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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钧 ”与 “炉钧 ”辨析

王 忠 全

（中州大学，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　要： 长期以来，关于“卢钧”与“炉钧”以及“北方炉钧”与“南方炉钧”之概念，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 “卢钧”作为钧瓷衍生的唯一支派，又称“卢瓷”、“卢钧”，而“炉钧”则因清雍正时
期在景德镇烧制而得名。 经考证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卢家在神垕具有相当久远的烧制钧瓷
的历史，而非从清光绪年间的卢振太才开始烧制钧瓷；钧瓷在明代并未断烧，“卢钧”早于“炉钧”
而存在；景德镇所谓“炉型窑”即为“火炉中所烧”的说法是误解，“炉型窑”实为卢家早在明代就
使用的“推拉式风箱窑”的变种；景德镇“炉钧”之名的形成与“卢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卢
钧”与“炉钧”是上下传承关系。
关键词： 卢钧； 炉钧；“北方炉钧”；“南方炉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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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研究钧瓷之人，一涉及“卢钧”和“炉钧”这
两个概念，就会感到一头雾水，再加上“北方炉钧”
与“南方炉钧”两个概念，就更无从下手。 所谓“卢
钧”与“炉钧”以及“北方炉钧”与“南方炉钧”这些
基本概念，至今仍是钧瓷发展史上未破解的谜团。
而破解这些谜团的关键，首先就是要搞清楚何为
“卢钧”、何为“炉钧”，如果这两个概念捋顺了，问
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卢钧”是从钧瓷中派生出来的一个重要且唯
一的分支，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审美视觉，
在历史上享有“可与宋钧相媲美”的盛誉，习惯上
人们称之为“卢瓷”或“卢钧”，而“炉钧”则因清雍
正时期在景德镇烧制而得名。 长期以来，关于“卢
钧”与“炉钧”以及“北方炉钧”与“南方炉钧”之概
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就目前来说，认为“南
方炉钧”起源于大清雍正年间而“北方炉钧”即“卢
钧”产生于光绪年间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
位，这样算来，景德镇“炉钧”竟比神垕“卢钧”早了
二百多年。 问题是如果说神垕“卢钧”是由钧瓷中
派生出来的话，那么，景德镇“炉钧”又是从哪里派
生出来的呢？ 难道是景德镇的独创吗？ 笔者查阅
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书籍，发现它们几乎都没有
涉及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那么，景德镇“炉钧”究

竟师源于谁呢？

一、关于“卢钧”之概念

就“卢钧”而言，“卢”为姓氏，“卢钧”就是卢
氏家族所烧的钧窑器。 据后补卢氏家谱记载，清光
绪时期，神垕镇窑工卢振太及其子卢天福、卢天增、
卢天恩等，在钧瓷烧制方面造诣很深。 他们当年所
烧的钧瓷送到开封、上海等地，古玩店都将其当成
宋钧卖，价格极高。 后人们得知这些钧瓷均为卢家
新烧，一些古玩商们恐败坏名誉，便在门口挂出了
“谨防卢瓷”的牌子。 这足以证明卢家所烧的钧瓷
在当时已达到了以假乱真（宋钧）的程度。 直至今
日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仍将卢家所烧的钧瓷当作
宋钧收藏展示。 可见，瓷界所说的“唯卢钧可与宋
钧相媲美”之说还是很有根据的。
这里面涉及两个关键问题。
（一）卢家究竟何时开始烧制钧瓷？ 清光绪年

之前的卢家究竟居于何处？ 做何营生？
相传，清光绪年间卢振太携家人从河南密县来

集镇迁到了禹县神垕镇。 对于这一说法，不仅卢氏
家谱没有记载，禹州（县）志没有涉及，而且现在几
乎所有的学术著作、论文等也都没有去认真考证，
所以这始终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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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卢家是何时与钧瓷结缘的呢？ 关于这一
点至今几乎找不到任何原始资料记述。 普遍流传
的说法是：卢振太是在清光绪时期从密县迁到神垕
的。 一次，他在耕田时从地里发现了一些十分精美
的宋钧瓷片，进而对钧瓷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便
开始研烧钧瓷等等。 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可以这样
理解：第一，卢振太并非因钧瓷而从密县来集镇迁
到禹县神垕镇的，他来神垕镇就是种地的；第二，卢
振太是在耕田时因偶尔发现了宋钧瓷片才对钧瓷
开始感兴趣的。
这就是所谓二者的关联，但这个关联是否成立

