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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窑变是钧瓷艺术的灵魂所在，而创新则是钧瓷艺术的生命

所在。钧瓷艺术如果不能创新，就不能发展。本文在研究钧瓷艺术

传承的基础上，从钧瓷艺术的造型创新，钧瓷艺术的釉色创新，钧

瓷艺术的工艺创新与钧瓷艺术的烧成创新四个方面，对于钧瓷艺

术的创新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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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钧瓷艺术的传承
钧瓷得名源于产地，始于唐，盛于宋。 钧瓷独产于河南省禹州

市，因禹州建有夏朝举行开国大典的钧台而得名。 居宋代五大名窑
钧、汝、官、哥、定之首。 钧瓷经过一代一代不断地继承创造，钧瓷艺
术已经成为陶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个时代的钧瓷工艺品其
鲜明的时代特征都体现了当时的主流艺术思想。

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来探索钧瓷的发展历程。 唐代钧瓷
黑底白斑，酣畅流动，体现了当时崇尚雍容华贵，酣畅淋漓的审美
特点。 到了宋代，钧艺家们追求一种质朴净润，自然天成，趣味高雅
的意境，其轮廓线条流畅，造型端庄，法度严谨，做工精细。 以优美
的形象体现着宋人典雅朴素的气质风度和追求的美学境界， 从而
使宋钧达到了钧瓷发展史上的巅峰，成为当时五大名窑之首。 元代
钧瓷，胎体粗厚，釉滴下垂，器形也较宋、金时大了许多。 在器物的
造型装饰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元钧在器物表面所采用的堆雕、镂
孔、青釉点斑等装饰技法是宋、金窑器中所没有的，形成了元钧显
著的个性特点，并与元朝蒙古族粗犷的民风相吻合。 钧瓷不同时期
的艺术特点是古代钧瓷和审美思想的统一， 体现了古代钧艺家的
劳动创造。

现在钧瓷文化不仅充分继承钧瓷工艺的优秀传统， 而且不断
创新和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和辉煌。 随着时代的发展钧瓷艺
术也在传承中不断的创新，从造型到工艺，钧瓷的发展也在见证着
时代的进步。 在今天的各种商务往来中，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接
待外宾，钧瓷工艺品常常是礼品定制的首要之选。

二、钧瓷艺术的创新
钧瓷因“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而闻名于

世，窑变是钧瓷的灵魂所在，而创新则是钧瓷的生命。 钧瓷没有创
新就没有进步，就没有发展。 纵观钧瓷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创新的
历史。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钧瓷艺术仍然需要继续创新，只
有创新才能发展，所以每一个钧瓷艺人都要有创新的意识、创新的
理念推动钧瓷文化的大发展。

（一）钧瓷艺术的造型创新
钧瓷艺术造型的创新就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设计出新的

造型样式。 造型要有时代感，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从目前生
产的钧瓷品种来看，其造型主要有器皿、人物、动物、陶艺等几大
类。 其中器皿造型有传统也有创新；人物、动物、陶艺大部分属于创
新，无论哪类造型，在创新设计时都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
造型本身要美观，要符合美学法则，人物像要生动传神，特别是造
型要准确；器皿类与陶艺造型要新颖美观，线条清晰流畅。 二是造
型要适应钧釉的变化，型与釉结合后珠联壁合，达到尽善尽美才算
成功。 三是型要适应钧瓷生产工艺要求，如容易下模、好成型、高温
下不变形，并要注意烧成后的收缩比例对造型的影响。 尤其是第二
个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要把型搞的过于复杂，要简明大方

美观。 因为钧瓷主要是表现釉色的，釉是第一位，钧釉比较适应大
而光滑的面，过多的浮雕、过多的耳饰均不利于展现钧釉的变化。
耳饰对于造型来说，应少而精，这样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若过
于繁杂，则变成画蛇添足。 有的型无耳饰反而更好。 而大面积的浮
雕上釉烧成后，由于釉层厚浊导致浮雕模糊不清，显示不出来雕的
是什么，而且还没少下功夫，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所以造型一定要
简练、大方，不要繁琐、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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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河南禹州钧瓷艺术为了创新发展，与韩美林联手打造了
禹州钧瓷造型艺术，使禹州钧瓷充分体现了韩美林的艺术特点，可
谓是独具匠心、形神具备，加之其配制的釉色绚丽而丰富，确实是
钧瓷传统艺术与韩美林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正如韩美林所说：
“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艺术，我的营养就是从他们那儿
来的，成长也从他们那儿来的，我有责任帮助他们把中华文化的瑰
宝继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

（二）钧瓷艺术釉色的创新
钧瓷艺术釉色的创新就是要不断研制出新的窑变釉色及釉面

肌理（纹路、斑点）等效果。 钧瓷的釉色千变万化，各种色彩无所不
含，故我们的思路应更加开阔一些。 古代的钧瓷窑工能够在釉中引
入铜元素，打破原来的铁元素的一统天下，这种勇于创新的举动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 鉴于此，我们为何不能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往釉
中引入更多的有利于窑变釉色的矿物质和化学元素， 而使钧釉窑
变更加丰富多彩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为钧釉的进一步创新开辟
了道路。

