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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研究的史学困境及方法论反思

——一种学术史的考察(二)

王洪伟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 要：近百年来的钧窑历史研究大致形成了“文献学派”、“考古学派”和“科技学派”三大

流派，它们具有各自的学术成就同时又都遭遇史学瓶颈和困境。既往的钧窑历史研究存在着主

观性推断、反逻辑推理、循环伪证等方法论问题，常常以偶然性推断普遍性、以特殊性推论一般

性，迸一步造成了钧窑历史的混乱。钧窑研究应在对既往钧窑研究史学困境和方法论进行反思

的基础上，秉持整体的宏观文化史观，实现历史文献研究、考古研究、现代科技分析及烧造实践的

紧密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以开创钧窑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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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体的文明史：钧窑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反

著名古陶瓷学者李民举先生在论述陶瓷考古

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时指出，田野考古挖掘的理论是

基于这样的生活常识：人类活动的遗物堆积的层

次，晚期的地层叠压在早期的地层之上。但是人类

堆放垃圾时，不一定沿着水平方向堆积，考古地层

的分界面往往是斜面或者曲面。这个道理虽然听

起来很简单，实际发掘操作却相当困难。一般而

言，古代废弃物堆积形成以后，如果没有人为因素

或者自然因素的破坏，这样的堆积叫做原生堆积，

这样的堆积就很容易挖掘；但是假如废弃物堆积受

到了人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的破坏，这样的堆积就

是次生堆积。如何处理次生堆积对考古工作者来

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陶瓷考古中，次生堆

积相当普遍。工匠将残次品和窑具堆放在窑炉的

两侧，天长日久，堆积物的高度超过了窑炉的高度，

后来窑炉坍塌，由于自然搬运作用，堆积物倒塌在

窑炉上面，窑炉内部的堆积虽然在最下层，但是时

代却是最晚的。因此古窑址的发掘要特别小心，不

要把次生堆积当成原生堆积。他更指出，考古地层

的年代往往是相对的，很难确定一个地层的绝对年

代。有的考古报告依地层当中包含的铜钱断代，把

铜钱的铸造年代等同于地层的年代。严格来说，这

种做法是错误的。任何时代较早的东西很有可能

混进晚期的地层中。铜钱在哪个地层中出现，只能

说明该地层的时代不早于其铸造年代。1973—

1975年河南钧台八卦洞遗址中所出土的那件所谓

的“宣和元宝”钱范，只能说明所出地层晚于北宋

宣和年间，其年代可能是金，也可能是元，甚至可能

是明清时代，它不能证明地层的形成年代。即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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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钱范是真的，它也无法证明钧台窑的年代是在北

宋晚期宣和年间，更何况它是后人伪造的呢?

