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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钧窑手拉坯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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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强钧瓷艺术工作室，河南 禹州 461000) 

摘 要：钧瓷手拉坯是钧窑艺术创作最为重要 的成型手法之一。它作为一种独立的造型手 

段，具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独特的造型语言。泥是柔软之物，在运动中，拉坯人赋予它筋骨， 

使它成为立体中空的形体，又赋予它“精、气、神”，通过双手与泥土进行对话，塑造出丰富优美的 

艺术 造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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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钧窑一直以釉色窑变之美为世人称 

颂。钧瓷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铜红釉的稳定烧成 ，它 

改变了以往单一色釉瓷的局面，在中国古代陶瓷工 

艺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釉质上看，钧瓷 

釉色浑厚莹润，色彩艳丽多变，周身遍布 “泪痕 

纹”、“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窑变”流纹，宛 

若花玛瑙一般美丽，把釉在高温下的流动痕迹维 

妙维肖地显示出来，构成各种美妙的流纹和花斑， 

像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象一样瑰丽动人，所以有人以 

“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来赞美钧瓷的“窑变”之 

美。实际上，除了窑变的美妙、神奇，钧瓷的美相当 

程度上还在于其深厚端庄 、古朴大方 、棱角突出、线 

条流畅的造型。而传统钧窑造型之美在于其手拉 

坯技艺的独特 。因为手拉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钧瓷泥料可塑的自由度，形态又是那么富有神韵， 

包容着无 限的内涵 ，耐人寻味，引人遐思 。它不受 

条件的限制 ，按造型需要却丝毫无人工雕琢之感 。 

这一特点，足以保证造型和釉色浑然一体，体现钧 

瓷的美学价值。 

一

、钧窑手拉坯的成型方法或流程 

(一)将陶泥揉好后放置一旁待用，启动轮车， 

然后把泥甩人轮盘中心，两手臂支撑在双腿上，将 

泥料自下而上拉升成圆柱状，并使泥料在中轴上定 

稳 ，不晃动。 

(二)再把柱状泥团下压，其 目的在于使泥料 

干湿充分均匀。 

(三)经过反复拉压的泥巴干湿均匀，便于拉 

坯成型。 

(四)把泥料拉塑成 口部略向内窝的泥柱。 

(五)将手插入泥柱中心，由下至上，由内向 

外，慢慢推压扩大，使泥料成内空的圆筒状，同时注 

意器皿底部的蓄泥厚度。 

(六)根据造型样式，将圆筒慢慢扩大，拉制 

成型。 

(七 )拉坯时 ，一定要沾适当的水来润滑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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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能拉坯 ，还会将泥柱拉断。 

