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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钧与商周青铜文化
文ˉ沈阳维特商标专利事务所ˉ霍光旭

[ 内容摘要］清代河南禹州神垕镇卢氏家族烧造的钧瓷达到了宋代钧瓷水平，其窑变生成的斑彩釉画，釉面上的开片纹使失传千年的钧瓷得到发扬光大，其艺术造型

诠释了商周青铜文化，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做出贡献。

[ 关 键 词］河南卢钧　窑变斑彩与釉画　青铜文化　开片现象

钧窑瓷器原产于中国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

自五代开始作为贡品，北宋徽宗朝定为御用器，

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官、哥、定、汝、钧）之一。

宋代官钧窑址主要是神垕镇的钧台窑及禹州市

东南的八卦洞窑，官窑钧瓷是专供皇宫贵族使

用而烧制的，非商品，所烧陈设器不计成本，

不限数量，凡达不到宫廷要求的一律打碎，不

得流入民间。1126 年，“靖康”之变宋室南迁，

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俘，囚于东北黑龙江五

国城，钧瓷生产毁于战乱，官钧配方失传，存

世“宋钧”价值连城。虽然元明时期钧瓷略有

烧造，但与“宋钧”比大不从前，以致时烧时停，

直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在钧瓷的故乡——

神垕镇，以卢天恩等卢氏家族为代表的钧瓷世

家，为了传承宋代钧瓷的窑变艺术，利用南山

的石头，北山的土，东山的色石，西山的坩子，

并在釉料中加入铜的成分，以串烟乌火的还原

方法，用风箱炉小窑高温烧制，经过多年的艰

苦研究和试验，烧出的天青色卢钧达到宋代钧

瓷“雨过天晴”的工艺水平而举世闻名。同时，

卢钧还在釉料中加入玛瑙（SiO2）成分，烧成

的卢钧像宋代官钧一样，五光十色，艳丽无比。

卢钧除了釉色天青、天蓝、月白、豆青、灰青

外，还有丁香紫、玫瑰紫、茄皮紫、朱砂红等，

更为神奇的是在卢钧窑变生成的斑彩中又天然

形成人物、动物、花鸟、禽兽等形象各异、形

神兼备的窑变肖像釉画，在卢钧釉面还会出现

纵横交错的开片现象，不仅将宋代钧瓷艺术发

扬光大，而且在器型设计中汲取了我国古代商

周时期的青铜器型，并将卢钧窑变釉色与青铜

造型完美结合，不仅古朴高雅，而且更显尊贵，

充分展示了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而且为中

国乃至世界陶瓷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

商周时期，约从公元前 18 世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止，历经商、西周、

春秋、战国共一千五百年之久，是中国青铜发

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而早在新石器时代，陶

器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到了商代，由于青铜器的使用，又促使我国各

类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制陶

业的基础上，出现了原始青瓷，并成为中国古

代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事业。青铜文化除了青

铜器、陶瓷器、木漆器和玉石器之外，还包括

人类发明的文字、绘画艺术等精神文化。 

清代陈浏《陶雅》云：“古物之美者，以釉质、

手工、时代三者为最重要。”在中国长达四千

年的陶瓷历史长河中，从商代原始青瓷开始大

多数是单色釉，到了唐代又相继出现了三彩釉、

绞胎和斑彩瓷，而进入宋代河南钧瓷才成功地

创烧出我国早期窑变铜红釉，并在宋代各大名

窑中以“釉俱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

从此打破了单色釉一统天下的局面。宋代钧瓷