呢？ 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是为了种
田，卢振太大可不必带着老婆孩子从密县来集镇迁
到禹县神垕镇这望天收的岗地生活；再就是不管卢
振太有多聪明，他也不可能因为在耕地时偶尔捡到
一些宋代钧瓷瓷片，凭兴趣短时间就烧出了“可与
宋钧相媲美的瓷器”。
我们知道，从唐花釉出现到北宋时期钧瓷烧

成，至少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 据此，如果我们
大胆推测，至少卢家在清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就开
始以宋钧为蓝本烧制钧瓷了。 为搞清这一基本事
实，笔者做了以下调研。
一是笔者专门拜访了神垕的卢家后人卢玉梅

女士。 据她介绍，当年卢家的老坟就在今天的新峰
六矿所在地。 １９７０ 年，政府划拨给新峰六矿上千
亩土地，其中就包括卢家祖坟所占的将近 １００ 亩的
墓地。 １００亩是什么概念？ 即便从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算起，到 １９７０ 年也仅有 ９５年的历史，那么，仅凭
卢家卢振太这一条线怎么会占 １００ 亩大的墓地呢？
按人均墓地 ２０ 平方米计算，１００ 亩可掩埋 ３０００ 多
人，如果仅仅几十年，这个数字很难成立。 据介绍，
当时迁坟时，卢家只迁了近代以后的一些祖坟，包
括卢振太以及卢振太之上的大片祖坟全部被矿上
推平。 而且，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卢氏家族墓地
已无空余，这之后去世的族人都埋在了政府为他们
重新规划的墓地。 可见，卢氏家族从光绪年间迁来
之说难以成立。 对于卢玉梅的说法，时任神垕镇党
委书记现年八十多岁的范文典老先生也如是说。
二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笔者有幸从神垕镇钧

瓷大师苗长强家存放的苗氏家谱中查到：苗家十一
代先祖苗之和迎娶了当时居住在神垕镇的卢氏为
妻，十一代是一个什么概念？ 起码也有二百多年的
历史吧。 按当时缔结姻亲门当户对的通例，卢家亦
应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况且卢氏只是卢家的女儿，
那么她的父亲、爷爷及向上还有许多代应该都生活
在神垕。 卢家在神垕镇的历史决非从卢振太才开
始，而是相当久远。
三是从神垕镇的传说上讲，唐代时神垕镇窑工

卢青与卢红兄弟二人巧遇画圣吴道子（号道玄，今

禹州鸿畅镇人，鸿畅镇与神垕镇距离约两公里），
他们在神垕共同探讨如何烧制钧瓷。 我们知道，古
人作画，用的是矿物质研磨的颜料，吴道子对于如
何配比颜色釉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将作画用的原料
技艺传授给窑工卢青、卢红兄弟二人，用于烧制瓷
器，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因为钧瓷所使用的原料几
乎全部由当地的矿物质组成。 时至今日，禹州的钧
瓷还有“道玄瓷”的说法。 我们大胆地将这个传说
与卢家祖坟关联在一起，假若唐代卢家就有族人在
神垕镇烧造钧瓷的话，那么如上所说，卢家祖坟能
占上百亩地也就比较靠谱了。
四是“卢钧”之说由来已久，最起码在清代已

经叫响，当时所谓的“谨防卢瓷”实际上就是“谨防
卢钧”。 作为一个瓷种，能以姓氏命名的在历史上
不多见，尤其是在宋代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这
个大概念下又出现“卢瓷”的称谓，进而形成唯一
正宗且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钧瓷流派，可以说，如果
它没有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五是前年笔者曾在许昌的古玩市场买到过两

块钧瓷瓷片，它们是同一件方式花盆上的，可以缝
缝相接。 经观察，这两块瓷片胎质疏松，透气性强，
与宋钧的胎质紧密区别很大，所以可以判断，它带
有典型的“粗大明”特征；同时，这两块瓷片，孔雀
绿釉与胭脂红釉的融合与流动非常美妙，清新自然
（见图 １），带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卢钧釉”的典型
特征。 由此可以证明卢家族人明代时很可能在神
垕烧制过钧瓷。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卢家决非从卢振太这一代才开始在神垕