(八)待拉制的毛坯干燥后修坯。钧瓷手拉坯 

的修坯，行话叫“旋坯”，也就是用不同形状的旋 

刀，在拉坯机上把毛坯旋去内型或外型多余的泥。 

旋坯要看器物的大小件面，以确定器物的力点 ，保 

持一定的强度，使产品不变形，不开裂。修坯是手 

拉坯成型 中按设计要求成型的关键技术 。 

(九)跳刀装饰性修坯。修坯时利用不 同口形 

的刀具，对坯体的外表进行旋坯或跳运性刻画和切 

割，使坯体表面出现断续的刻痕，形成 自然动感的 

装饰效果 。其中，纹理的排列 、装饰部位的确定、刀 

形的选择是跳刀装饰修坯最关键的问题，对装饰效 

果起着决定作用。跳刀装饰性修坯具有一定的技 

术难度 ，主要 表现为手对刀具 的控制力 度不易把 

握，力度过大，则难使刀口跳动；力度过小，则很难 

在坯体表面留下明显的刻痕，起不到装饰的效果。 

在手垃坯成型后 ，还可以利用坯体的柔韧可塑 

的特点进行再塑造 ，用挤 、压 、捏、拉等各种手法 ，以 

改变主体部分的形状，或改变局部的特点，使形体 

不只停留在“圆”的基础上 ，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 ， 

如把 口沿部分用手慢慢捏成荷叶状 口沿 ；或用刀具 

辅助将手拉坯器形的 口部雕刻成莲花式 、菊花式、 

葵花式等式样。 

总之 ，利用陶泥柔软细腻、可塑性强的特点，拉 

制者可以凭着灵感的驱动，淋漓尽致地表达对形式 

的理解 ，对线条的把握 ，对泥性的感悟 ，抒发 自己的 

思想情感 ，展现 自己的构思和创意 ，把“死”的泥土 

变成内涵丰富、造型各异的“活”的钧瓷模坯。 

二、手拉坯成型的掌握与应用 

钧瓷手拉坯 以 自由曲线为主 ，婉转 曲折 ，造型 

式样极为丰富。经钧窑艺人的代代传承，手拉坯成 

型技艺已达到顶峰，时至今 日，手拉坯成 型仍是钧 

窑的重要成型方法。手拉坯造型变化流畅柔和 ，形 

体的主体部分大多呈球状体，向外扩展，给人以饱 

满和充实的感觉，总是保持着 自然的整体性。故 

而，手拉坯器物形体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加力塑造 

的方向和力的大小。 

(一)泥性 

手拉坯是体验泥性、感觉泥性最直接的方法。 

泥是钧瓷艺术创作的语言介质，谙熟“泥性”是一 

个钧瓷艺人必须具有的技艺功夫。如果我们追问： 

何为泥性?通常不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 

因为泥性是一个介乎“可说”与“不可言说”之间的 

概念。对泥性的理解，依赖于实践的体会和感悟。 

在人类文明的幼年时代，用泥土造屋，创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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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是一项生存的技能 ，那 时人类对泥料 的理解是 

直接的、感性的。在自然经济下的农耕社会，社会 

的分工和工艺进步，使陶瓷工匠的社会身份得到确 

立，陶瓷制作成为一种职业，把握“泥性”便成了作 

业秘技。 我们今天看到千余年以前的钧瓷制作， 

依然会惊叹于其造型技巧之高超、泥性把握之娴 

熟。泥是有灵性的，在摔 、打、搓、揉之 间达到人与 

泥的“合一”。“合一”是人与泥的契合，在制作中， 

泥是有生命的，陶工应时时刻刻把泥作为朋友，只 

有用身心去体悟泥性，在体验中去感受泥性，通过 

对泥性软、硬 、粗、细、干、湿的生理感触及人与泥之 

间经过长时间的接触磨合达到默契 ，方能在创作时 

“与泥共舞”，因势利导；只有掌握了泥性的软、硬、 

干、湿特性 ，泥才能在人的手指间被驯服 ，才能拉出 

理想的造型。 

(二)揉泥 

手拉坯成型之前，黏土需要先调整成均匀而又 

易成型的状态，同时将 黏土内所含的空气都排 出 

去。黏土硬度不均的原 因是黏土各部分所含的水 

分不均匀 ，用这种黏土制作钧瓷，器物必定会在干 

燥过程中因黏土的水分不均匀而产生各部分的不 

均衡收缩 ，以致成品形状变形或开裂 ；同时 ，黏土中 

所含空气亦会使器物在烧制过程 中爆裂。 

揉泥大致上分两个阶段 ：第一 阶段称为粗揉 ， 

为了消除黏土各部分不均衡的硬度而施。第二阶 

段称为菊花揉 ，是为了排出黏土中的空气以及使黏 

土品质均匀而施行。经过两个阶段的揉制 ，调整好 

的黏土即可用于手拉坯成型。 

1．粗揉 

先将双手撑直，用自己体重加压于黏土，从中 

间向两边扩展；再把手放在黏土上 ，用近手根的地 

方挤压，将身体的重量放在手腕上，手不仅要往下 

压，也要 向斜前方滑动劲压 ，如此反复做 ，受到压 

力 ，手下黏土块即横 向延展成条状 ；然后抓起板状 

黏土的两边，向中间弯曲，使其重叠在一起，接下来 

再重复开始的动作 ，反复多次调整好形状，黏土的 

颗粒粗细与干湿即会均匀。最后 ，做完粗揉后 ，将 

细长状黏土的一端放在 近身一边 ，另一端放在对 

面，身体稍稍向右前方倾斜，左手用手腕和手掌外 

侧的力量，做出由上往右前方的推压动作。 

2．菊花揉 

首先 ，右手略施力 ，顶住左手所施于泥土的力 

量，使底部泥土的轴心保持平衡，也就是要使泥团 

的上部保持一定的分量，不让底部的土上挤变大， 

导致整个轴心的变动。 

其次，在手施力抵着左手所推进的泥土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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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往右手方向的上方移动使黏土一端被拉起，等到 