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但都因多次战

乱而失烧，使幸存的宋代钧瓷完整器极少，而

清代卢钧采用风箱炉小窑，每窑仅烧一两件，

每件高不过尺，成品率较低，因卢钧釉中又掺

入铜的成分，使卢钧釉色明亮，色彩丰富，在

造型过程中又采取传统的手拉坯工艺，使立件

器物成型难度大，特别是在器型外观上吸收了

商周青铜器的精华，以“古为今用”，使卢钧

瓷器位受推崇，由于卢钧需要二次烧成，经过

多达七十二道工序，尤其是钧釉中的铜、铁、

锰、锡等元素在氧化或还原过程中发生化学反

应的不确定性，使卢钧釉色极不稳定，难以控制，

因而使卢钧精品百窑难得一件，而珍品更是可

遇不可求。1914 年，卢钧代表中国在美国旧金

山举办的万国商品赛会上名声大震，为中国窑

变瓷器争得荣誉。

图 1 为卢钧天青釉夏禹治水提梁盉，中国

是世界上最重外交礼仪的传统国家之一，中国

的青铜器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盉在商

代青铜器中属于水器一类，盉是用来倒水洗手

的用具，类似于壶，不同的是壶有盖，多平底，

而盉有三足，有盖或无盖，盉在新石器时代就

有陶盉，商周时期流行青铜盉，而在西周又有

了原始青瓷盉，在我国夏商周时期，奴隶主贵

族在举行重大的祭祀典礼前，都先用盉洗手，

以表示洁净虔诚，盉常与盛水的盘配套使用。

卢钧夏禹治水提梁盉，高 14.5 厘米，以披发龙

为流，扁条状提梁上印有古老的网格纹，在流

与梁之间塑造一尊夏禹像，夏禹把持龙口流，

象征着夏禹治理泛滥的黄河水而将洪水引入大

海的英雄壮举。此件卢钧盉呈天青色，在流的

两侧各窑变一片紫红斑彩，其中右侧形成蝴蝶

图案，而紫红蝴蝶好像在为大禹治水庆功而翩

翩起舞。盉体釉面开片，明亮如镜，这件卢钧

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善

良的传统美德。

图 2 为卢钧朱砂红釉出戟尊，出戟尊是我

国西周（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青铜

器何尊的艺术造型，1963 年出土于中国陕西省

宝鸡市。戟是古代一种兵器，出戟又称扉棱，

常用作青铜器上的装饰纹，何尊作为庆功酒器，

其腹内底铸有铭文 122 个字，记录了周武王、

周成王治理天下，营建新都成周的重要史实。

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台

北“故宫博物院”，分别藏有宋代钧窑月白釉、

月白挂紫及丁香紫釉出戟尊，而全世界连同公

私收藏传世宋代钧窑出戟尊，共 10 件左右。但

是千百年来，窑变钧红釉出戟尊首次在卢钧中

被发现。这件朱砂红釉出戟尊高 15 厘米，不仅

“十窑九难成”，而且屈指可数，清蓝浦《景

德镇陶录》卷三载：“钧窑，釉俱五色，红若

胭脂，朱砂为最。”

图 3 为卢钧灰青釉小臣艅犀尊，小臣艅犀

尊是指我国清代山东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

器珍品，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此器

有盖已失）。《楚辞·国殇》中有“操吴戈兮

被犀甲”。对于用犀牛皮制成的铠甲既坚石又

柔韧而大加称赞。以牛、羊、象等动物造型的

青铜尊多为盛汤器，但也有以马做青铜礼器的，

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驹尊。小臣艅犀尊记录

了商王征伐夷方以赏赐小臣艅贝的史实。此件

卢钧烧制的小艅犀尊高12.8厘米，其吻上一角，

额上一角，犀身空腹，背上有圆口，口上有一

只双圆环形桥式盖，灰青釉器体开满冰裂纹并

伴有密麻如鱼籽般明亮的釉泡，玻璃质感强，

胎重体坚，再现了商代青铜器小臣艅犀尊的历

史风采，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帮助。

图 4 为卢钧天青挂紫弦纹曲把杯，弦纹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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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就使用在陶器上。目前，上海博