在论及陶瓷考古的类型学方法时，李民举说，

一般而言，在考古发掘完成以后，通常会采用考古

类型学的方法，依据其外形特征，进行型式分类，再

依据各自所出土的地层关系，总结出器物形态演进

的规律。器物形态的变化可能取决于家具的变化，

也可能取决于成型工艺的改进。前辈学者看到唐

宋时代桌椅家具逐渐变高，原来席地而坐的方式逐

渐变为坐在椅子或者板凳上，这样碗盘类器皿随之

变高，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发现。器物形态的变化，

还和成型工艺的改进有关，唐代流行饼足；而宋代

挖削刀具广泛使用，圈足越来越小，越来越精致，饼

足不再流行。为了提高燃料的利用率，尽可能缩小

窑位，唐代就开始出现支钉支烧的方式，宋元时代

流行漏斗形匣钵，比圆柱形匣钵节省空间，青瓷和

钧釉瓷器，多采用这样的匣钵。定窑为芒口覆烧，

发明了支圈，装烧量更大，明代扒村窑一度流行芒

口覆烧工艺。所以器物形态取决于家具形态，也取

决于修坯、成型、装烧工艺。高档瓷器的制造不计

成本，器物形态又有不同，这都需要细致观察。考

古类型学本质上是描述文化遗物，总结器物演进规

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整理新石器和商周时代的

器皿时很实用，但在整理瓷器方面就很有局限，比

方说，金元明时代的鸡心碗、罗汉碗外形没有什么

变化，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就应当将胎釉特征、彩

绘图案等一并考虑进去。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分

型分式的结果必然是琐碎不得要领，甚至作茧自

缚。可见，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在整理所有的考古学

遗物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但是古陶瓷的考古学研究

有其特殊性，研究方法需要灵活调整，不可墨守成

规。(!)在这里，李民举实际上强调在陶瓷考古中研

究者需要一种“整体的”文化史观。

史学领域更注重的是史实的呈现。史实呈现

客观，结论自然倾泻而出。这就与呈现历史事实的

理论和方法密切相关。设若呈现钧窑史实的基本

理论、方法不正确，其呈现的历史事实就会大打折

扣。

笔者认为，不同学科之间相互砥砺是很有用

的。这种砥砺是为了打开眼界和思路，用来证明一

些新的可能，而不是穿新鞋走老路。毕竟钧窑发展

史如此曲折复杂，单纯用一些完全依赖学者个人学

术良心的似是而非的主观性判断完全无助于钧窑

史的清晰化。考古学在还原史实的时候推崇原汁

原味的考古材料，但考古材料还不是史实，也许根

本就是一种假象甚或伪史。实际上理论及方法论

问题在文化遗址的发掘及其考古材料的分析上起

着灵魂的牵领功用；理论与方法不当不仅难以获取

可靠的考古资料，即使史实摆在眼皮子底下也浑然

不觉。视而不见。

近年来，笔者“走进钧窑历史田野”，结合田野

调查访谈、历史考古文献、自然资源环境、科学试验

资料及生产性、象征性文化景观等，贯通微观实证

研究与宏观抽象研究、文化研究与空间研究、历史

研究与结构研究的罅隙，开创走向历史田野的、文

理兼通的钧窑文明研究的新视野，往返于钧窑田野

调查、钧瓷实践以及钧窑历史文献、考古文献和科

技研究文献的梳理、整合之间，在文明史的视野中，

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屏障，开展系

统而深入的钧窑史研究，初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

果。

笔者2011年出版《传统文化隐喻：禹州神蜃钧

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以禹

州神重钧瓷特色文化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试图通

过对钧瓷文化带动禹州神蜃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

历史和结构分析，为构建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

的一般理论框架提供独特的理论新思维。同年出

版的《中国钧瓷艺人录：政治、市场与技艺框架下

传统手工艺人的社会学叙事》，以提炼于中原陶瓷

历史文化研究实践的“惊扰一窄化”概念框架、苦

难社会学及底层研究的相关社会学理论为支撑，以

“世家传承”的模式记述了钧窑创烧原产地卢家、

刘家、郗家、王家、杨家、任家、孔家、晋家、苗家等钧

瓷望族的演化变迁，并整体性地系统叙述和分析了

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和市场化时期钧瓷艺人

命运、工艺成就及艺人群体的现代性转型。作为一

部比较完备的中国钧瓷艺人志书，全书通过钧瓷艺

人从艺身世的细微之处和家国命运的历史性颠簸，

展示了传统手工艺人群体人性深处的苦难与光华，

构建起人物志与社会学写作的新学术传统。尤其

重要的是，通过对当代“活态的”钧窑匠师群体结

构及其技艺传承模式的认知，有助于还原古代钧窑

创作的社会关联背景，以便在文献、考古资料稀缺

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合理地“想象”钧窑史旧貌，而

不至于偏离史实太远。这种独特的学术表达方式

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①见李民举待刊新著：《考古学与钧瓷史》(Juan wares’History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Djscoveries)第一章：陶瓷考古方

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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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尝试建构一种全新的钧窑科技史的时候，

