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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钧窑之路

——2001年神星钧窑发掘追忆

秦大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钧窑是宋元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瓷传统，同时也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

争议较大的一个窑口。为此作者主持进行了2001年对禹州神星镇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经过

严格认真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初步的整理，使我们对钧窑的烧造时间、发展阶段和工艺技术等诸多

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收获颇丰。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星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

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12世纪前半叶)；经过对刘家门窑址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可将

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元代时期；发掘中

清理出一批遗迹；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的遗存，清理了一座窑炉，出土了大量瓷片和

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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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一类十分
重要的瓷器产品。人们在论及钧窑时，必称其为宋

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并认为其为宋代用于贡御

的“官窑”瓷器。在钧窑最兴盛的时期，北方广大
地区的众多窑场普遍生产钧瓷，其影响甚至远达浙

江衢州等地。因此其历来为古陶瓷研究者们所
关注。

然而，钧窑又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的

一个窑口。比如，钧窑瓷器始烧于什么年代?钧窑
在宋元时期的地位究竟如何?钧窑的产品到底有

哪些?等等。考察古代的文献，宋元时期的文献中
涉及的窑或瓷器种类很多，如定窑、汝窑、官窑、越

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等当时较重要的瓷业传统

均有记载，旁涉到的窑区亦有河北、唐、邓、泉州、磁
州等地区。唯有钧窑，作为宋元时生产区域至广，

产量极大且首创铜红彩和铜红釉的制瓷传统，却独
无记述，令人不解。被现今引用最多的文献材料是

吴中、吕震奉敕编次的《宣德鼎彝谱》，书中卷一录
宣德三年(1428年)圣谕，其中有“内库所藏柴汝官

哥均定各窑器m”的记述，如果此书确为宣德年问
所撰，则是关于钧窑最早的记载；这段记载也是钧

窑名列宋代五大名窑并且是官窑的有力证据。山然
而，可靠的证据表明，《宣德鼎彝谱》是一本伪书，

至少应是明中后期的人托吕震之名所撰。由此可
见，钧窑在宋元时期直至明初大体是默默无闻的。

对钧窑真正进行具体描述的文献始于明朝中期，首
先出现在清赏类的著述和笔记类书中。目前所见

较早的记载有成书于弘治甲子(十七年，1504年)

的《宋氏家规部》，该书卷之四“窑类条”下记：“钧
州窑，注，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者，质甚

厚。”¨"‘明代后期．相应的记述开始增加，明张应

文所撰《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日：“论窑器必日
柴汝官哥定”，在记述以上五窑后日：“均州窑红若

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
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

窑之下有龙泉窑。”旧堋”2另外，万历年间张谦德
《瓶花谱》记：“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

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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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

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
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

矣”。¨””都指出了钧窑在收藏观念中所具有的地

位。大约从明代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开始指出钧窑
是宋代的窑。如清朝前期佚名所著《南窑笔记》中

在描述钧窑时日：“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

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骡肝、马肺、月白、红
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色，有一、二数

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

茜肥厚，光彩夺目。”【4 J最后一句为其自创，表露了

推崇之意，可视为对钧窑的一种溢美之辞。钧窑地

位明显处于上升阶段。但从总体看，在清中期以

前，记载评论大多较简略，也没有过多的溢美之辞。

从晚清开始，人们对钧窑大加推崇，甚至列为第一，

如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卷上记：“古窑之存于今

世者，在宋日均、日汝、日定、．日官、日哥、日龙泉、日
建”，"擂上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民国以后，论者

已将钧窑列为名窑之列，如清末民初人许之衡《钦

流斋说瓷》“概说第一”记：“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

时期，日宋，日明，日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
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

名之日小窑”。旧1可见，约从晚期、民困以降，论者

已将钧窑列为名窑之列。不过，直到民国时期，人
们并没有将钧窑直接称为宋代的五大名窑，而通常

将钧窑与其他五、六个窑一同并称为宋代的名窑。

如吴f_：敬、辛安潮于1934年刊布的《中罔陶瓷史》

中日：“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
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