烧制钧瓷，其祖上早就开始在神垕烧制钧瓷了，之
所以后来会有“卢钧”一说，这与卢家长期在烧制
钧瓷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

图 １

其二，卢家不是靠种地为生的农户，而是世代
以烧制钧瓷为生的匠人，正是有了卢家前面许多代
的技术传承和经验积淀，才有了后来清光绪时期卢
家钧瓷的辉煌。

（二）明代钧瓷是否断烧？
这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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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明代神垕镇卢家是否烧制钧瓷以及清代雍正
时期景德镇“炉钧”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钧瓷作为宋代五大名瓷

之一，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金元时期，全国各地
仿钧成风，以致形成了庞大的钧窑系。 但到了明
代，随着陶瓷中心的南移，北方瓷业处于衰退期，而
这一时期，景德镇瓷业异军突起，形成了一枝独秀
的局面。 正基于此，不少研究者认为，明代为钧窑
的断烧期，也就是说明代没有钧瓷。 其理由有两
点：一是元末战争使神垕的窑工丧失了烧制钧瓷的
基本条件，并导致大量窑工南迁；二是明代第十六
位皇帝为明神宗，其名为“朱翊钧”，因钧窑犯了君
名之讳，故明代钧瓷断烧。 这些理由看似无可挑
剔，但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说元末战争导致钧瓷断烧几乎不可能，

因为金元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内蒙古在内都
在仿烧钧瓷，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虽说
受战争影响，但战争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更不
会因为局部的战争而使钧瓷断烧。
其次，钧瓷因犯了明神宗朱翊钧 （１５６３—

１６２０）“钧”字之讳而断烧的说法也从未见史书记
载。 我们可以推断一下，明朝是 １３２８ 年建立的，而
明神宗则是 １５６３ 年才出生的，这中间已经历了
２３５ 年的历史，所以即便是明神宗时期断烧的，那
么明神宗之前的两百多年难道也断烧了吗？ 据禹
州（县）志介绍，明神宗即位，因避讳改“钧州”为
“均州”，只是金字旁的 “钧” 改成了土字旁的
“均”，从一定意义上讲，瓷源于土，这并不影响钧
瓷本身的属性。 所以，把所谓明代钧瓷断烧的罪名
强加于明神宗的头上，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同时，
如果一定要说避讳的话，那么为什么江苏的宜兴和
广东的石湾还一直在烧仿钧瓷器呢？ 宜兴仿钧始
于明代中期，最初是为了弥补紫砂胎体表面粗涩的
缺陷而施钧釉烧制，据明代王穉登枟荆溪疏枠所记：
“宜兴古阳羡也，一名荆溪⋯⋯蜀山黄黑二土，皆
可陶⋯⋯近复出一种似均州者，获直稍高⋯⋯陶者
甬东人，非土著也。”①枟景德镇陶录枠曰：“明代烧
造为江南常州府宜兴人欧之明所制，形式大半仿钧
故曰‘宜钧’。”②从这些记载中可以了解宜兴仿钧
之大概。 其实，明代时，景德镇也开始仿钧，谓之
“窑变器”，明后期，广东石湾窑的仿钧，谓之“广
钧”。
那么，明代的神垕又是什么情况呢？ 明万历高

濂枟遵生八笺枠载：“均州窑，有朱砂红、葱翠绿（俗
所谓鹦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

墨黑，三者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③万历就是明神
宗的年号，这里明确记载的就是均州窑。 同时他所
记载的这些色彩，不同于传统宋钧里蓝外红的特
点，而与卢钧釉色极为吻合。
另有这样一条记载也可作为我们研究这一问

题的突破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方以智先
生在枟通雅枠一书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其曰钧州，
有五色，即汝窑一类也。 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
音，窑变也。”

“报国寺”位于北京城西。 始建于辽代，明代
早期塌毁，成化二年（１４６６）重建，改名慈仁寺，俗
称报国寺。 也就是说重建的报国寺中有一尊类似
汝窑一类的五色窑变釉观音塑像供奉在那里，而且
说得很清楚是来自均（钧）州的五色窑变釉瓷器，
这说明明代时钧州仍然在烧制钧瓷。
对于报国寺供养的观音塑像，清乾隆时期英廉