“专家学者”等知识精英纸上谈兵的空洞虚幻做派

令人失望，笔者不得不转身向当代一线钧瓷手工艺

人求解。2008—2012年，笔者前后访谈钧瓷原产

地禹州神重瓷区数百名一线钧瓷匠师或艺人，寄望

结合钧窑考古、历史文献、科技文献、田野实践和一

线匠师技艺口述，书写完备的《钧窑科技史》，不仅

对像钧窑这样的传统古陶瓷手工业科技史书写提

供崭新的前沿性学术写作模式，也由此能够真切地

直接地指导当代钧窑烧造实际。更深层面，笔者的

这种研究策略不仅在于由一线钧瓷艺人和匠师口

述其特创独有的钧窑工艺科技，建构起一部真实可

信的钧窑科技史或一部侧重钧瓷工艺的钧窑史，更

重要的是，由此反思传统手工艺科技表述的方法论

逻辑，同时也能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的口述史、

口述科技史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彻底的方法论反

思，从根本上为传统手_丁_=艺的科技表达提供一种方

法论基础①。2012年7月，以笔者担纲主编的“黄

河文明研究丛书”第三部专著《另一种钧窑史——

钧瓷技艺的手工艺人口述及地方性知识想象》公

开出版。本书纯粹以钧瓷胎釉原料分布及加工调

配、成型造型工艺、窑炉结构演化、烧成制度及原产

地古钧窑址考古发现等一线钧窑艺人、地方文博学

者类型化的技艺和历史口述为线索，打造极富理论

方法创新意涵的“另一种钧窑史”，开创钧窑技艺

及历史研究书写的新思维，建构形成中国传统手工

技艺及其历史书写的“口述科技史”新传统，颇具

学术原创性和实践指导意义。全书实际上也就是

一部原汁原味的“钧窑科技口述史”，其主要内容

包括四大方面：(一)通过以钧窑高仿艺人为主的

复制经验口述，还原钧窑创烧以降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前的历代钧瓷技艺的阶段性特征，以钧瓷

工艺的高仿实践还原钧窑技艺历史变迁的轨迹。

(二)主要通过计划经济时期直接参与新中国成立

后钧瓷恢复研制的当时禹县钧瓷一厂、国营瓷厂、

钧瓷二厂三大厂时期的杰出钧瓷艺人及技术管理

人员的口述，建构1949年到1990年之间的当代钧

窑技艺发展史，其中主要分为泥釉料调制、钧瓷烧

成、造型成型丁艺以及钧瓷窑炉建造等。(三)主

要是对1990年以后在钧窑市场上呈现出技艺典型

性或创新性的钧瓷艺人进行系统、全面口述汇拢，

以尽可能地表现当代钧窑技艺创新的真实面貌。

(四)主要访谈曾亲身经历甚至参与新中国成立以

来禹州神重钧瓷原产地历次考古发掘的地方文史

学者或民间钧瓷研究文博学者，以表达这些地方文

博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钧窑史想象。

本书甫一出版即备受学术界尤其是古陶瓷文

化界关注。许昌学院副院长郑直教授在本书的出

版推荐函中如是评价：首先，本书开创钧瓷技艺乃

至历史研究的新思维、新视角、新方法，通过诸类型

当代一线钧瓷艺人的口述，细致入微地剖解钧瓷科

技、艺术及其历史渊源的诸环节实质，开创中国传

统手工技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新传统，以获致极

大的学术原创性和实践指导性，有助于完成钧窑科

技史的系统性、整体性、贯穿性的研究。其次，本书

开创了传统手工技艺和地方民间技艺及其历史书

写的口述传统，从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层面开创

了口述科技史的新视野，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

和书写开辟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和写作的新传统。

其三，本书为第一部关于中国钧窑科技的系统的专

业的学术研究专著，为钧窑科技的科学史或科技史

开山之作；而且基于其一线钧窑匠师和艺人的经验

口述，极具实践指导价值，不仅将大大带动当代钧

窑文化艺术的跨越性提升，甚至也将引致当代中国

艺术陶瓷行业呈现一种独特的“钧窑现象”。许昌

日报总编辑李争鸣先生在其长篇书评中认为本书

的“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把基层一线艺人作

为关注的焦点，寻求钧窑理论研究的新突破。这在

钧窑研究史上尚属首次，其方法值得肯定和借鉴。

二是在深入、深入、再深入的过程中，挖掘出鲜活的

第一手资料。这种俯下身子、躬耕不辍的精神，是

严谨治学的重要保障。三是将各种观点作为原生

态表述的同时，仍然保持一个学者严谨的学术自

觉。也只有这样，我们的钧瓷研究才会更加接近历

史的真实，我们构建的钧瓷理论才能具有更高的学

术价值，从而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钧瓷产业的发

展②。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认为笔者的钧窑

历史研究方法具有“顶天立地”的学术精神⑨。学

①见王洪伟：《如何表述传统技艺——基于钧窑科技史述实践》，载《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33—40页。

②见李争鸣：《让一线艺人口述为钧瓷技艺写真——王洪伟博士<另一种钧窑史>读后》，《许昌日报》2叭2年12月21日

“文化版”。

③在郑杭生教授看来，所谓“顸天”就是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所谓“立地”是要深入中国实践

或历史的基层，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只有“立地”，才能真正地“顶天”；也只有“顶天”，方能更好地“立地”。参

见郑杭生：《传统之现代性变迁的生动体现和理论提炼——兼论王洪伟钧窑文明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问题》，《许昌学院