官、哥、弟、均等名窑。”⋯m¨到了20世纪后半叶，

有学者将钧窑列入所谓宋代的“五大名窑”，并认
为钧窑生产的陈设类的瓷器是北宋末年用来贡

御的。①

阈于这些记载，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一直

坚守钧窑宋代说。1950年代，陈万里、关松房等先
生曾提出过钧窑始烧于金代的观点，但由于其仅依

据钧州设立的时代这一论据，凶此并未能产生较长

远的影响力。②20世纪60、70年代，在鲁⋯、禹县
和郏县发现了唐代的花瓷窑址，由于这些黑瓷上的

彩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颇有

相似之处，因此被称为唐钧。于是形成“钧窑始于

唐，盛于宋。北宋徽宗时期成为御用珍品，并在禹

州市东北隅古钧台附近设置官窑”，“靖康之变，宋

室南迁，官钧窑停烧⋯⋯到金元时代，钧瓷又有了
新的发展”这样的“经典”观点，⑨迄今为许多学者

所信守。然而，截止到20世纪末刊布的考古发现

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所见

最早的考古纪年材料是金代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元

代的证据。尤其是无代，目前发现生产钧釉瓷的窑

场达数百个，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

省区，完全不象一种为宫廷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另

外，钧窑生产一类花器(以往人们通常称之为“陈

设类钧瓷”或直接称之为“官钧瓷”)，有鼓钉洗、花

盆、出戬尊等等，主要是仿古代礼器的器形，并在底

部刻、印有数字。这类器物传统J二被认为是宋代的

产品，更有人认为是北宋末年徽宗朝花石纲的产

物。将这类陈设器与一般的钧釉器皿区分为所谓
“官钧窑”和“民钧窑”④。

然而，受文献影响不太大的西方学者，从20世

纪50年代起就开始对钧窑、尤其是陈设类钧瓷的

生产时代产生疑问，并根据这些陈设瓷的器形和厚

重的胎体，将其生产时期排定在元末到明初。这一

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际上正被日益增加的人

群所接受。国内一些学者在并无实证根据的情况

下，将陈设类钧瓷与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和“艮

擞”的兴建相联系，总让人有玩笑学术之感。

随着陶瓷考古与宋元考古的快速发展，越来越

多的考古材料呈献给研究者。然而，人们却发现可

以证明钧窑始烧于宋代的材料竞告阙如。1970年

代，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钧台窑址进行了考古

发掘，这次发掘是有备而去的，因为在此前的考古

调查中已发现了钧台窑址出土陈设类钧瓷。发掘

的资料是丰富的，并刊布了简报。⑤然而，详细的

资料却一直未能整理刊布，而已刊出的简报过于简

单，许多问题语焉不详。正式的报告直到2008年

才得以面世。⑥然而，关心钧窑制瓷历史的学者们

和爱好者并无耐心一直等下去，他们开始对一些考

古材料明确、文献资料充分、并且结论显而易见的

问题进行探讨，这导致了对钧窑始烧年代的探讨和

争论日趋激烈。20世纪90年代以降，关于钧窑始

烧年代讨论的汉文论述接踵而至。李民举对钧窑

陈设瓷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时代为元，甚至明初。⑦

罗慧琪也对钧窑陈设瓷和钧台窑址花了大力进行

①关于钧窑列入“五大名窑”的时间及思路参见秦大树《钧窑三问》，《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第16—26页。

②见陈万里《禹州之行》，《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第53—56页；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问题》，《文物参考资料》

1958年第2期第25—26页。

③见苗锡锦主编《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l一2页。

④见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2页。

⑤见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载《文物》1975年6期第57—63页。

⑥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禹州钧台窑》。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然而，细读报告，使人仍有无视地层依据，而坚持传