物馆藏品中有一件战国时期流行的“Z”形曲

柄青釉弦纹把杯。曲把杯属盥洗用具。此件卢

钧曲把杯，高 12 厘米，通体施以天青釉，腹饰

11 道凸弦纹，犹如大海中不断翻起的一层层波

浪，弦纹在天青釉的衬托下，可谓碧波荡漾，

曲柄为柱状 S形，象征顶天立地， 釉面呈现纵

横交错的开片纹，酷似北方冬天江河中冰面裂

纹，抚之无痕，晶莹剔透，尤其是在天青色器

腹中又窑变一片紫红斑彩，宛如唐代诗人白居

易在《暮江吟》诗中赞美的那样：“一道残阳

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卢钧天青挂紫弦

纹曲把杯，不仅在视觉效果中给我们带来极大

的艺术美感，而且再一次证明了卢钧窑变艺术

的卓越成就。

图 5 为卢钧天青挂紫弦纹碗，弦纹碗是中

国古代战国时期流行的古典器，弦纹与鼓钉纹

是宋代钧窑重要的装饰纹。弦纹一般呈线条状，

可装饰在器物的颈、腹、肩、胫等部位，所用

工具刃部的不同呈现粗、细、凹凸。尖状圆弧

形和方形等不同形式。这件卢钧弦纹碗，口径

13.5 厘米，其弦纹设计在器腹上，在碗内壁的

天青挂紫彩中神奇的窑变一幅举世无双的双视

图釉画。窑变釉画是卢钧工艺中最精湛的艺术

成果，而双视图又是窑变釉画中最具代表性和

艺术鉴赏性的杰作。双视图是指在卢钧窑变斑

彩中天然形成的正视和倒视都成为两个独立的

艺术画面，当我们正看卢钧碗时，画面出现一

只红色长尾松鼠并跳在向前爬行的红龟背上，

此时红龟应不时回首张望，松鼠与松树谐音，

寓意万年长青，松鼠与红龟组合又象征延年益

寿，这幅妙趣横生的艺术画给我们提供了无限

的遐想和良好的祝愿，颇具艺术生命力。当我

们倒看此碗时，画面又形成一个童子在一只小

犬的引导下，左手扶担，右手摆动，前挑一只

雄鸡，后挂一个包袱，在阳光下快步飞奔回家

的动人场面。这幅“小童归家图”釉画再现了

卢钧窑变工艺的超凡之处，给人以美好、快乐、

向上的感觉。然而更让人惊喜的是在碗底素胎

圈足内有一个“垕”字印记，说明卢钧碗出自

神垕镇，而带地名款的钧瓷在中国近代钧瓷史

上十分罕见，因此，从釉色、装饰纹、窑变釉

画以及地名款等都构成卢钧碗的珍品特征，具

有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及收藏价值。

图 6 为卢钧豆青釉马形红彩茧形壶，茧形

壶，口小项短，壶腹椭圆形，因酷似蚕茧而得

名，早见于西汉灰陶加彩茧形壶，战国时期流

行青瓷茧形壶。此件卢钧茧形壶，高12.5厘米，

釉色豆青，通体开片，釉面明亮，玻璃质感强，

豆青作为瓷器釉色，源于我国东汉时期的越窑

青瓷，唐代诗人陆龟蒙在诗句中曾赞美道：“九

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绿来。”在中国古

代陶瓷历史上，淅江越窑青瓷与河北邢窑白瓷

都是著名瓷窑并合称“南青北白”。越窑属于

南方青瓷，以单色釉为主，而始于唐，盛于宋

的河南钧窑属北方青瓷，其釉俱五色，艳丽无比，

越窑豆青与钧窑豆青都是以铁为着色剂在氧化

气氛条件下烧制而成的，但越窑瓷偏青，钧瓷

偏黄，越瓷胎轻釉薄，而钧瓷釉厚重并开片，

越窑青瓷一次烧成，而钧窑瓷两次烧成，先中

温 1000 ～ 1100℃素烧坯胎，然后挂釉经高温

1250 ～ 1280℃釉烧，釉中含少量铁的石灰釉，

经高温氧化生成三氧化二铁（Fe2O3），呈现豆

青色。石灰釉是以氧化钙为主的一种釉料，其

含量在16%～20%，高温时釉的黏度小，易流动，

玻璃质感强，硬度高。钧釉中铁的含量一般在

2% 左右，若偏高，釉色呈现黑色，偏低，釉色

发白。氧化气氛是指烧窑过程中，窑内空气充

足，燃料完全燃烧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火焰气

氛，特征是无烟，透明，燃烧产物中的主要成

分是二氧化碳及过剩的氧气使釉面上的铁生成

三氧化二铁 , 烧成后把炉门打开，使器物表面

与空气接触，釉面会立刻呈现青黄色或豆青色，

由于受到空气温差的影响，钧瓷胎与釉的收缩

率不同，使钧瓷釉面产生开片现象。

钧瓷的开片现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是发生期，即钧瓷停窑后温度降低至常温阶

段，此时釉面开片可达 60 年；第二是氧化期，

钧釉开片经过发生期后处于相对稳定阶段，但

是钧瓷长期与空气接触而处于自然氧化过程，

这个时期钧瓷釉面会继续开片，只是在原有的

开片纹中会更加细密，这种开片的密度取决于

器物存放的方位，如中国南北方的温差，季节

温差和地上地下等诸多因素，比如钧瓷在我国

北方冬季 -25℃时，若用手摩擦钧瓷表面时，

釉面的开片纹就会产生新的小裂纹，犹如敲打

玻璃后碎而不裂的炸纹，这个氧化期的长短不

仅取决于钧釉的薄厚，而且与釉中硅的含量有

关，釉中的玻璃质硬度和强度随氧化年限的延

长而表面张力会逐年下降，开小片现象就会不

断发生。

在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中，除定窑以黑釉、

白釉或紫定著称外，均属青釉瓷，在多数条件

下，河南钧窑瓷器都是在还原反应中烧制而成，

釉色以天青、月白、天蓝居多，而河南汝瓷也

是一样，主要以天青为主，故历史上有“钧汝

不分”之说，然而，与钧瓷和汝瓷烧造气氛相

对应的浙江官窑和哥窑则采用氧化反应烧造工

艺，而釉色则会出现铁黄现象而生成米黄色或

浅米色。卢钧在氧化条件下烧成的豆青釉十分

难得而存世量极为有限，《博物要览》云：“官

哥二窑时有窑变，状类蝴蝶、禽鸟、麟豹等像，

与本色釉外变黄，或红紫，肖形可爱，乃火之

幻化，理不可晓。”然而，官、哥二窑的传世

窑变品虽有记载，却少见实物。卢钧豆青釉茧

形壶中的颈至腹部却窑变一匹马形釉画，引申

寓意为拔得马头红彩而吉祥如意，这件马形红

彩，说明卢钧釉中含有铜的成分，在没有完全

氧化的前提下，铜又被还原而要变成铜红色，

这不仅给茧形壶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而且

说明铜离子十分活跃且无法控制，若在氧化气

氛中铜会生成绿色或翠色，而铁在还原条件下

会出现青色。此件卢钧茧形壶一反常态，使釉

面在氧化和还原气氛交融的情况下，产生豆青

挂红彩的窑变现象而生成一幅红马奔腾的窑变

釉画。这个寓意天马行空、马到成功的卢钧茧

形壶，以其形色构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天然画卷，

再次展示了卢钧窑变艺术的辉煌成就，以至卢

钧豆青釉马形红彩茧形壶成为钧瓷孤品而足称

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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