学报》2013年第3期，第2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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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对这种以文明史为核心的钧窑研究的关注不

在于这种研究方法或思路有多精致，而在于这种跨

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均窑研究领域还相当稀缺，给

人以学术上的新鲜感。

笔者关于钧窑史的研究，不仅仅在于单纯地复

原或还原单一的钧窑发展史，而在于以中国传统陶

瓷文化的历史演化为主线，从“微观”的钧窑技艺

在“失传一高仿”的历史循环反复之间接转传承过

程中所呈现出的“连续一破裂”的历史线索，站在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立场，着意以“连续性

一破裂性”、“大传统一小传统”、“传统一现代”等

几对学术概念的历史田野实证研究为逻辑起点，通

过对历代钧瓷名窑演化变迁及现代性转型的历史

和当下的贯通性研究，最大限度地发现提炼作为一

种独特文明类型的华夏文明或中国文明连续性生

成、延续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机制，由以探究华夏文

明纵向延续传承的“连续性”和“破裂性”问题；同

时贯通历史和当下，以钧窑文明近世以降所经受的

“破裂性”西化遭遇所带来的当下困境为契机，为

以传统陶瓷文化资源为代表的当代华夏文明的现

代性转型提供理论资源和学理支持，探究华夏文明

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路径。是为笔者钧窑文明史

研究的一种终极学术追求。

在这种学术追求中，笔者跨越了传统的自然科

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或者说上述的“科技学派”与

“历史文献学派”及“考古学派”的学科界线，综合

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现代物理化学以及文

化地理学等现代学科前沿理论，从文明史的高度探

究钧窑历史的辗转流传，贯通微观实证研究与宏观

抽象研究、文化研究与空间研究、历史研究与结构

研究的罅隙，开创走向历史田野的、文理兼通的华

夏文明研究的新视野。这样层面上的钧窑史研究

已经远远超越了“钧窑”历史本身，更具有方法论

意义。

实际上，近年来，上文前述的“历史文献学

派”、“科技学派”以及“考古学派”已不再依赖于某

种单一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都已经不同程度跨学

科、综合性地对钧窑历史展开宏大而细微的多向

度、多元化研究，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这种

“综合性”的研究取向在每个学派方面都有不同程

度的体现，而且各个学派内部及之间的跨学科借

重、交融越来越频繁。

众所周知，像地下窑场、陶瓷垃圾、窖藏、墓藏

材料一样，钧窑历史文献、碑刻资料也是层累地叠

压起来的，单一地看，这些“素材”都不可靠。钧窑

历史研究学者必须不断地到钧窑历史的田野或现

场中来体验其间的科技、艺术乃至文化、文明运作

的逻辑规则。陈万里先生开启了钧窑田野考察的

先河，在广泛地吸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初步的田

野调查激发的一些直观感性的见解不乏真知灼

见——尽管其部分结论后来经过现代科技检测、考

古发掘不断地被修正。现在还有哪个钧窑研究者

原封不动地依据历史本本或“老先生”的训教而坚

定不移地遵循“历史文献”的见解?

近年来，实证主义似乎成为钧窑历史研究的一

种主潮流，货真价实的“材料”似乎成为解开钧窑

历史钥匙和真相的不二“法器”。2006年，深圳市

文物考古鉴定所在“官钧”年代研究中就指出，传

统的官钧年代研究，或盲从前人，或以讹传讹，无足

凭信。由此认为，当下对“官钧”的研究，其目的和

意义似已超出单纯的年代考证；坚持还是背离以考

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才是至关重

要的①。此言中的，但是考古发掘若完全单一地以

钧窑的创烧或“官钧”年代追求为目标，而舍弃了

更为宽广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如古代窑厂生产、

组织制度；工艺技术成就；器物中蕴含的信仰理念

等意识形态、美学倾向；物质形式所隐含的文明连

续性逻辑，等等)，这样的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拣了

芝麻丢了西瓜”的简单学术损失，可能更是一种最

大的历史戕害和文化犯罪。真正的钧窑考古研究

应该是钧窑发展历程的复原，而不仅仅限于从个别

器物来断代和确定其文化性质、渊源和关系。而

且，如果抛弃人文的宏大的钧窑文明史想象，热闹

的钧窑研究界真的能够对自己攥在手里的“实证

材料”坚信不移吗?直到今天，关于钧窑始烧年代

和“官钧”烧造年代可靠的“文献”或“资料”尚几

近于无。有学者说，明代中后期，关于钧窑(或均

窑)的宫廷文献、地方文献、碑刻中有所反映，但是

直接反映吗?即便钧台窑或八卦洞烧制的陈设类

花器是为皇宫直接专烧的贡瓷，那么其为地方政府

主持组织的官窑?抑或是中央派员督烧的御窑?