统认识之感，关于此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兹不赘述。

⑦见李民举《陈设类钧瓷器年代考辩——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栽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缡《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

社1997年版，第138--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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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排比，将陈设瓷的时代排定为14世纪晚期。①
余佩瑾将钧瓷陈设类和器皿类器物作为两类器物

分别进行排比，认为陈设瓷生产于14世纪前半叶，

而器IIIL类器物则始烧于金代后期。②刘涛则将钧
窑统一作为一个概念广泛收集了全困的考古材料，
将钧窑的始烧时间定在金代前期。⑨这些论述中

不乏精到的考证，又有考古材料依据，然而其结论

却与某些文献的记载和以往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
许多学者难以接受，致使钧窑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

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焦点。记得在发掘的几年
前，笔者与一位老派的年轻学者相遇，与他淡及对

钧窑陈设瓷时代的讨论，他竟然哼了一声，真正地
嗤之以鼻，连听听别人观点的耐心也没有。这件事

使笔者萌发了开展一次认真的考古发掘，用实证的
窑址考古材料来嫠清钧窑诸多疑问的愿埋。现在

fnl想起来，这位年轻先生应该算是我们这次考古工
作的始作俑者之一了。

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如何证明考古发现与古代

文献孰对孰错，如何判定不同学术观点的正误，对
窑址进行发掘来印证是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的。尤

其是在陶瓷考占经过多年发展以后，无论是在相应

的理论建设，还是专业队伍的形成等方面，都使我

们可以更加相信考占发掘的结果。面对日益增多

的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有强烈不同观点的两派意

见，迫切地呼唤着新的考古发掘丁作。这更坚定了

我们对钧窑遗址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古发掘的决心。

2001年9月，为r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
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

史，解决学术界的有关争端和课题。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组队，对钧窑的中心窑场之一——河南省禹
州市神重镇钧窑址进行了主动发掘。

北京大学考占文博学院多年来开展了多项陶
瓷考古的发掘-1：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解决重大

的学术问题是我们的U标，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
可惜，出土有钧瓷花器，并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禹

州市钧台窑址，当时已成为钧瓷研究所的辖地，这
块宝地已很难能让人染指了，因此我们只能另寻他

处。根据明《嘉靖钧州志》的记载：“窑，瓷窑在州
西大刘山下，瓦窑在州两禁沟左右”，这是指出钧

窑产地的最早的文献材料，表明神重镇两南部的窑
场应是钧窑早期的中心窑场。1960年代，故宫博

物院曾对禹县的古窑址进行过相当全面的调查，指

出神匣镇刘家门窑址的产品最精，时代最早。④许

多多次前往禹县调查钧窑遗址的学者也告诉我们。
多年来窑址所遭受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在目前条

件尚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对神匾镇的窑址进行考古

发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随着窑址的破坏，以后

再解决这个问题就困难了。尽管我们仍难以抹去

“求其次”的感觉，但我们已深信会找到钧窑最早
遗存的。

早在发掘之前我们就已了解到，从20世纪前

期开始，就不断有人在神重的古窑址上进行盗掘，

窑址遭到严重破坏。如60年代对禹县古窑址进行

考古调查的叶酷民先生就报道过，产品最精的刘家

门窑址Ⅱ丁以数出的大规模盗挖就达十数次。为此，
我们在发掘前先对窑址进行了物探，延请社科院考

古所对窑址用磁梯度仪进行了探测。可惜，磁梯度

仪分不清瓷片和石头，我们花“巨资”兴冲冲找出

的及处“町疑地点”，挖下去竟然都是大石头、石头
堆乃至大粪坑。这次尝试让我们既扫兴，又不甘

心。后来在发掘中我们又请来了中国科技大学7

系的师生采厢地质雷达进行探测。这种方法的准

确性比前者高，几个探测地点都能看出一些现象。
不过，这种方法探测起来太过麻烦，席教授率领着

4佗博士生干了两天，只探测了不大的面积，并未

找到重要的现象，因此也算是无功而返。尽管这两

种科技方法在探测占窑址方面并不成功，在发掘初

期还使我们走了许多弯路，几个探方都挖了空方，
但这促使我们在发掘中更多、更仔细地使用传统的

铲探方法，使我们的发掘最终能够取得较大的

成果。

禹州市神厦镇西南部的古代窑址是成组分布

的一个瓷窑组群，每隔一、二华里就有一个窑址。
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瓷窑遗址大多分布在煤矿附

