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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to other art forms．China’s Jun porcelain is 

a precious art treasure that possesses the gen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being passed dowm 

t川 now．An excellent Jun porcelain can bring artists 

and collectors unlimited artistic enjoyment．In the 

present social macroscopic envi ronment and art 

context，it worth discussing that how artists can 

make better design and truly inherit and develop 

comtemporary Jun Porcelain art． 

千年丹青难绘就，钧窑以其独一无二的窑变釉色美享誉古今和中外。中国钧瓷同书画等其它艺术形式一 

样，是带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流传至今的珍贵艺术瑰宝，一件优秀的钧瓷作品，可以给艺人以及藏家 

带来无限的艺术享受。在当前的社会宏观创作环境与艺术语境下，艺人如何对钧瓷作品进行更好的设计 ， 

真正的使得当代钧瓷艺术得以传承与发展。创作应该在充分借鉴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当代创作环境 

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艺人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以艺术引领生活，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钧窑的历史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我 

们的精神家园，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源泉和精神 

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一重要论断， 

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对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意义，也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繁 

荣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 

泱泱五千年的华夏历史，遗留下来大批的珍 

贵文化遗产，陶瓷便是其中之一，它与中华民族 

同根 同源 ，陶瓷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优秀文化之 

一

。 作为当代传统技艺传承人，传承的不仅仅是 

关键词】当代钧瓷 传承 创新 发展 

传统技艺与文化，更重要的是传承传统技 艺与文 

化的精神。传统技艺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之 

魂，没有魂魄的民族是一个落后、愚昧的民族。 

以钧窑为例 ，亦是如此。钧窑是北方窑系的 

重要代表 ，它厚重、端庄 ，以釉取胜。在 《天T 

开物》 “陶埏”一章中便有对钧窑的介绍： “凡 

自土日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 

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 ， 

南则泉郡德化 (土出永定，窑在德化)、徽郡婺源、 

祁门 (他处白土陶范不粘，或以扫壁为墁)。” 

传统钧瓷技艺成熟于北宋时期 ，距今已有千年的 

历史。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经典造型，如 《出戟尊》 

《梅瓶》 《胆瓶等》，这些均是古代钧瓷艺人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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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研究的结晶。历经了唐宋的辉煌，元的缓慢发 

展，明清的式微。当代钧瓷恢复于解放后，在一 

代老艺人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精神下，钧 

窑重新被点燃，历经半个世纪的努力，形成了当 

下蓬勃发展的局面。钧窑的显著特点除了绚丽多 

彩的釉色和厚重多变的器型，更在于 “人窑一色 

出窑万彩”，开创了一种瓷器意境美的先河。这 

种历经七十二道工序之后 ，经历了泥与火的涅粲 ， 

出窑的作品的不可捉摸性以及神秘性。可以说， 

这种传统技艺和文化不仅给钧窑发源地神厘的钧 

窑艺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满足，尤为重要的是， 

在手作的过程中，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享受。 

传承与创新 

随着钧瓷艺术与文化的不断推广，历史地位 

被重新审视，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创新。如 70 

年代钧瓷一厂创新活环耳饰，为当代钧瓷创新指 

引了新方向：80年代出现了翠玉釉象鼻尊，釉色 

和器型都有了突破性革新；90年代液化气窑炉 

的改造成功使得钧窑在烧制技术上有了跨越式发 

展。可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革，它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瑰丽丰富的窑变神韵，传达了古老的 

中国所坚持的那种厚重质朴和与时俱进的精神， 

加之独特性与艺术性被世界藏家、博物馆收藏， 

钧瓷的地位和荣耀与El俱增。 

反观钧 窑的发源地神厘 ，近年来 禹州以钧瓷 

文化旅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 ，通过积极实施钧瓷 

品牌塑造、神厘古镇开发、钧瓷产业提升等，钧 

瓷文化得到了大力弘扬 。生产厂家、从业人 员数 

量显著提升，钧瓷生产克服了重重难关，实现了 

诸多突破，如窑炉的成功改造，死环变活环等： 

交流进一步扩大，专家学者到神屋进行艺术考察， 

多次组织钧瓷作品到国际展览，省外交流：钧瓷 

产品的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朝着日用产品和艺 

术作品两个方向发展 ，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 “钧 

瓷热”。 



 