钧釉的创新有三个前提不能变：第一、釉必须是以铜、铁为主
要着色剂。第二、必须是高温还原烧成，保持烧成方法不变。因为若
用低温烧则变成了陶器，若用氧化焰烧则变成了彩釉瓷，所以温度
和焰性不能变。 第三、必须是自然窑变，要完全靠火力的作用，不能
人为。 釉要具有钧瓷窑变的神韵，釉质厚、活，色彩多变，釉面由多
种纹路和斑点生成，釉色与釉面肌理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不失钧
瓷的本色。 只有如此创新，才既能保持钧瓷韵味，又能真正达到窑
变万彩，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三）钧瓷艺术工艺的创新
钧瓷艺术工艺的创新就是如何提高钧瓷工艺品质量， 提高生

产效率和突破原有的工艺模式。 包括各道工序工艺的改革、制作方
法的改进、工具的改进、先进仪器设备的引进等等，只要对钧瓷质
量的提高有利皆可采用。 实际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
进步，钧瓷工艺也是在不断革新着，如：制泥制釉，古时采用牛拉
耙、沟碾、现代则采用球磨机加工；成型方法古时多用手拉坯、印
坯，现代则以模型注浆为主。 手工拉坯用的轮，就由手搅轮发展到
电动轮、电动调速轮（无级变速）这样一个过程。 还有产品的规格，
过去钧不过尺，现代已能生产二米高的大花瓶。 工艺的创新还要注
意借鉴其它行业门类的一些工艺手段和方法， 吸收当今世界出现
的新工艺、 新技术。 工艺创新改变以往人们对钧瓷粗体大笨的印
象。 钧瓷做细的关键是工作中不能怕烦琐， 哪怕是多增加几道工
序，也要探索着把工艺做好。

（四）钧瓷艺术烧成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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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25页）3结论
我们根据先前对各潜变量之间单向影响关系的假设， 作出以

下结论：
1.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潜在变量间的系数表示某一变量的变动引起其他变量变动的

程度。 企业品牌与满意度因子的回归系数为 0.88，表示企业品品牌
等级提高 1个百分点， 将直接使总体满意度因子提高 0.88个百分
点。 说明，品牌知名度已然成为一个饱受关注并影响总体满意度的
重点。 企业品牌与客户体验回归系数为 0.04，较小，这说明本次选
取的两个外生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大，相互之间影响性小。

2.潜在变量与可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通过对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 可以发现与潜

在变量关系重大的观测变量，还可进行各因子观测变量间的比较。
（1）企业品牌因子与可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企业品牌因子中企业信用的系数最大 （0.85）， 企业经营次之

（0.51），企业知名度较前两者较小（0.21）。 说明对于好梦圆方面，顾
客更注重的是商家信誉，这与现实生活经验相符，而企业知名度系
数为（0.21）虽然较小，但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想要发展成强大的
烘焙甜点企业，必须尽可能优化配置，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2）顾客体验因子与可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顾客体验因子中性价比系数（0.86）与产品质量系数（0.82）较
大，店面选址系数（0.45）与产品迭代系数（0.32）次之，客服效率系
数较小（0.13）。 表明在好梦圆未来发展中应当努力发展自身优势，
以丰富的产品以及优质产品质量吸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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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28页）升。 然而，诚信道德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下，各个社会领域产生了一些诚信“挑战”。 这种
道德失衡的社会现象， 也凸显我们的优良传统诚信道德在一定程
度上也遭遇遗弃。 “道德沙尘暴”席卷人们的心灵、生活和思维意
识，人们的心理及其精神受到压抑。 然而，诚信道德沙尘暴同样也
席卷了我们的校园， 我们大学生的人生价值标准的评判及其诉求
形态也因此受到裂变，因此，我们需要在校园塑造“道德绿洲”， 本
文主要站在高职生学校教育的角度， 从高职生目前诚信教育情况
出发，提出高职生诚信教育的几项建议措施，呼吁建立高职生诚信
教育专项教育研究，提高诚信教育水平和效果，打造和谐校园，引
领社会诚信人文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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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瓷艺术烧成上的创新主要是窑炉设备、 能源和烧成方法的
创新。 钧瓷窑炉从古至今，从火焰的走向上，经历了直焰窑，半倒焰
窑、倒焰窑的过程；从结构上经历了馒头窑、双乳状窑、抽屉窑（梭
式窑）的过程；从燃料上经历了柴烧、煤烧、碳烧、气烧的过程。 在测
温器具上从古代的火样、志子，到今天的高温计热电偶数显表，使
温度的测量更准确方便。这都是创新的结果。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
展，新的耐火、节能、保温材料的不断问世，窑炉的结构还将会不断
创新和发展。

烧成上另一个重要的创新是烧成方法，包括温度的高低、还原
气氛的轻重、烧成时间的长短等等。 这些因素对钧瓷窑变的效果影
响都很大，需要在烧成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试验调整，以总结出合适

的操作方法来。
总之，钧瓷艺术的创新是必然的、是多方面的，要在不断地研

究、不断地探索的基础之上，才能创新。 创新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敢
于打破旧观念，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想问题，勇于创新，这样才
能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同步。 但创新也不能丢掉传统，应在传统的
基础上求发展，求创新，否则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一
定要保持钧瓷优良的传统：胎质细腻厚重、造型端庄典雅、釉色自
然窑变、工艺制作精细、烧成高温还原，这是钧瓷的精髓，在这一基
础上把钧瓷艺术发扬光大，使钧瓷的窑变更美更奇妙更神奇，创造
出新时代的钧瓷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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