近，凶为北方烧瓷所用的瓷土通常是煤夹层或煤层

底板的半软质黏土，神蜃镇钧窑址也不例外。在镇

西一带，大小煤窑连绵分布，运煤车辆川流不息，这
也表明这一地区的制瓷原料十分丰富。在镇西的

大刘山脚下，沿着一条蜿蜒的小河——白峪河(图
一)，瓷土的露头时断时续，有些地方甚至有数百

米或一、二里范围的地表都是可用的瓷土。现在，

村民们为了获得质量较好的瓷土，也向地下挖几米

或十几米取土。这样的资源条件也决定了窑场的

分布，从早到晚延烧的窑址并不多。说明这里的生

产方式是就地取材，当一处地点的原料不再容易开
采时，就移往附近他处。各窑场独立生产，互不

联属。

我们这支考古队是真正的一支娘子军，两位北

京大学的女研究生，加上伦敦大学的一位女进修

生，是队中主力，部分参加工作的北大年轻教师和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进修教师也是两位女士。我

们最初发掘的刘家门窑址位在白峪河旁，树密沟深

(图二)，蚊虫蜂集，附近的小煤窑里的矿工鱼龙混

杂，不乏盲流和罪犯，安全和生活条件难以保证，这

①见罗慧琪《传世钧窑器的时代问题》，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集刊》1997年第4期第109一183页。

②见余佩瑾《钧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敌宫收藏的钧窑瓷器谈起》，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故宫葳瓷大

系钧窑之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9年版，第6—27页。

③见刘涛《钧窑烧造源流考》，栽《文物}2002年2期第77—88页。

④见叶结民《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载《文物》1964年第8期第2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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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大刘山下、自峪河旁的河北地窑址

图二树密沟深的刘家门窑址，2001年发掘现场

让我这个“党代表”颇感头疼。我想起了几年前在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参与法国考古队的发掘。他们

白天在炎热的沙漠里挥汗如雨地拼命干，晚上驱车
一个多小时I旦l到开罗的富人区扎马力克岛，保证了

舒适的休息。于是我们决定采用这种方法，住在神

犀镇，每天租车去发掘现场。为此我们求助丁神厘
镇政府。神厦以钧窑而闻名，政府对我们的发掘卜

分支持，安排我们到镇里很好的建筑——养老院去

·40-

住。几年前，民政部要求乡乡有养老院，神厦镇是

附近地区富裕的乡镇，凶而建设了华丽的养老院。
不过，民众的)I!Il念并未改变，到养老院去的老人很

少，仍然是过去的“五保户”。因此，几问多余的房

子就成了我们的驻地，加建了一间小小的浴室，我
们就安顿好了营地。

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自2001年9月27日开始。

至12月27日结束，历时三个月。此外，我们还在
发掘结束后对神厦镇丙南部沿白峪河分布的5处

古窑址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至2002年1月上
旬，完成了全部田野工作。经过我们艰苦的工作，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根据神匣镇西部古窑址分布的情况，我们对相
距不远的4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分别为：刘家门东

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

址。在四个地点总计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
面积650平方米(图三)。发掘中清理窑炉遗迹8

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

处。出土了大批的瓷器和窑具残片，总数约数十万
片，其中可复原器物数干件。

经过严格认真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初步的整理，

使我们对钧窑的烧造时间、发展阶段、工艺技术等
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取得了以下几点收获。