最近十年 ，钧窑品牌认知与艺术创作 13益受 

到重视 ，一些深人人心的作品也使得钧窑艺人备 

受关注 ，跻身艺术家的行列。这个时期 ，也对钧 

窑的市场表现、艺人作品个性语言的提炼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为任何时期 ，任何瓷种的进步都 

离不开对传统技艺和文化 的传承。钧瓷造型 ，如 

同其它器物一样，是人们表达文化情感、反映现 

实生活的一种具体的物质载体 ，不同的历史时期 

的作品承载 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倾 向、经济水平和 

文化水平 。只有传承与创新做 的好 ，才能够使得 

行业得到真正的发展。传承钧窑技艺，不仅仅是 

局限于对传统造型的仿造仿烧 ，一味的去泥古 ， 

任由今日的脚步不前。 

本人认为 ，距离钧窑艺术顶峰发展时代宋代 

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时间的演变过程中，钧瓷 

艺术语言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这就需要我们 

在继承老祖宗留下的珍贵经验之91、，具有创新、 

开拓精神 。当代钧瓷艺人利用传统技艺，开拓更 

高品味、更新具象的艺术作品。 

当代钧瓷作品如果有新的经典，必须融人更 

多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思想 ，创作作品才能提高品 

味。在文化繁荣兴盛的今 El，我们可 以借鉴的 因 

素很多，如当代建筑、雕塑，甚至可以借鉴音乐、 

民族等其 它艺术形式 ，为我所用。当代钧瓷应该 

反映当下的历史地位与艺术特色。实际中，现代 

钧瓷造型在传统的基础上 ，大胆改革，融入了现 

代审美元素 ，创造 了瓷器更多的可能性 。釉色的 

研发也同步并进，出现了许多种过去没有的釉子。 

同时制作工艺更加精湛，尤其注重细节的雕琢 ， 

同印象中的传统钧瓷有了显著的变化 。 

钧瓷以型为本 ，釉为魂。造型上应该大胆创新， 

充分结合钧瓷瓷种的特点和釉色变化，创作中一 

系列具有传统精神、又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当代 

钧窑艺人执着艺术，坚持前行，收获颇多。当代 

钧瓷艺人大多有各 自擅长的领域 ，或是精于窑炉 

设计，或是精通造型设计，或是对于釉色颇有研 

究⋯⋯行业 中出现 了不少经典作品和它们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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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佼者，如以造型创意享誉业界的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孔相卿的 《伟人尊》，被誉为 “匠心之作” 

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志的 《佛尊》 ，为行业作 

出了造型创新的楷模 。 

后来者亦跟随其精神脚步勇猛精进。在造型 

上巧妙运用钧窑独特的釉色、陶瓷独有的技法相 

结合，匠心独具 ，实现自己的作品表现形式，如《楼 

兰泉语》 ，就用了红色钧釉与月白釉色作对 比， 

平面以跳刀融合 ，表达泉水的清澈宁静 ，逶迤漫 

长的沙浪。再如 《西域佛音》，以转经筒为蓝本 ， 

端庄肃穆 ，肩部饰 以跳刀纹装饰 ，既寓意转经声 

的心跳声涤荡心灵 ，又暗示佛光普照。釉色莹润 

自然，宛如圣洁的西域霞光映照 普渡众生 ．传 

递出一种 昂扬 向上和催人奋进的精神。 

在釉色创新上，传统的釉色有玫瑰红、海棠 

红、胭脂红、鸡血红、朱砂红、茄色紫、葡萄紫、 

鹦哥绿、葱翠青、梅子青、天青及窑变的各种色 

彩。如今 ，变则思通 。行业中还出现了 “羽毛釉” 

等带有革新色彩的釉色，带有雨点形状的淡色斑 

斓 ，均匀的在器体上铺开，好似一片片飘落的羽 

毛 ，非常漂亮 ，这种偶然天成的釉色 “羽毛釉” ， 

可以说 ，丰富和补充了当代钧釉。 

本人认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艺术语言 

与风格的形成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 ，是一件自然 

而然的事情。一位成功的钧窑创作者，除了技艺， 

还应重视艺术精神。必须要有 自己独立的思想和 

艺术语言 ，依靠 自己的技艺特点创作作品。对于 

钧瓷艺术品而言 ，每个人的艺术眼光和欣赏角度 

不一，给每个人的视觉美感不一样 ，钧瓷的天然 

窑变意境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力，艺术随欣赏者的 

思想高度而提升其品味。 

钧瓷大师积极潜心的创作高端 艺术品，既是 

满足收藏家和高端消费群体的现实需要 ，也是不 

断提升个人修养、精进技艺的一个长期过程。更 

重要的是 ，在前两者的基础上 ，使钧窑文化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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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钧窑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在年前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被首 