所编枟钦定日下旧闻考枠也有记载：“（大慈仁寺）寺
后有毗卢阁，为当时北京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 阁
下瓷观音像高可尺余，宝冠绿帔，手捧一梵字轮，相
好美异，僧云得之窑变，非人工也。”④这里尤其需
要注意的是“宝冠绿帔”，说的就是釉色。 可见，报
国寺中的这尊窑变釉钧瓷观音塑像成于明代，至清
乾隆时期仍保存完好。
此外，１９８０ 年，考古工作者曾在神垕镇西大街

办事处院内，发现了一座明代古钧瓷窑址，在此出
土了相当一部分这一时期烧制的钧瓷瓷片，并同时
出土了一件刻有“天启六年”和“祁造”的陶范。 另
外，郑州收藏家李经谋先生就藏有一件刻有“天启
年制” （图 ２）的钧瓷盘。 天启年间是什么时候？
“天启”为明神宗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 这
说明一直到明代后期神垕镇一直在烧制着钧瓷。
而另一“祁造”的陶范则说明，神垕镇在明代不仅
有卢家在烧造钧瓷，而且还有祁家和更多的家族在
烧造钧瓷。

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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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见王穉登著枟荆溪疏枠，清顺治重修刻本。
见清蓝浦著枟景德镇陶录枠，１９２８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本。
见高濂著枟遵生八笺枠之枟燕闲清赏笺枠，清嘉庆重订本。
见英廉等奉敕编枟钦定日下旧闻考枠，１９８８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我们证明明代钧瓷没有断烧的事实，目的就在
于说明从宋代到清代钧瓷一直在传承、发展着，只
是规模或大或小、或官窑或民窑而已。 如是，清光
绪时期卢家能够烧出“可与宋钧相媲美”的瓷器也
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们本身就不缺乏钧瓷技艺
的传承。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这样证明，就在于要说明钧

窑从宋代到清代数百年间一直薪火未断的事实，正
是有了钧窑这数百年的技术传承和经验积淀，至清
光绪时期，无论是卢家的钧窑或是其他家的钧窑，
其烧造技术与工艺水平皆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只
是卢家的钧窑烧得可能更好一些，以致好到可与宋
钧相媲美的程度。 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
卢氏和其他姓氏的先辈们早就在神垕这片热土上
从事着烧制陶瓷的活动，这个时间可以上溯到唐宋
甚至更远的历史时期。

二、关于“炉钧”之概念

“炉钧”作为瓷器的一个品种最早记载于乾隆
时期的 枟南窑笔记枠和清人唐英的 枟陶成纪事
碑枠中。

枟南窑笔记枠是这样解释的：“炉钧一种，火炉
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为佳，青者次之。”故
有人据此解释为：因在炉型窑中采用还原工艺烧制
而称之为 “炉钧”。 但究竟何谓“炉型窑”至今没人
能够说得清楚。

枟陶成纪事碑枠则将“炉钧釉”释为“如东窑、宜
兴挂釉之间，而花纹为流淌变化过之”。 据此，还
有人认为“炉钧”与宜兴仿钧有传承关系。
我们知道，雍正瓷器素以精细典雅的艺术风格

而著称，特别是颜色釉瓷的烧造品种繁多，制作精
良。 炉钧釉是清代雍正时期仿烧的低温窑变花釉
品种之一，盛行于雍正、乾隆两朝，这已是毋庸置疑
的事实。 从传世的景德镇炉钧釉瓷器来看，其工艺
精湛，釉色美妙。 据分析，炉钧釉以铜、钴、铁等元
素为呈色剂，烧成后釉呈红、蓝、绿、紫、青等色，釉
层肥厚，釉面自然垂淌，相互熔融，形成彩斑或条纹
等窑变效果。 但其釉层不透明，开小细片，器足涂
釉，内底一般有款。 同时期景德镇还烧有仿钧窑变
釉，这种瓷器内壁釉面为柔润的洁白色，外壁多以
红色为主，有浅蓝色细纹，红蓝掩映，釉水有的成旋
涡状，有的成花朵状，开片自然，偶有流釉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景德镇所烧的“炉钧”或“仿

钧窑变釉”等器物虽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仍然属
于仿钧的范畴，就其风格或品相上讲，与传统宋钧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宋钧以蓝色乳浊釉和铜红窑
变釉形成的幻化莫测的艺术形式而闻名于世，开颜
色复合釉之先河。 可以说宋钧那种厚重典雅的风