完全拉起时，右手稍微向上移动，可顺势按逆时针 

方向转动一下 ，并用左手强力 的那端再向下压 ，犹 

如练太极拳一般。而后双手放在黏土上 ，用近手根 

的地方挤压，将身体重量放在腕上，手不仅要往下 

压 ，也要向斜前方滑动按压。 

接下来将泥反复揉成菊花状，使黏土中的气泡 

完全揉出，左手一点点向黏土的下方移动，减少力 

度，右手顺势回卷，增大幅度。 

最后，揉好的泥块可用割线割开，以检查揉泥 

的质量。 

(三)手拉坯成型技巧的掌握 

钧瓷手拉坯成型，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成型手 

法，就是利用轮盘的旋转，用双手来控制泥料，将轮 

盘上的泥柱拉成空心的圆筒 ，再进行丰富变化 的一 

种成型方法 。这种成型方法 由来已久 ，虽然轮子的 

形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进，但拉坯成型法大 

致相同。这种方法究竟何时何人发明，已无从考 

证。这种成型方法设备简便，但要求有较熟练的技 

巧，能够在短时间内制作出样品，适合于制作单件 

钧瓷作品。 

拉坯者通过双手与泥土进行对话 ，在运动 中赋 

予泥土筋骨，使泥土成为立体中空的形体，又赋予 

泥土“精、气 、神”，塑造出丰富优美的钧瓷器形。 

对此 ，美 国陶艺家 鲁迪 美尔有一段精 彩 的论 

述：“我们的手可以说有它们 自己的生命，它们能 

不依赖人的意志学习。人却能藉手向世界传达他 

的意志。我们的手能学但不靠语言及象征模式，却 

靠动作。手只能靠做才能学到，总是自学的。这种 

身体学问我们一般称为‘手艺’。‘手艺’这名词很 

难界定 ，一般说来是一种学来的能力 ，能成 功地完 

成某项任务。手艺不 同于才分 ，也不 同于认知 ，只 

能从演示里实习而得。手艺的品格是与权威、表现 

主义等格格不入的。” 手艺和技艺不同，技艺重 

在“技”，手艺重在“手”，手艺人强调 的是劳作 ，劳 

作就是身体与外界直接发生关系。从某种意义上 

说，拉坯是身体尤其是手的一种经验。观看手拉坯 

的表演，拉坯人那种气定神闲、游刃有余、与泥共舞 

的景象，使人感到劳作本身也可 以成为审美的 

对象。 

钧瓷手拉坯成型，是心灵与眼力、手力的结合， 
一 般要靠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授业方式，通常学手拉 

