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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艺苑

大师风采

见

金堂瓷话环境艺术钧瓷体验馆，坐

落于中国钧瓷文化发祥地——禹州市

神垕镇金堂钧窑研究开发基地展示中

心三楼。

金堂瓷话环境艺术钧瓷系列作品，

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陶瓷烧成工程

师、金堂钧窑传承人李海峰大师深耕钧

瓷文化、研究跨界融合和大胆创新、匠心

独运的杰作，成功实现了“艺术生活化”

与“生活艺术化”以及“硬装”与“软装”的

完美结合，拓展了钧瓷的应用广度和深

度，赋予人们更多的生活谐趣和意义。

走进体验馆，犹如进入世外桃源，琳

琅满目的环境艺术钧瓷：钧瓷传统手工

砖、钧瓷雕刻瓷板、钧瓷釉画复合瓷板在

厅堂馆所地面、餐台、书房、书桌、迎宾墙、

电视背景墙、屏风、洗漱间等生活环境空

间的装饰应用模拟体验，让您目不暇接，

浮想联翩，我们的钧瓷家居生活也可以

如此的五彩斑斓、个性时尚、雅致奢华。

目前，金堂瓷话环境艺术钧瓷，在河

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下由河南省陶瓷

学会发起，河南省环境艺术钧瓷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中

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

平顶山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协助、指

导，金堂瓷话环境艺术钧瓷釉画复合艺术

背景墙3.0技术已成功攻克，为艺术瓷砖

带来奇幻的、宏大的壁画视觉效果。

钧瓷，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是文

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堂瓷话环

境艺术钧瓷系列作品以“工美文化+”

“传统文化+”的方式渗透到旅游、生活

场景、环境艺术设计等各个方面，用传

承手艺、提供手艺服务的方式，为推动

钧瓷产业的升级，扩大钧瓷的应用空间

和应用领域，给河南陶瓷产业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韩国平）

金堂瓷话环境艺术钧瓷体验馆

创新出杰作 谐趣寓真意

中原玉石文化产业先进单位、人物
推选活动开始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玉石文

化产业百花齐放，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

位、人物。为总结河南玉石产业取得的

成就，展现行业风采，树立品牌形象，由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河南日报农村

版、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的“中原玉石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暨先进单位、人物推选活开始了。

本次推选活动依托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的媒体宣传优势，大力宣传河南玉

石文化产业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企业，

评选邀请专家、领导、媒体人，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结果将向社会公

布，接受社会监督，届时将由专家、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

会领导出席“中原玉石文化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隆重表彰先进人物、单位，为

中原玉石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 （本报记者郭明瑞）

花瓷元素闪耀登场第五届金童象
儿童电影周颁奖盛典

近日，2020第五届金童象儿童电影

周颁奖盛典在郑州举行，鲁山花瓷作品

被本次电影周组委会指定为颁奖礼品。

据悉，该活动由河南省电影局、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金童象儿童电

影周组委会、北京电影协会、宁夏影视

协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的50多个剧组

欢聚一堂，见证一年一度的荣耀时刻。

鲁山花瓷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袁留福的作品被本次电影周组委

会指定为颁奖礼品，颁发给获奖演员。

袁留福一直致力于鲁山花瓷的保护、传

承工作，近年来设计创作的《腰鼓》《梅

瓶》等花瓷作品在国内文博会上摘金夺

银，他也先后获得“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中原陶瓷名匠”“河南省陶瓷设计艺

术大师”等荣誉称号，为花瓷的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郭明瑞）

中原陶瓷文化先进单位、人物推选
活动进行中

为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河南日报农村版承办的“中原陶

瓷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十大影响力

人物”及“中原陶瓷文化企业十强”推选

活动自11月18日启动以来，相关单位

及个人积极报名参与，截至目前已收到

近70份报名材料。

据悉，本次活动将邀请知名专家、领

导、媒体人严格按标准评审把关，评选结

果将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届时将

有专家、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参会隆重

表彰先进单位、人物。（本报记者郭明瑞）
宝丰县在江西省景德镇市举行汝

窑陶瓷交流推介会
12月10日，宝丰县汝窑陶瓷交流推

介会在江西省景德镇市陶溪川陶瓷文创

园举行。景德镇市陶瓷协会、企业家协

会等50余家企业同来自宝丰县的五家

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宝丰县人民政府

与当地企业成功签约6个合作意向。

宝丰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近年来，该县以建设“文旅强县”为目

标，在政策扶持、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设立1000万元扶持发展资

金，为汝瓷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政策、资

金保障；建成开放了中国宝丰清凉寺汝

官窑遗址展示馆和宝丰汝窑博物馆，为

汝瓷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东道

汝窑等重点企业先后入驻县汝瓷创业

园，汝窑陶瓷产业呈现勃勃生机。

活动当天，宝丰县与景德镇市相关

陶瓷企业在交流推介会现场共同展出了

130多件（套）汝窑作品，吸引了到场的嘉

宾们细致观赏。会后，两地的艺术家进

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李赛楠）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黄志华