第一，本次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具有较重

要的意义。清理的窑炉共有8座，其中5座保存相

对完好。这5座窑炉各具特点：发现的中晚唐时期
的窑炉采用了砖砌的建造方式，为砖砌浅火膛的窑

炉，窑床窄而长。其余的还有砖砌深火膛的窑炉

和土洞式窑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地窑址清

图三禹州神厘镇西南部窑址分布图(三角处为调查、发掘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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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一号窑炉(HYl)，其时代为金代，是一座土洞

式长形分室式窑炉(图四)。HYl残长12．92米，

宽2．26米，窑室为长方形，中间以一道土石砌建的

矮墙将窑室隔为前后室。在前后室的南壁各开了

3个添火孔，其中后室尾部的1号、2号添火孔尚保

存有拱顶(图五)，以l号添火孔为例，长1．2米，

宽0．88米，高0．35米。在窑底和添火孔中发现了

大量的草木灰，证明HYl是以木柴为燃料的。在

窑壁上涂抹有耐火泥，全部被烧结，局部被高温烧

烤得流淌下来并呈熘状，证明窑室内的温度相当

高。窑尾部是一个圆形的大烟囱，以石砌小孔与窑

室相连，烟囱的口径1．1米，内壁的烧结层厚0．06

米，证明了烟囱内的温度也很高，应是此窑唯一的

排烟道。HYI形制特殊，其长形的窑室结构不同

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

因为龙窑的特点是要有一定的坡度，由于有了坡度

的抽风作用，一般不用专门的烟囱。而HYl的结

构是从前向后斜降，并有一个很大的烟囱。中国科

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教授在了解了此窑

的情况后，认为其在热功上是合理的。应该是从前

到后依次生火烧制，这样有利于充分利用热能，提

高烧成温度，是北方的窑工们借鉴南方龙窑的成功

经验，结合北方的实际情况的一种尝试。我们在调

查神重镇茶叶沟蛤蟆坑窑址时也发现了两座类似

的土洞式残窑，同时，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发掘的2号窑炉应该也是这种形制的窑炉(郭

培育文章)，表明这种窑炉在钧窑中绝不是孤例。

HYI的清理为北方地区烧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

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一项空白。河北地发现的i

号窑炉HY3，时代为元代，也是一座土洞式窑炉，

平面近方形，由窑前丁作面，进风道，火膛，窑床和

烟囱构成。总长3．72米，宽2．9米。窑的整体，包

括窑前工作面都是在生土中挖建的，长形迸风道，

后接长方形火膛，深0．56米。火膛内发现大量柴

灰和炭屑，证明仍以木柴为燃料。进风道与火膛部

有厚0．07米的被烧结成青砖状的硬结面。窑床呈

横长方形，通过了3个排烟孑L与后边的抹角长方形

烟囱相连。HY3仍属北方的馒头窑系统，但有大

而深的火膛，青灰色的烧结面表明此窑主烧还原火

焰(图六)。在北方地区已普通采用煤为燃料的元

代，钧窑仍以烧柴为主。但是，在刘家门西区窑址

清理的一座元代窑炉却使用煤为燃料。由于在这

座窑炉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素烧坯件，证明其可能是

一座素烧窑。钧釉瓷器是一种厚釉器物，因此要先

将坯体素烧，然后冉多次施釉，才能烧成厚釉瓷器。

用煤为燃料的窑炉烧素坯，用柴窑进行釉烧，这可

能就是钧窑的烧制方法。在刘家门东区窑址，我们

还清理了3座石砌澄泥池。其中2号、3号澄泥池

直接相连，1号澄泥池也仅相隔2米余，地层上属

于同层。可见这3座澄泥池应为一组。以1号澄

泥池为例(C1)，其先在生土上挖坑，然后用大块规

整的石块砌帮、铺底，十分坚同。C1的形制近方

形，长3．2，宽2．0，残高1．8米(图七)。这样一组

3个澄泥池的清理，对于我们研究窑场当时的生产

规模及其维织形式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以前也

曾在其他窑址清理过澄泥池，但多为砖或废窑具砌

建，而神重镇地处山区，因地制宦地使用石块砌建

澄泥池。

图四 河北地窑址清理的一号窑炉(HYl)