坯要勤学苦练数年，才能练成和练好。 

三、钧瓷手拉坯造型的形体美 

钧瓷釉层肥厚，覆盖力较强，能够把胎面充分 

盖住，只有凸线角处才能透出胎面。由于烧成时釉 

面的流动 ，不同部位釉层的厚度也不一样 ，形成深 

浅不同的变化，尤其是线角处更为突出。于是，就 

钧瓷器物来看，凹线角处釉面较厚，颜色较深；凸线 

角处釉层较薄 ，透 出胎色。形体坡度小的地方釉厚 

色重 ；坡度大的地方 ，特别是垂直状 的面，釉彩交错 

变化 ，构成各种壮丽动人 的自然景色。钧瓷制作的 

特点 ，就在于利用钧釉的“窑变”特色 ，与手拉坯造 

型完美结合，充分彰显钧窑“天人合一”的美学 

意蕴。 

(一)手拉坯造型的线条之美 

在钧窑手拉坯造 型上 ，线具有 比较 强的表现 

力，各种形态的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两条倾斜 

的直线呈倒立“人”字形关系存在时，相互抗衡，给 

人以舒展 、开阔的感觉 ，用在手拉坯造型的口部，可 

加强造型的气势，获得较大的空间和生动感。两条 

倾斜的直线呈“人”字形关系存在时 ，相互支撑 ，给 

人以安定的感觉 ，用在手拉坯造型的足部 ，可加强 

造型的安定感。 

自由曲线蕴藏着与外力抗衡的力，是一种具有 

生命力的线。自由曲线的特点是有较强的随意性， 

线的走 向比较 自由，没有显著 的规律，变化非常丰 

富，是各种线 中最 富于韵律 ，具有较强表现力 的一 

种，也是多种线中变化最微妙 ，形态最丰富的线 ，富 

于情感 ，耐人寻味。在钧窑手拉坯造型上 ，自由曲 

线占有绝对优势，用 自由曲线构成的手拉坯造型， 

形体变化也是最为丰富的。整个造型的面衔接在 

一 起 ，挺括简洁又 富有韵律感 ；增加整个 线的弯 曲 

变化，构成的造型形体变化就更加丰富。钧窑手拉 

坯造型中，橄榄瓶是 由一个半 S形 自由曲线构成 

的，而葫芦瓶的造型则是 由两个 S形曲线构成的。 

但是应该注意，过多的弯曲变化会使造型显得繁缛 

杂乱 ，甚至出现畸形。 

为了使手拉坯造型更美 ，还要运用线角来加强 

形式的转折变化 ，强调线角的视觉效果。而复合线 

角不仅使手拉坯形体变化更加丰富，而且还增强了 

造型的装饰性。所谓 “复合线角”，就是把凸 凹线 

角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手拉坯在形体转折处，形成 

过渡面，装饰性更突出，表现力更强。复合线角也 

可做为纯装饰线，应用在手拉坯造型上 ，利用凸凹 

线角的起伏变化和软硬线角的不同感觉，有目的地 

组织在一起 ，以丰富造型的变化 ，达到型与釉的完 

美结合。 

(二)手拉坯造型的韵律之 美 

韵律 的显著特点是具有一种潜在 的感染力和 

表现力 。手拉坯造型正是 因为有韵律才令人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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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动人。钧窑的手拉坯造型之所 以使人感到深 

厚和富有神韵，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分不开 

的。中国传统的诗词、散文、建筑、雕塑、绘画、书法 

以及各种工艺美术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韵律成为艺术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因素。面对千 

百年流传下来的优秀钧瓷造型，当我们分析其形式 

美之所在时 ，会明确地感受到韵律在钧瓷造型中的 

作用。 

手拉坯造型的形体由外表的大小、起伏变化引 

起人们心理上的愉快。韵律就是属于这种现象，更 

多的着重于情感 的表现。韵律是人们在欣赏艺术 

作品时，视线沿着形体的表面或轮廓移动，在整个 

运行中会引起一定愉快的感觉 ，也是一种所谓的律 

动，是由造型形体的韵律引起的，转移到心理上形 

成美感 。 

就手拉坯造型的形体而言，起伏变化是最为普 

遍的一种变化形式。由于形体的起伏，或是口部边 

缘处的起伏，以致整个形体出现委婉曲折的轮廓 

线，形成优美的影像，具有明显的韵律美。这类造 

型虽然形体变化比较单纯，但却富有韵味，形式感 

比较强 。 

手拉坯造型形体起伏变化的韵律最显著的特 

征在于，体量的大小和表面曲度的变化表现为渐变 

的形式。这种造型整个形体没有转折变化，但表面 

过渡变化 自然天成 ，起伏有致 ，因而产生韵律美。 

譬如，手拉坯造型形体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加 

大，或缩小，由小至大，直径和高度渐次变化，同样 

具有韵律美。 

钧窑拉坯造型中，有一种主体呈圆球形的瓶， 

口、颈部分较单纯，没有显著的效果；但由于在主体 

的肩部之间，加上几段凸起的弦线，把造型形体分 

割成几个部分，线 的反复和面的层次 ，同样形成一 

定的韵律，增加了造型的变化和美感 。 

另外，手拉坯成型时，可有 意识地处理 大段连 

续不断的旋纹，以增加造型的律动感 。这类钧瓷造 

型一般比较高，整个造型呈细高形，立面形的变化 

占绝对优势，所以连续的旋纹变化效果十分显著。 

这种以弦线的形式出现，在手拉坯形体平滑的面 

上，呈横向排列，重复出现的圆周线，并不能构成形 

体的转折，而是形体表面有高低变化的装饰弦线。 

但由于弦线是以排列方式出现的，受光影的作用， 

形成不同的层次，丰富了手拉坯造型的变化，使手 

拉坯造型有音乐旋律般的节奏感，其视觉美“动人 

心弦”。 

总之，手拉坯成型是钧瓷艺术创作的主要成型 

手法，作为一种独立的造型手段，手拉坯具有极其 

丰富的表现形式和独特的造型语言。随着时代的 

发展，继承了千年传统文化精髓的“手拉坯成型” 

技艺，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它不但 

需要进一步保护和发扬光大，更要进一步跟上时代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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