次提出，希望能让工匠精神涵养时代气质。当今 

社会心浮气躁，追求 “短、平、·陕”带来的即时 

利益，忽略了工匠精神，对产品的精雕细琢和追 

求完美的理念。钧窑作为曾经的 “御用珍 品”和 

官窑，宋元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流传到 

欧洲的钧瓷按照重量与黄金等价 ：明万历皇帝曾 

以一百五十金买一钧窑瓶 ：乾隆皇帝曾作 《钧窑 

歌》刻于器皿之上⋯⋯古钧器物的流传有序以及 

数量有限 ，常常是有价无市。 

在北京盘古 2O1 4年春拍 “薪火溢彩”钧瓷 

专场中，已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富安的作品“益 

寿瓶”最终成交价高达 379．5万元，刷新了其保 

持的当代钧瓷成交纪录。 

从近年来钧瓷在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表现 

来看，钧瓷虽不如元青花、动辄以几千万的天价 

出现在藏家的视线 ，但 由于这一瓷种特有的艺术 

价值 ，加上其实际存世的数量较为稀少，由此引 

起的市场关注显然越来越高。 

最近十年是当代钧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 

是从业规模、造型突破、釉色革新有了质的变化， 

成果喜人。当代钧瓷艺人们继续着钧瓷这一宝贵 

文化遗产的传承 ，并且出现 了不少代表作品，整 

个钧瓷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向前迈进。 

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提升，钧瓷的价值逐渐被人 

们认知、挖掘和接受。已故钧瓷大师刘富安的作 

品成为钧瓷收藏界的典范 ，而擅长手拉坯技 艺的 

杨志大师的作品堪称钧瓷艺术市场的硬通货，深 

受藏家喜爱。对于各个窑口一些可遇不可求的窑 

变珍品 ，其价值亦是不可估量。据业内人士估测， 

随着艺术界学术梳理和鉴赏研 究力不断加大，各 

类收藏群体对当代钧瓷的投资将不断升温。 

面对火热的市场经济 ，钧瓷艺人仍IEl要潜心 

钻研技艺，不断激励创作的热情，提高自身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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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修养，切不可受市场经济的干扰而失去创作的 

方向，纯粹的市场化的艺术品，会使得创作者为 

了迎合市场与消费者，而失去自己的思想力和创 

造力，逐渐丧失一个艺术家的灵魂，艺术造诣自 

然而然淡化或消失，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 ，但永 

远高于生活，引领生活，引领审美。艺术永远是 

人们追求和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动力和信仰。 

本人从业二十多年，深觉钧瓷行业市场火热、 

创作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创新有限， 

造型方面的互相抄袭、储蓄人才力量薄弱等。尤 

其是后续人才的储备。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法规 ，在一定程度上一些 

即将消失的传统技艺逐渐重新得以传承和保护并 

予以推广．得到国内外人士认可和好评，但是在 

现实环境中，仍面l临着诸多问题与 困境。在我的 

工作创作实践中 ，尤为亲身体会到当代青年钧瓷 

力量的培养，这也需要政府、高校、社会、窑口 

合力同心、群策群力 ，为钧瓷的后续传承打下重 

要的人才储备力量 。 

钧窑铜红釉的伟大发现，为陶瓷工艺、陶瓷 

美学开辟了一个新境界，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 

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作为世界上惟一的高温窑 

变釉 ，以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著称于世 ，被 

世界陶瓷专家誉为最美的釉色。自然窑变具有人 

力不能为、惟一性和不可复制性，这恰恰是人类 

文化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历史上从没有一个 

瓷种如钧瓷般，承载和诠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 

化价值观 ，它可以是厚重的君子 ，也可以是典雅 

的仕女。它又亦古亦今，集传统与现代 ，多元与 

主体 为一身 ，诸多难以兼容的特性在钧瓷身上化 

为一体。既有质地的吉韵 ，又有釉色的瑰丽 综上， 

正是许多世界顶级艺术馆、博物馆与藏家收藏、 

喜爱钧瓷的重要原因。 

钧窑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渐渐飞 

人了寻常百姓家。寻求一种钧窑艺术能被广泛认 

同和达成的高度 ，是我一直探索的课题，而这种 

艺术的高度必将是人们精神和生活追求的共同结 

果和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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