宫廷档案、历史文献、地方志、考古资料乃至墓藏、

窖藏、碑刻至今都尚未发现确实的线索。现在看起

来极具说服力的“官钧”明代说也只是根据明清文

人清赏笔记、宫廷档案、地方志、地方碑刻、墓葬、窖

藏，以及考古地层关系、器型类型比较做出的推断

甚至是一些不连贯的一厢情愿的学术揣测。历史

①见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官钧”瓷器研究》(未定稿)，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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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推测，但是单向度推测出来的钧窑史并非是真

实的钧窑史。

科学地说，钧窑古窑场的地层关系仅只具有相

对意义，而非绝对的。若窑场垃圾堆积的地层历史

序列被后人或当事人人为错置了呢?其一切考证

的根基即刻訇然坍塌。器型类型比较也是有限的，

为什么是明代钧州(或均州)钧瓷造型仿自景德镇

而不是后代景德镇钧瓷造型仿自钧州(或均州)?

这种器形类比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也许，我们甚

至还要不得不考虑一个“官钧”工匠的来源问题。

北宋末年，处于宋金元交战前线的钧州、汝州一带，

窑场工匠是否停烧钧瓷还是待解之谜，但肯定有钧

瓷工匠的南迁和北迁，否则不会有金元时期北方钧

窑系的大扩张以及元代北方钧窑系的初步形成，这

都在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形成的文献基础上得到确

证。元末明初的钧州十室九空，朱明皇从山西迁民

钧州填空耕织。按照官钧烧造年代“明代说”，永

乐宣德年间均州城内官方为皇宫组织烧造“贡

钧”，“娴熟”运用铜红釉的钧瓷工匠应该到哪里雇

佣?晚清民国时期，禹州政府筹办的“钧兴公司”

几度聘请神重钧瓷匠师入城受薪烧制钧瓷，却无济

于事。钧瓷匠师不是虚与委蛇，就是磨洋工，甚至

悄然开溜，逃避官役。更以1991年禹州市政府筹

建的禹州市钧瓷研究所为例。起初官方曾许诺以

户口入城、事业编制为诱头，吸引当时钧瓷界唯一

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富安率领门徒烧制“新官

钧”。由于技艺与权力的纠结，这些神重钧瓷匠师

几乎全部出走，禹州市钧瓷研究所下属窑厂钧瓷烧

制难以为继，停停烧烧，至今外租给一家大型民办

钧瓷窑厂。当下现实是“活着历史”的沉淀甚或翻

版，个中况味足以深刻地启迪我们丰富的历史想

象。

我们的钧窑历史研究常常无视这些“活历史”

的当下存在。“官钧”的里蓝外红长期被认为仅只

是单一的铜红釉所致，后经当代窑工经验性高仿，

才明了官钧的“外红”实际上包含着底釉铁系天青

釉与面釉铜红釉的组合，在高温烧制过程交融才出

现紫蓝相问的玫瑰紫、海棠红等“官钧”釉色。蚯

蚓走泥纹一直是“官钧”既往鉴定的特殊标准，现

代陶瓷科技工作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之后才初步论证说是钧釉干裂高温融合所致。实

际上当代钧瓷窑工在实践中已经发现，除此种情况

之外至少还有三种工艺方式可以导致钧釉蚯蚓走

泥纹丁-艺现象，而且每一种工艺效果显得都如此逼

真，单靠眼学或现代科技根本无法辨析。而我们的

考古学者还单一地津津有味于“地下”无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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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地上”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载体”及其工艺创

造视而不见。钧窑考古学、科技分析由此陷入了死

胡同。

进而言之，钧窑史学者的研究视角还没有延伸

到对宋、金、元、明时期禹州古城城池的历史变迁研

究。有史以来，禹州城市建设及其行政归属显然不

是变动不移的。而且，在这漫长的朝代更迭过程

中，禹州古城及其辖属区域内常有当时不乏名闻

“天下”的名士或要臣匍匐于天子脚下，或被御用，

或被“驱使”，这些名士、要员既文且武。钧窑历史

研究者显然对之挖掘不够，而且十分欠缺。在两宋

中原及阔大的北方政治地理版图里，夹杂着辽、西

夏、女真金朝以及后来的蒙元王朝错综复杂的拉锯

式争斗。在那样的中原“国际”纷争中，阳翟钧台

窑或八卦洞窑、神重古钧窑群，汝州清凉寺汝官窑、

张公巷窑这些当时著名的窑场到底发生着怎样的

勾连、竞争，都启迪着钧窑创烧时代和“官钧”烧造

年代崭新的研究思路。尤其是对当下热闹的“官

钧明代说”研究者而言，器形类比不过是官钧年代

研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绝不是全部，即使器形“类

似”，谁敢确定不是其他明代窑口仿制“官钧”?