图五HYl添火孔细部

图六 作者在清理河北地三号窑炉

图七 刘家门窑址探方2(DT2)

第二，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犀镇

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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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12世纪前半叶)。①早期阶段的代表地层有
刘家门东区第3号(DT3)探方的第8、9两层和第

2号探方的第4层。在第7层中出土了大避的“崇

宁通宅”铜钱，而第8层中出土了北宋的“元丰通

宝”铜钱。表明8、9两层有可能早到北宋晚期或末

期。这一时期钧釉瓷器已经开始生产，主要是小件

器物，但制作精良、规整，多菱口器，部分产品采用

了裹足支烧的方法，底部留下了细小的支钉痕迹

(图八)。这种工艺与北宋晚期北方地区的许多窑
场，如汝窑、定窑及河南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窑场流

行的生产下艺相同，是一种较有时代特征的‘T：艺。
器物的品种也十分丰富，有碗、盘、钵、盒、注壶、盏

托、香炉、连座瓶、盆等等。特别是菱口大碗、海棠

式长盘(图版九)等，造型优美，制作精致。这个时

期的天青釉钧瓷器物的釉层较薄，釉的流动性不
强，釉色淡雅匀净，釉薄处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

这时带红彩的器物极少见，少数器物卜有大片的红

彩，红色几乎布满器表，红色较淡，而且与天青釉极
好地交融(图一o)。这种红彩应是在釉中加入氧

化铜，在烧成过程中通过窑变而自然形成的。此期

还发现了内施天青釉、外施红釉的器物，覆盖外壁

的红釉颜色秀美娇妍，比传世的陈设类钧瓷外肇的

紫红釉娃得浅淡而艳丽。但这种内外两种釉的施

釉方式与传世的大量陈设类瓷器基本相同，应该说
其开钧窑陈没类瓷器制作工艺之先。此期的产品

组合中以青瓷器为主，而钧釉瓷器只占少数，此外

还有少量白瓷和黑瓷。总体看，这个时期的钧窑以

制作精良和素雅的风格见长。

图八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青瓷菱口花式盘

从金代后期开始，钧瓷生产开始走向粗糙，尽管器

类并无大的变化，但海棠式长艋和内天青外紫红釉

的器物已不再牛产，大多数器物不再施满釉，器物

的圈足内也不冉施釉，器壁变厚，器形开始趋大。

带有印花的菱门大碗、无耳的精美小香炉(图一

一)和直壁曲底的罗汉碗是本期极有代表性的产
品。器物表而开始施加红彩，但红彩变成小块而且

规整，应是在天青釉之上特意加施的含铜彩料(图

一二)。神犀镇的_i者窑场中仍以青瓷为多，钧釉次

之，自瓷的数苗增加，而且开始较多地出现自地黑

花瓷器，此外还有少量红绿彩瓷等。总体上仍以精
细、典雅的风格为其主要特征。到了无代，钧窑的

生产十分繁盛，沿白峪河一线普遍牛产，器物大而

厚重，主要器物有碗、盘、瓶、罐、香炉、盆、枕等。

其中带贴塑的花口连座瓶(图一i)、贴花大香炉、

梅瓶、四系瓶等十分有特点。钧釉器物的釉层开始

变厚，釉的流动性较强，各种釉色的变化以此期最

丰富，月白色釉开始较多地出现，此外还有紫蓝色

(图一四)，褐绿色等釉，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会
凶釉层的厚薄或烧成原冈而呈现多种色彩。不再