“家有财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汝

瓷的名贵不言而喻。随着宋室南迁、汝窑

烟灭，瓷技艺彻底失传。1988年，汝瓷复

烧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天青釉、月白釉研

制成功，汝瓷终于再现光彩，而这更是一

位青年的人生转折，他就是当今汝瓷行业

的翘楚杨云超。

高中时代杨云超就喜欢绘画。正当他

踌躇满志准备参加高考投身艺术时，高考却

没有艺术类特招。在饱尝梦想破灭的苦涩

之时，命运也为杨云超打开了另一扇窗。

1983年，杨云超被临汝县特招进入

工艺美术汝瓷厂担任技术员，后调入实验

组参与汝瓷天青釉、月白釉的研制工作，

探讨设计和工艺等课题。杨云超对汝瓷

原料开始进行了深入研究。从1984年到

1987年，经过两百多次的研究、试制，终

于形成了天青釉和月白釉的试验成果。

1988年7月29日，经过原国家轻工

部和省科委组织的技术鉴定，汝瓷厂正式

宣布天青釉、月白釉复烧成功。为表彰他

的突出贡献，杨云超被保送至河南省轻工

业学院进行工业设计的深造。上学期间，

杨云超利用寒暑假期参与厂里新产品开

发，参与设计的汝官瓷水仙盆等汝官瓷产

品获得全国首届博览会金奖，1989年他

设计的汝瓷月白釉仿古“虎头瓶”被河南

博物院收藏。1990年，毕业后的杨云超

返回汝瓷厂，成为厂里的核心研究人员。

每年承接大量的出口交易订单，为厂里带

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汝瓷厂的十年，为杨云超的事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2005年5月，杨云超创办

了汝州市宣和坊汝瓷有限公司，用近七年时

间研制出了“翡翠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严格来说，这也属于对古代釉色的

恢复，因为这种釉色开片不同于梨皮蟹

爪。它是天然的圆片，像鱼鳞一样，层层

叠叠堆簇，晶莹透亮。所以，给它起名为

翡翠釉。”杨云超说。

在一般认知中，汝瓷开片是极好的，

有天然之美，尤其是那抚琴般悦耳的开片

之声，如“天籁之音”。杨云超对开片解

释：“开片，其实是汝瓷的缺陷，是因膨胀

系数不同造成的，是在胎釉结合不好的情

况下形成的。”

在出土的宋代汝瓷中，不开片的仅有

一件，现存于台北博物院，通体无片，如玉

一般。杨云超说：“古时技术水平有限，无

法克服开片难题，但现在的科技水平是可

以解决的。”