格和宝光内蕴的品质对后世影响极大。
但我们今天所要搞清楚的不仅仅是景德镇炉

钧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景德镇炉钧究竟
从何而来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要查清“炉钧”
的身份。 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因
果关系，炉钧当然也不例外。 笔者认为谈景德镇炉
钧必谈一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必谈一地。 所谓
一人是指乾隆时期的唐英，所谓一地则是指钧瓷发
源地禹州的神垕镇。
唐英（１６８２—１７５６），字俊公，隶汉军正白旗，

沈阳人。 雍正六年，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协助年希
尧烧造瓷器。 雍正十三年接替年希尧职务，任管理
淮安扳闸关税务，兼领陶务。 唐英在职将近三十
年，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代帝王烧制瓷器。 他潜心
钻研，躬身力行，与窑工们同吃同住，为清代陶瓷发
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据考，康熙时期熊氏督窑期间就开始仿汝、官、

哥窑烧制，史称“熊窑”。 雍正即位后对钧瓷情有
独钟。 据枟清档枠雍正记事杂录记载：“雍正七年八
月初七⋯⋯郎中海望持出菊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
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做钧瓷，将霁红、霁青釉色烧
造”。 同年，唐英根据雍正谕旨，为仿烧钧瓷，专门
派吴尧圃到禹州神垕学习钧瓷配方及工艺。 吴尧
圃是安徽人，长期客居景德镇，能仿古法自为窑器，
产秘色瓷，与唐、熊、年三窑并称，谓之“吴窑”，足
见其陶瓷造诣极深。 临行前，唐英专门作诗赠与吴
尧圃：

　　絮落花飞春已暮，几欲留春春不住；离筵
黯黯趁春开，春风引客均（钧）州路；山山水水
几许长，帆墙云树愁苍茫；谷城黄石岘首泪，酒
材诗料携轻装；丈夫出门各有道，知己情深在
怀抱；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家；玫瑰
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君不见，善游昔
日太史公，名山大川收胸中；陶鎔一发天地秘，
神工鬼斧惊才雄；文章制度各有别，以今仿古
将毋同；不惜骊驹三叠唱，内顾无忧行色壮。
荆襄一水游有方，不比天涯成孟浪。 荷香蒲绿
掉归舟，倚闾白发颙颙望。①

唐英在诗中反复嘱咐吴尧圃要到河南取真经。
以下两句最值得关注：一句是“此行陶冶赖成功，
钟鼎尊罍关国家”。 “此行陶冶赖成功”，说明唐英
对吴尧圃到均州（钧州当时称谓）神垕镇学习制作
钧瓷充满期待；“钟鼎尊罍关国家”意思是说具有
端庄大气造型和厚重典雅风格的钧瓷是关乎国家
政权的礼器，来不得半点马虎。 再一句“玫瑰翡翠
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 “玫瑰翡翠倘流传”是
指钧瓷自然流动所形成的窑变釉色，即红似玫瑰，

·０３·
①见唐英著枟陶人心语枠，顾栋高编定。



绿如翡翠。 单就这种釉色而论，这就是典型的“卢
钧釉”而不是“宋钧釉”；所谓“搜物探书寻故老”说
的就更明白了，要找到钧瓷的实物和钧釉的配方，
就必须到钧瓷的故乡神垕镇，因为只有均州才是钧
瓷的原产地。 试想如果此时均州的钧瓷断烧，唐英
还会派吴尧圃到均州去学习吗？ 从这首诗中可以
深谙唐英对吴尧圃均州之行的重视程度，其中有嘱
托、有要点、有方法、有目的，可谓语重心长。 这一
点，我们从图 １所示的明代两块卢钧釉瓷片中，也
能找到这种“玫瑰翡翠倘流传”的感觉。 因为这种
感觉与传世宋钧那种 “里蓝外红”的特点差距很
大。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了唐英希望吴尧圃到
钧州去干什么了，就是要学习卢家烧制钧瓷的配方
及工艺。
如是，这就为我们判断江西景德镇“炉钧”的

