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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汝窑传承，当下争论的
问题有哪些？

汝窑是古人留给汝瓷人的一
顶王冠，但也是一个紧箍咒。近
年来，提到汝瓷发展，我们总是被
现行地域、遗址归属和原产地范
围问题所困扰。在传承的过程
中，我们过分纠结于历史和归属
地的扯皮，而忽视了汝瓷文化传
承生态保护区的构建和协同发
展，才是硬道理的关键。

1.问题一：汝窑地域归属
地域问题其实是最无可争辩

的。因为无论现行地域划分下的
清凉寺窑、张公巷窑在哪里？汝
官窑诞生地在哪里？都不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是它姓“汝”，相距不
过几十里，都与古代汝州的人文
历史血脉相连，都是汝文化背景
下诞生的陶瓷艺术的重要载体和
杰出代表。地域行政区划是不断
变化的，未来会怎样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人文生态千年相通，怎么
划分地域都无法割裂文化。

2.问题二：汝窑遗址分类
遗址问题本质上属于考古范

畴，但遗址呼应问题涉及到人类
学。考古讲究实物证据和精准描
述，人类学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
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我们在看
待汝窑遗址问题，除了陈述局部
的已发现的事实之外，研究者在
面对公众的时候，应当树立大局
观，不能诱导人们把视野变得狭
窄和狭隘。任何一门艺术，都是
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共同创造的，
绝不是由某一个人在不借助文化
传承生态的前提下凭空创造出来
的。如果没有古代汝州地区千百
年来的陶瓷烧制技艺的积累，肯

定不会有汝窑的经典出现。一味
秉持考古学观点，在某一个被发
现的重要遗址署名上只考虑现在
的属地并有意地与区域文化割
裂，肯定破坏这个文化诞生的历
史时期真实的样子。我们应当鼓
励研究者，通过局部重要的遗址
点延伸研究整个区域文化的面，
最终构建汝瓷文化传承生态保护
圈，保护与重要的遗址点休戚与
共的原生文化。

3.问题三：原产地汝瓷保护
原产地产品保护问题从本质

上来讲是地域特色产品品质和名
誉权问题，但很容易被地方保护
主义所利用。我们讲文化时常常
说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本身是原
生文化被尊重、被喜爱并传播开
来的过程，是值得推广的。汝瓷
从宋代声名鹊起以后，历代制瓷
人争相仿制并衍生出了很多优秀
的仿制品，是文化传播、嫁接与本
土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汝窑
系。就像京剧，京剧是四大徽班
进京后融合而产生的经典艺术，
属于徽剧的改良，你能说它有原
产地问题吗？还有端午节，本身
是中国的习俗，韩国人学去了，
我们能说韩国人过端午节侵犯
了我们的产权吗？这些问题都
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万不
可因为一句原产地问题因噎废
食。仿汝窑做得再好看，也成不
了真汝窑。就像鄱阳湖的大闸蟹
再好，也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我们要保护的是汝州、宝丰等原
产地汝瓷文化品牌。保护这个品
牌不能靠抵制外地仿汝窑，而是
要提升祖先留给我们的“汝”品牌
的技术含量和口碑。这样，我们
就永远是汝窑艺术的原产地和寻

根之地。
4.问题四：仿古与创新
当下人理解的汝窑仿古指

的是模仿传世汝窑的釉色，而创
新是指在汝官窑之外的釉色，相
对简单。造成这种理解的重要原
因是了解不够深入，是普通受众
对汝瓷发展的本原问题一知半
解。我们的仿古与创新还在路
上，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研究、磨
合，才能使普通受众最终理解仿
古与创新。仿古是为了追寻古人
的智慧和缅怀古人的艺术追求，
成功了，说明你临摹得好，是顶级
的匠人。创新则是重塑经典，再
造一时大美的革命之举，成功了，
证明你有开创之功，才是当世之
大师。我们应该鼓励艺术家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情怀或雄心壮
志，选择从事守成或拓荒这两条
路。现阶段，这两者都要鼓励。

现代汝窑振兴，真正的问题
在哪里？

作为历史名窑的传统瓷区，
汝窑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很多与其
他瓷区类似的问题，也有自身独
特的问题。当我们剖开表面看本
质时，这个问题就是“内生动力不
足和外部竞争威胁加大”，是困扰
汝窑产业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如
果再缺少强有力的团结协作精
神，这些看似不重要的问题就会
被歪曲、演化和阻碍汝窑产业的
发展。

