都重
宝。南北朝、隋唐瓷器的发展，为宋代瓷
器走向巅峰做了长期的积淀和准备。

强大的盛唐与斯文的北宋之间，有
个混乱的五代，五代在河南留下了谜一
般的柴窑。

柴窑，是周世宗柴荣专设的御窑，以
姓命名一种瓷器，陶瓷史上也很罕见。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据说这是柴荣对瓷釉颜色定下的标准。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是后
人对柴窑瓷器的形容。柴窑虽短暂，却
很让人留恋。

北宋，定都开封，东京梦华里少不了
瓷器的身影。

北宋人文昌盛，“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
瓷工艺的发明和革新，打破了唐代“南青
北白”的陶瓷业分布格局，驰名中外的名
瓷产品接踵问世，形成了种类繁多、分布
广泛、全面发展、各具特色的瓷窑体系。
河南制瓷业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

“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中，汝、钧和
北宋官窑均在今河南境内。

五大名窑，汝窑为魁。汝窑存世稀
少，收藏者视如珍宝，河南博物院收藏的
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就是该院“九大镇院
之宝”之一。

汝窑因产于历史上的河南汝州得
名。汝官窑瓷器在我国青瓷发展史上，
是一个划时代标志，汝窑的出现，改变了
人们对瓷器传统的审美习惯，人们更追
求器物内在的韵味和意境。汝瓷精致而
极简，是一种极高的审美标准，简到极
致，也美到极致。

汝官窑烧造时间非常短，质量精美，
传世品极少，且窑口在何处一直是个
谜。经河南省文物研究院的考古发掘，
最终证实了宝丰清凉寺窑即为北宋时期
汝官窑，这一发现，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
的一桩悬案。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
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
肤。”这是清代乾隆皇帝称赞宫内旧藏北
宋官窑瓷器的诗句。北宋官窑窑址位于
汴京（开封）附近，专烧宫廷用瓷器，以青
瓷为主，其中有不少模仿古陶器、玉器或
青铜的造型，官窑瓷器典型的特征是“紫
口铁足”。遗憾的是，北宋官窑窑址，至
今没有找到。

钧瓷出自禹州，禹州古称钧州，故所
产瓷器称钧瓷。北宋晚期，瓷业发展，禹
州窑工大胆创新，创烧出驰名中外的窑
变铜红釉，使钧窑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最
精美的瓷器品种之一。钧瓷釉以色彩斑
斓、变化丰富的窑变著称，有“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之说。以其成熟的工艺、古朴
的造型、变幻的釉色，成为宋代清雅瓷器
艺术的代表。

禹州钧官窑址经过考古发掘，被公
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辟
为博物馆，诉说着钧瓷的过往与新生。

宋代河南陶瓷，既有官窑瓷器属于
文人的清雅，也有大量民窑属于市井百
姓的烟火，雅俗并存，折射出宋人丰富多
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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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博物馆展厅里，陈

列着一件仰韶文化彩绘鹳鱼石

斧图陶缸，这件文物 20 世纪

70年代出土于河南省汝州市

阎村，以其腹部的绘画《鹳鱼石

斧图》名扬海内外，这幅画被美

术界称为“国画鼻祖”。彩绘鹳

鱼石斧图陶缸 2003年被国务

院确定为第一批 64件不可出

境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只

是陶瓷大省河南出土陶瓷文物

中的一个代表，从仰韶文化的

彩陶、夏商周的原始瓷器、汉魏

釉陶、隋唐白瓷、唐三彩、宋元

瓷器乃至当代陶瓷，勾勒出一

部中原陶瓷史，成为中华文明

中的重要一环。

瓷器的英文名称 china在

西方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足见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影响。

数千年文明史留下的每一

件陶瓷，拼接出从古老

到现代的足印，描绘出

陶瓷中的河南……

□本报文化报道组

彩陶既精美,画纹亦多殊。

（当代）郭沫若

新密李家沟遗址偶然出土的一块陶
片，将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向前推
进到10000年左右。

陶器，是泥与火的结晶，这个发明创
造，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
志着古人从迁徙狩猎到定居农业的转变。

技术一小步，文化一大步。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用泥条盘筑或

手捏而成，器型简单。到了距今 9000年至
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陶器制作工艺
和烧制技术有了明显进步，手制红陶器表
面开始磨光，并出现了篱笆纹、指甲纹等纹
饰。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巅峰期，距今
7000年至5000年，仰韶文化以彩陶最具代
表性，有人甚至称仰韶文化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是彩陶的文化，也是彩陶艺
术的世界。

仰韶文化的彩陶是烧后彩，陶工将陶
器表面修整磨光，有的会涂一层白色或红
色颜料打底，考古界称之为陶衣。精心调
制好用矿物质制成的颜料，陶工用类似于
毛笔的软头工具在陶器上绘制图案，闪烁
的星辰、飞翔的小鸟、盛开的花朵、欢快的
游鱼、人群快乐的舞蹈等等。纹饰绘制完
成后入窑烧制，制作出来的彩陶颜色鲜艳，
经久不褪，几千年后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风
采。

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是中原彩陶强盛
期，彩陶数量众多、绚丽多姿、图案繁琐、变
化明快，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具有高超的手
工技术和丰富想象力。尤其是特有的花瓣
纹，更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这些
花卉纹是以菊科和蔷薇科两种花卉的花瓣
为母体创造出来的，并称之为“华山玫瑰”。

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强势扩张，形
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三门峡庙底
沟仰韶文化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就是“花开
中国——庙底沟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历
程”，从展览上，可以感受到当时彩陶就像
美丽的蒲公英飘落在黄河两岸的原野上。

彩陶艺术在中国遍地开花。
彩陶纹饰丰富多样，本身也有个发展

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简单点线到中期具
象写实再发展到后期抽象的几何形图案。
彩陶图案的变化，除了时代因素也有地域
审美、文化信仰的差别，比如半坡彩陶的
鱼、庙底沟彩陶的花、甘青彩陶的蛙等，都
有自身艺术特点。

彩陶图案由写实逐渐变为抽象化、符
号化，由再现到表现，这是由内容到形式的
积淀过程。那些抽象几何图案，在古人看
来，远不只是均衡对称的形式快感，可能有
原始巫术礼仪内涵存在，抽象形式中有内
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漫长发展过程中，
彩陶画面的内容积淀为形式，观念沉淀为
感受。

仰韶文化彩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第
一次艺术浪潮，也是我们祖先对美的追求
的热烈张扬，这种审美意识逐步积淀为中
华文明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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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
文明深处的记忆

三彩：
交流融合的浪漫

今瓷：
创意设计的梦想

宋瓷：
精致简约的意境

策划：董林 刘雅鸣

统筹：魏剑

执行：陈茁 孙勇

图①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保护工程。
图② 河南博物院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图③ 国家博物馆藏彩陶缸。
图④ 洛阳博物馆藏三彩蓝釉马。
图⑤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汝窑天青釉刻划莲瓣纹荷叶形座熏炉。
图⑥ 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钧瓷出戟尊。
图⑦ 庙底沟遗址花瓣纹钵。
图⑧ 郑州博物馆藏商代青釉瓷尊。
图⑨ 故宫博物院藏唐鲁山窑花瓷腰鼓。
图⑩ 郑州博物馆藏仰韶文化彩陶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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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透过文物看河南考古知今

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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