“官钧明代说”者也许更需要在宏观的制度、文化

意涵、工艺科技、考古材料等综合视角上对“官钧”

与明代东亚大陆各地的御窑、官窑做横向的综合性

比较，轻易不要妄下论断。

历史学家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现在看

来，我们的一些钧窑研究者恨不得有一分证据或一

分材料说十分话。就常识而言，这显然过犹不及。

也许钧窑创烧和“官钧”年代永远就是一个说不清

的谜，我们后人不能为了“说清”而违背逻辑、罔顾

事实地“强说”。在“官钧”年代的“北宋说”和“明

代说”之间，一直以来，明杖暗枪、聚讼不已。很多

时候我们不妨放下所谓的“专家”和“学者”姿态，

做一种仰视，从常识出发，反而显得我们的历史研

究结论更实在、更靠谱一些。

钧台窑窑场考古的局限性是因为那一代考古

学者知识及其训练的局限性，尽管也存在一些考古

发掘者学术品质上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政治和时代

背景下，我们不能太过苛求。而且，既然明了那个

时代考古的局限性及其特殊过程而又不反思，则就

是另一种情况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过

历史学或考古学科班训练的新一代钧窑研究学者，

若只是一味指责前辈的“不专业”或“学术品质”问

题，而自己则陷入另一种“不专业”的学术泥潭里

难以不拔，那就另当别论了。钧台窑考古无疾而

终，不是因为我们挖坑大、挖坑深，而是在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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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的、宏大历史的思维境界和学术素养上还

远远不够。

古钧现代科技测试分析已经开展诸多年。就

陶瓷器物或标本来说，现代科学对于测试对象、环

境有着严格的科学要求，对测试对象的测试程序也

有严格的科学要求，测试对象的来源、时空关系任

何一个环节的模棱两可，都会导致其检测结论的不

确定甚至错误。而且，常常是，不同的科技仪器、不

同的科技检测方式、不同的分析路径都会得出天差

地别的迥异结论。何况现代科技手段“小家族”内

部也需要“跨兵种”联合作战，否则与“瞎子摸象”

有何差异?

综上所述，钧窑历史研究亟待进行深刻的方法

论反思，首先，跨学科综合性的钧窑研究势在必行，

需要一个集结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综

合性学术团队对钧窑科技、艺术、文化展开宏大而

细微的综合性整体研究。过于偏向考古材料，过于

依赖历史文献，过于简单化地依赖科技分析或测

试，都可能是徒劳无成的。其次，综合性研究还很

不够。比如，“官钧”年代的“北宋说”和“明代说”

们需要详细地考证宋明时期官窑或御窑的运作制

度、建制、工艺和器物特征，还需要深度研究其往唐

代、其后清代官窑的制度、建制、工艺和器物特征，

特别需要详细探索明清时期御器厂、御窑厂以及王

朝地方政府开办的诸级官窑的制度、建制、工艺和

器物特征，这是一项涉及纵向、横向历史地理关联

的时空研究，是横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跨

学科研究。

由此看来，整体性的综合性的钧窑历史研究视

野亟待展开，钧窑史研究将有望在此基础上获致扎

实而充盈的成效和前景。

在这里，必须声明，笔者关于钧窑研究的方法

论反思，也许费心吃力不讨巧，实际上是“把辛苦

留给自己，把启迪留给别人”，但笔者寄望这种方

法论的探索和反思能够成为今后钧窑考古的一种

“学术补贴”或“学术福利”，刺激今后研究者能够

在反思的基础上更接近客观、更靠近科学、更贴近

史实地去寻求钧瓷史真正的发展线索和路径，而不

要将这种方法论反思再次主观想象成一种恶性的

学术抨击。惟其如此，才有望真正推动中国史学研

究的良性进步，才有望开创钧窑史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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