1.传承不充分、不全面是硬
伤

国际国内对非遗项目和非
遗传承人是有明确规定的。通常
来讲，必须是那些人类在历史上
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地
传承百年以上，具有重要价值的
文化遗产。按这个定义，汝窑的
传承显然是不充分的。我们的汝
窑从宋末就已逐步断烧，目前的
恢复烧制起源于清末民初，以解
放后国营厂复烧为开端，只能说
是恢复，谈不上传承。这就使得
我们目前的恢复技术五花八门，
没有系统的方法和门类。因为创
造宋代汝窑辉煌的技术已在几百
年前失传或流落到南方，与南方
技术融合了，所以，我们的传承是
不充分、不完善的。这是我们的
硬伤。不像景德镇或宜兴，有着
世代相传的手艺套路和自古流传
的技术要领，在几百年的历史过
程中演变幻化、改良提升并最终
传承至今。

2.人才结构、梯队建设滞后
没有传承就没有人才培

养。除了资源，古人没有给我们
留下太多的技术绝活。汝窑恢复
初期，困难重重，时至今日，仍然
不能打磨出一套成熟的技术链
条。虽然在国营厂的几十年里，
我们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但当
时的恢复并没有得到稳固，就破
产了。囿于从业人员学历和技术

资源掌握的不充足，后续的突破
不是特别明显，汝瓷人始终在艰
难中前行。当下，虽然我们引进
人才，但落地太难。培养技工人
才又有就业短板，处在内生动力
不足和外部环境威胁加大的时
期。在有成熟的陶瓷类高校的地
方，快速发展的陶瓷创新和技术
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快速提升，正
逼着传统瓷区艰难地应对价格和
创新的挑战。

3.产业链不完善、生产力较
低是弊端

汝窑恢复始于解放后。当
时的举国体制下，我们曾拥有相
对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随着国营
厂的改革，我们的技术目前依然
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设备改良
基础上，严重制约了汝瓷产业发
展。就像工业革命时期，老牌的
工业强国由于不愿改良设备被新
兴经济体快速突破的情况是一样
的。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新技
术、新材料的引进，必然会被历史
所淘汰。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是
一棵大树。永远躲在历史的襁褓
里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我们应该
正视历史，放开手脚，实实在在的
用技术、用进步赢回曾经的荣耀。

现代汝瓷发展，到底该怎么
办？

古语说：盛世古董，乱世黄
金。艺术品的兴盛一定与物质生
活的极大满足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下的和谐盛世给汝瓷艺术再创
辉煌创造了最好的机遇。

汝瓷人是幸运的。汝窑留给
了我们无上的荣耀和重要的品牌
价值，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工匠该
有的心态，潜心研究，就一定能够
在汝窑发展的历史中有所作为，
把这门艺术打磨得更加璀璨，结
出更灿烂的新艺术果实。因为，
我们的土壤足够肥沃。

1.政府层面：打破行政区划
壁垒，构建汝瓷文化传承生态保
护区

由于时代的变迁、行政区域
再划分，造成了汝官窑窑址地理
归属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汝窑的整体保护，及汝瓷产业融
合高效发展。就目前而言，几个
分属不同县市区域的汝窑艺术同
根同源，但囿于目前的行政区划，
很难统一制定保护、传承和发展
政策。分属不同县市区域的部分
企业为了各自利益和发展需求，
呈现出相互排斥的态度，不利于
汝窑的传承和有序发展。

因此，相关区域政府应摒弃
唯我独尊的观念，打破行政区划
壁垒，改变各自为政、相互掣肘
的局面，联合推动构建“汝瓷文
化传承生态保护区”，以保护范
围定保护措施，建立有效的联合
联动保护机制，通过统一的政策
指导，切实为汝窑文化传承、汝
瓷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和舆论环境。
2.汝瓷传承人：坚守传承，用

诚信维护品牌
汝瓷烧造技艺传承人要真心

领会保护、传承的意义，不忘初
心，发扬光大老祖宗留下来的宝
贵文化技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先
辈们的努力成果；要守得住底线，
耐得住寂寞，切不可因为蝇头小
利，投机取巧，把全部精力都花在
商业经营而不是保护传承上。鼓
励热衷追求那一抹天青色的匠
人，总结经验，世代坚守下去。

3.汝窑复兴人：兼容并蓄，师
夷长技以自强

一个产地可能因一门绝技而
闻名，但不可能因一门技术而长
久存在。工艺美术，工艺代表的
是造物的智慧，指的是技术和技
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美术则
是审美思想，会随着时代潮流的
变化而不断变化。

现阶段，汝瓷烧造技艺已然
不如宋代时的会当凌绝顶，在生
产力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逐渐
落伍，失去了技术层面的行业竞
争力。这就需要汝瓷人有刻苦钻
研的勇气和创新发展的信念，通
过学习、借鉴和研究，将当下行业
最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在学习
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我们自身资
源优势，弯道超车，重现区域行业
龙头地位。