杨云超的作品形成了造型古朴、釉色

温润的艺术风格。汝瓷仿古十八件工艺、

“汝窑日用瓷无开片技术”等先后通过省市

专家成果鉴定。“汝瓷红、黄、蓝发光釉制备

技术”等先后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和外观设

计专利38项，“虎头瓶”等作品先后获得

“都市时尚”国际休闲文化与休闲用品（郑

州）博览会金奖、2016年、2018年、2019年

中国“大地奖”金奖，中国民间文物最高荣

誉奖系列《云工奖》金奖等国内外大奖39

项。2017年，创作的65件一带一路系列

汝瓷，作为国礼送到了国外政要手中。

作为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杨云超热

心公益事业。2008年捐赠艺术珍品抗震

救灾、2014年义卖汝瓷救助汝州困难好

人、2016年被评为汝州市米庙“乡贤”。

杨云超被命名为“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被

授予“平顶山市杰出能工巧匠”“平顶山市

五一劳动奖章”；被河南省授予“中原大工

匠”称号；被国家授予“中国陶瓷工艺大

师”称号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于传承，杨云超认为，将汝瓷日用化

才是最好的传承。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汝

瓷能够以更加完美的姿态飞入寻常百姓

家，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无论用天青色的古韵碗盛一份晶莹剔

透的米饭，还是用月白色的茶杯沏一盏沁人

心脾的普洱茶，抑或是抿一口用豆绿釉汝瓷

酒瓶灌装的茅台镇仁帅年醇酱香美酒，汝瓷

的光芒，都能让你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之

外，感受到来自千年前的智慧与传承。

杨云超这个汝瓷产业链的全才，扣着

整个行业的脉搏，在产业化之路上将走得

更远。

杨云超：为汝瓷而生

●孔春生高级工艺美术师，
第一届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钧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河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
师，中原（轻工）大工匠，河南省工
艺美术行业技术能手（见右图）。

●刘建军 高级工艺美术师，
高级工程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
大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钧
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
中国收藏家最喜爱的工艺美术大
师，河南省杰出工艺美术艺术家。

●王志戈中国玉石雕刻大
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

●王国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传统技艺
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宝丰
县专业技术骨干人才。

●温剑博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许昌市非遗传人，钧瓷文化先
行者，知名文化学者，出版《钧魂》
《神艺》等丛书。

鲁山花瓷始于夏，盛于唐宋，断代

于晚清，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原

产地鲁山段店。呈黑地(也有黄、黄褐、

茶叶末地）、淡蓝和乳白斑花一器三

色。唐南卓《羯古录》载：唐玄宗与宰相

宋暻谈论鼓事时说：“不是青州石末，即

是鲁山花瓷。”自此，鲁山花瓷名震天

下，奉为贡品，备受唐、宋、元历代皇帝

之钟爱，亦为古今学者藏家之青睐。唐

玄宗酷爱花瓷，尤爱花瓷中的《花鼓》。

以至于把鼓杖打断了四大柜子。元代

吴莱《明皇羯歌》有“宋公守正好宰相，

鲁山花瓷闻献躁”之述，把鲁山花瓷与

一代名相宋暻的品行相提并论。可见

对鲁山花瓷的评价之高。

据考，鲁山花瓷源远流长，又名唐代

钧瓷、唐花钧。有黑瓷、唐钧瓷、月白、三

彩瓷等。器形有鼓、注等。品种之全，花

样之多，工艺之精湛，实乃中国陶瓷史上

所罕见。最著名的当数花釉瓷，呈黑地、

淡蓝和乳白色斑花一器三色。釉层以

“厚”著称，釉感坚实，器型圆满、浑厚、庄

重，其色细润、绚烂。珍稀绝妙之处更在

于其二液分相釉的技巧，黑地之上奇妙

的淡蓝、乳白色斑花皆为自然窑变而

成。整器合天地之自然，去造作之矫饰，

张厚润恢宏之庄严。可谓“黑釉蓝白一

火成，神钧开颜花千形。可参造化先天

秒，无极有来太极生”。

花鼓，唐曰羯鼓，亦称腰鼓、拍鼓，

古打击乐器也。唐盛羯鼓，其鼓声之

悦，无与伦比。《羯鼓录》云：“羯鼓之声，

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唐玄宗嗜击鼓，

尤爱鲁山花瓷《羯鼓》，常与宰相宋暻谈

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

瓷。”有杨贵妃经典唱段“万岁爷把羯鼓

一声来响，我这里离玉座重整霓裳”至

今流传，其酷爱之最，评价之高，无可形

容尔。

时局动荡，国宝遗失。唯一完整

《羯鼓》，现藏于故宫，鼓长58.9厘米，直

径22.2厘米，呈长筒形，两头粗大，细

腰，鼓身凸起棱形弦纹七道，通体黑色

釉，淡蓝、乳白色斑花均匀布于全器，实

系花瓷珍品，稀世国宝。

鲁山花瓷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之高，在“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中独树