由来提供了重要依据。 也就是说卢家早在明代就
已经能够烧造“玫瑰翡翠”般的釉色了，而这个釉
色也正是雍正皇帝所喜爱的釉色。 这一点从景德
镇所烧传世炉钧可以看出，它并没有跳出这两种主
要的釉质成色，只是景德镇与神垕镇因当地原材料
不同而烧出的效果略有差别而已。 神垕镇称这种
釉色为玫瑰红、翡翠绿，景德镇称这种釉色为霁红、
霁青（见图 ３）。 了解了这些也就明白了唐英派景
德镇的顶尖瓷器高手吴尧圃到神垕取经的真实意
图。 同时，将图 １明代的两块卢钧瓷片与图 ３的这
件炉钧釉灯笼瓶相比较，即可看出二者当有师承
关系。

图 ３　炉钧釉灯笼瓶（清乾隆）

钧瓷之源在钧州，景德镇要仿烧钧瓷，一定要
到钧州的神垕来学习。 而神垕的卢家技术又最全
面，所以他们在学习中就难免会有卢家钧窑这个概
念。 卢家钧窑对炉钧来讲影响甚大，实际上卢家所
使用的钧窑就是“风箱式小窑炉”，这种小窑炉直
径一米三左右，其窑炉中间只能装一个匣钵，匣钵
里要么装一件大点的坯胎，要么装两到三件小点的
坯胎，周边堆满蓝炭，用人工推拉式风箱催火，炭尽
器成。 此种烧制方式成功率极低，“十窑九不成”，

但偶尔出一件珍品，其价格也相当高。 时至今日，
这种窑炉在神垕作为传统烧制技艺仍有保留，如当
代钧瓷艺人李和振所建的几个风箱式窑就是这种
窑，只是原来推拉式风箱催火变成了小电动鼓风机
催火。 所以，吴尧圃在神垕取经时，不仅要学习卢
家的钧釉配方，同时也一定会学习卢家的这种用
“推拉式风箱窑炉”的烧制方法，而这种窑炉应该
就是枟南窑笔记枠中所记载的所谓“炉型窑”。 可
见，这种过去无人明白的“炉型窑”实际上就是“推
拉式风箱窑炉”的别名而已。 当吴尧圃把在神垕
学到的技术带到景德镇后，很明显，作为清代官窑
他们都不可能把仿烧的钧瓷叫作“卢钧”，因“卢”
为姓氏，而作为皇家御窑，不可能以“卢”姓来命
名，但他们又离不开从“卢家”所学的工艺与配方，
于是景德镇就有了所谓的“炉型窑”和“炉钧”之
名，这应该就是“炉钧”之概念的由来。 在当时皇
家御窑能用“卢”之谐音“炉”作为瓷器之名，已经
是对“卢家”最大的认可或者说是恩赐了。
由此而论，清乾隆时期枟南窑笔记枠所解释的

“炉钧一种，火炉中所烧”，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何
为“火炉中所烧”？ 瓷器不通过火炉中高温烧造就
不能称其为瓷器。 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景德镇的
“青花”和“粉彩”不叫“炉青花”或“炉粉彩”呢？ 可
见，“炉钧”之名与“卢家”是有很深渊源的。

三、结论

了解了“炉钧”与“卢钧”之名的由来，也就基
本弄清了景德镇“炉钧”的本源，“卢钧”才是其正
宗的鼻祖。 二者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这是
由历史的原因、地域的原因、原料的原因和人为的
原因所造成的。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晋佩章先生在世时曾说过：

“五六十年代，神垕艺人到景德镇去，那里的艺人
都远接远迎，为什么？ 因为景德镇的钧瓷是从神垕
学的，所以他们才尊称神垕的艺人为老师。”时至
今日，在神垕的近二百个窑口中，起码有五十多个
窑口还在烧制“卢钧”，而且非常红火。 当然，至于
“卢钧”的叫法是否科学，我认为是不科学的。 因
为不管是卢家烧的“卢钧”或张家烧的“卢钧”，虽
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如从科学意义上讲，
它们都属于钧瓷，所以只能叫钧瓷，而不应叫“卢
钧”。
当然，“卢钧”的称谓之所以能够从明清保留

至今，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定位，也有现实的公认，但
更多的是人们对卢家在钧窑发展史上和新中国成
立后所保留下来的钧瓷烧制工艺和钧釉配方的尊
重。 卢钧作为钧瓷的一个支派，是我们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确实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
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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