4.潜心研究，继往开来，争做
时代弄潮儿

古代汝州地区的文化生态足
够深厚，值得我们研究和利用的
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源非常多。我
们应当做好梳理和研究，服务于
文化再创造。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文艺复兴
时期，其审美与技术都在不断复
兴和超越前人。欧洲的文艺复兴
虽然在形式上是在复兴古典艺
术，其实是从根本上创造出了比
古典艺术更加符合当时人文氛围
的新的艺术门类。这是值得我们
借鉴的。我们也处在追逐和复兴
古人艺术的时期，但最终我们要
呈现的一定不仅仅是和古人一模
一样的作品，如果是那样，那就是
艺术上的临摹，临摹得再像，也只
是炫技，没有深厚的艺术价值。

真正的艺术品，一定是艺术
家本人艺术智慧的凝结，其呈现
出来的是有艺术家情感，能打动
人的作品。

汝窑有厚重的文化生态积
淀，需要研究和拓展的空间非常
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必然会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变得强烈。
我们在前期量变的基础上，正在
迎来一个质变的机会，只要做好
准备，继往开来，通过学习研究，
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就一定能成
为时代的弄潮儿，也必然会在全
面恢复古人汝窑经典技艺的基础
上，有新的符合当代人审美的汝
瓷艺术品出现。

（本版选题策划 大河报汝州运营中心 统筹 张鸿飞）

从文化生态角度看现代汝窑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赵俊璞 文并供图

编者按：汝窑位居北宋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地位显赫。现代汝窑恢复研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已有60多年。近年来，伴随着产业扩大、政府引导加强和考古新发现的不断解密，给汝瓷产业发展带来
了契机，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代汝州所辖区域地理区划的调整，造成了诸如汝官窑窑址地理归属、县域分治下的保护政策，及技艺传承人等一系列阻碍汝瓷产业融合高效发展的问题。

本文作者通过5年来的产区调研和汝瓷产业一线管理服务工作经验，站在文化生态的角度，诠释建设一个血脉相连的汝瓷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很有必要。

古代汝州的瓷器生产始于唐，盛
于宋，及至汝官窑问世，走向巅峰。从
仰韶时期最为著名的陶器《鹳鱼石斧
图》彩陶缸到宋末“汝窑为魁”的汝瓷，
汝州书写了古代中国陶瓷史上半部最
辉煌的篇章。除了得天独厚的陶瓷资
源，更重要的则是先民们世代创作并
传承下来的烧制技艺，以及融入这些
技艺里的特色文化构成的文化生态，
它们奠定了汝窑出现的基础。现代汝
窑的发展遇到的官窑窑址地理归属、
县域分治和技艺传承人等诸多问题，
放在文化生态完整性的历史观里，都
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加快
联合构建汝瓷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
保护文化生态并使其蓬勃发展。

汝窑艺术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下
逐渐萌芽并最终通过时代演进孕育出
来的。文化生态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
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状况和环境。艺术产品作为意识形
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的反映。历史上每一种文化都是随着
社会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
物质生产具有连续性和传承性，社会
物质文化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
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
性。汝窑的孕育与其千百年来的文化
延续也是一样，是诞生汝窑的文化生
态决定了汝窑的文化形态。从地域角
度上看，汝窑诞生于豫西陶瓷土矿资
源丰富的伏牛山余脉地带，在这个地
域圈中的不同城市在人文上有很强的
相似性，同根同源。我们应该认识到
无论汝州、宝丰，乃至郏县、鲁山、禹
州，在同一个文化生态圈中，任何地
域、任何人，为汝窑艺术创造、传承与
发展所做的努力，都应该被感激和铭
记。

汝州是拥有厚重历史文化的名
城，也是具有大格局的老城。自原始
社会文明萌芽，历经夏商周铺垫，及至
秦汉经营，再到隋唐以来形成的城市
雏形，最终演变到宋元的成熟城市体
系，更在明清时期作为直隶州的建制，
都对汝州城市历史和文化格局的形成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汝瓷之都，陶瓷艺术是串起
汝州文化的重要活化石。由陶器到瓷
器，杰出的先民创造出了一个个重要
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的诞生不是偶
然的，与汝州文化生态圈里千百年来
日益形成的丰富文化资源和浓厚的文
化氛围密不可分。就这一区域而言，
陶器也好，瓷器也好，无论最好的窑址
在哪里，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都与这
一地方千百年来文化生态下的历史演
变和科技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伴随着现代汝窑的恢复发展速
度加快和新的考古发展不断呈现，围
绕传承问题，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和谐
的声音和阻碍产业融合发展的现象。

作者简介：赵俊璞，河南郸城人，青
年陶艺家，硕士，先后毕业于郑州大学
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美术学
院。2015年，作为汝州市引进人才，任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汝瓷电子商
务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具体分管陶瓷
文化产业和汝瓷小镇规划建设工作，曾
荣获汝州市五一劳动奖章、2016 汝州
市重大项目作出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2016/2017年度汝州市招商引资先进个
人、2017年度汝州市先进科技工作者、
2018年度汝州市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个
人三等功、突出贡献个人三等功等 10
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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