一帜，确系中华陶瓷之瑰宝。（王群成）

钧瓷开创瓷器生产新领域

从技术上讲，钧瓷是中国瓷器生产中

第一次正式应用铜红的瓷种。它创造性

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打破了青白瓷一统

天下的格局，开创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

向下开启了明清两代的釉下彩技术。这

个工艺是禹州窑工的创造性。钧瓷之美，

贵在色彩，而色彩之美，贵在窑变，

对钧瓷窑变成因的探索

由于窑变成色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

传统烧制工艺很难有效控制，因此，钧瓷

窑变被赋予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对于釉

色发生的特异变化，一些钧瓷艺人既不能

说出原因，又不能在生产中重复出现，都

简单地称之为窑变。“十窑九不成”已成为

行内共识。大家一直认为烧钧瓷靠运气，

窑变之谜从钧瓷诞生之日起就困惑着历

代窑工们。他们在此方面的研究探索从

没停止，积累经验，摸索出一套烧成方法，

但始终没有明白窑变的真正原因。

经过千百次实践和试验，如今对钧瓷

的窑变有了新的认识。窑变因素是多样

的，是一种高温化学反应，所形成的色彩、

纹路等艺术形式都是其反应的结果。

研究窑变因素，掌握窑变色彩

改进烧成制度，精准把控转火点。先

进的窑炉满足了坯、釉对火焰的要求，但

同一种釉子，不同的烧成方法会有不同的

结果，需有一套科学的烧成制度来保证成

色。钧瓷的“窑变”釉色，行业内称为铜红

釉，是以含金属铜主色剂通过还原焰烧制

而成的，而氧化铜成色则不与其他氧化物

化合，单独成色。

钧釉的烧成大致经过3个阶段：氧化

焰、还原焰、中性焰。烧成前期要求是氧

化焰，目的是排出结构水、结晶水和分解

无机盐等。还原焰也是重要的成色阶段，

弱还原焰是防止氧化的保色阶段。但变

换火焰气氛的关键温度转点，始终没有统

一标准。钧瓷釉的转火温度差只有

20℃，该变火焰时错过这一温度会“白

窑”，太早会“黑窑”，没有人能确切把握这

个转火点。因为窑炉温差太大，经验丰富

的窑工通过观察孔的火焰判断温度，只看

到局部的一点，按照要求1000℃转火，观

察到是1000℃，但距离火膛不同距离的

部分温差可能相差200℃。此外，每次窑

装的产品不同，观察的位置也不同，所以

无法制定出精准的烧成制度，最终也就无

从确认何时“转火”，也就没把握能够烧出

红色来。经过多次试验找到火焰“转火”

临界点，细分了各阶烧成作用和确切的温

度点。这样划分通俗地让新的烧窑工明

白各阶段作用，便于总结和分析成色，为

钧瓷发展打下基础。

促成窑变的其他因素。不同的釉料

配方也是促成窑变的重要原因。氧化铜

在碱性基础釉和偏酸性釉的发色差别很

大，不同的釉料配方在相同的还原气氛

下，表现出的色调也是不同的，釉料配方

的耐火度会对“窑变”产生影响，同时釉料

矿石中的钙、锡等助色剂，都在釉中起到

了很好的辅助成色的作用。

气氛是指火焰的成分，火焰的性质指

还原焰、氧化焰、中性焰，燃烧气体包含火

焰中的二氧化硫、无机盐等，火焰性质和

燃烧气体合称为“气氛”。钧瓷釉主要指

铜在还原气氛下产生的色彩。气氛对窑

变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成不成色就是看气

氛是否正确。没有了气氛就没有了钧瓷

的颜色，气氛的轻重会直接影响钧瓷颜

色。

压力也对“窑变”产生影响，就是窑内

燃烧时的气压。压力一般从观火孔可以

观察到，窑内有压力时，观火孔火焰就往

外伸，伸得越长说明压力越大，称为正压；

反之称负压。在相同的火焰气氛下，不同

的压力对成色有影响。火焰的流速和压

力在相同的气氛下，流动快慢对成色亦有

影响，往往会出现令人意外的画面。

构成钧瓷窑变的因素很多，所谓“入

窑一色，出窑成彩”的魅力即在于此。现

在，窑变的原理已经知晓，并能通过对窑

变因素的部分掌控实现较为理想的成色，

但远不能完全控制窑变。一件钧瓷珍品

是多种因素巧遇而成的，但通过改进技

艺，提供“巧遇”的合适条件，创造出更多

“巧遇”机会，这是钧瓷创作中，推动技术

不断进步的源泉之所在。 （孔春生）

钧瓷的烧成与探索
>>>导读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原产地

河南禹州。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釉

中含有微量的氧化铜，在烧制过

程中以氧化铜为主色剂和氧化铁

等金属氧化物混合着色，形成红

紫相间、白蓝掩映的釉面效果。

钧瓷的价值不仅在于带给人独特

的美的享受，还蕴涵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价值。

鲁山花瓷的历史渊源及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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