见施满釉的器物，带红斑器物进一步增多了。从整

体卜看，器物厚重而不失美艳。此时另一大特点是

白地黑花瓷大量出现(图一五)，黑瓷的数最也大

大增加，而且，可能由于钧釉特定的烧成温度区间、

气氛等原因，与其一同烧制的黑釉瓷很多都带有密

布的油滴结晶(图一六)。总体上无代钧瓷呈现出

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图一。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北宋钧釉红彩玉壶春瓶

图九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出土海棠盘

第三，经过对刘家门窑址发掘资料的初步整
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时期，即北宋晚

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元代时期。② 图一一河北地窑址金代地层出土钧釉香炉

①见秦大树《钧窑始烧时代考》，载《华夏考古)2004年2期第75—94页。

②见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河南省禹州市神壁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栽《文物)2003年第ll期第2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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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时期大体覆盖了钧窑发牛，发展、繁

荣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钧窑本身的生产历史
和工艺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从目前我们

发掘的4处窑址和调查的5处窑址看，人明以后禹

州西部以神重为中心，包括磨街、鸠山等乡的窑场

即告停烧了，①窑业向位于州治的钧台集中，明初
成为有明确官方文献记载的贡御窑场。

图一二 刘家门窑址出土的天青釉红斑罗汉碗

图一三 河北地窑址元代地层出土青瓷连座瓶残件

第四，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的遗

存，清理了一座窑炉，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出
土瓷片的主要是三个相互叠压的自然层，但经过整

理，并未发现这i层有湿著性的差别，对比其他考

古材料，目前也还无法分出中唐和晚唐两期。②总

体上看，唐代的产品主要是黑瓷和青瓷。相当部分
的黑釉器物上饰有灰蓝色花斑。花斑的颜色有灰

蓝、灰白和灰黄等多种，特点是施彩的器物多，花斑

面积大，彩斑的颜色鲜艳多变(图一七)。出土的
黑釉蓝斑腰鼓器形巨大，制作精良，釉色匀净，花斑

艳丽(图一八)。在中晚唐时期的同类产品中可算

是上乘之作。尽管文献上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

鲁山花瓷”的记载，但神重唐代花瓷的质量，应该
不在鲁山段店窑之下。结合砖砌窑炉的发现，表明

神重的制瓷业在生产之初就具有较高的水平，为后

来的钧瓷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

在下F{峪窑址未发现连续乍产的宋元时期的遗存。

尽管在我们调查的大白堰窑址同时发现了唐宋遗

物，但唐代的地层与宋代的地层间隔约一米余，而

且是河道泥石流形成的自然堆积层，看不出有连续

生产的迹象。在神匿镇西南部也未见明确的北宋

早、中期的遗存。这表明，整个这一地区的窑业生
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的停顿。因此，尽管有些

花瓷斑片的旱色与钧釉瓷，尤其是元代的钧釉瓷十

分相似，但将唐代的黑釉花瓷与晚期的钧釉瓷直接

联系起来，仍显过于牵强．

图一四 刘家门窑址元代地层出土紫蓝色釉碗

图一五 刘家门窑址元代地层出土白地黑花罐

图一六 刘家门窑址元代地层出土黑釉油滴罐

图一七 下白峪窑址出土唐代花釉碗

图一八下白峪窑址出土唐代黑釉腰鼓

①近年来在鸠山乡闵庄发现一处窑址，从禹州李少颖先生所示收集的瓷片看，笔者认为有一些当属明代初期的遗物，表明

当时有可能在禹州州治以外还有一些窑场烧制与钧台窑相似的器物。

②见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河南省禹州市神壁镇下白峪窑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5年第5期第1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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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2001年对河南省禹州市神厦镇钧窑遗

址的发掘是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考古工作。

发掘中我们严格地遵守了田野考古规程，尽管我们
尝试着使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但在具体的发掘中

不怕艰苦，身体力行，照章操作，细致工作，用严格、

科学的态度对待每步工作，使此次发掘取得了可喜
的成果。因此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而且

是被评委们全票通过的，同年评上的杭州老虎洞南
宋修内司官窑址的发掘T．作都未能得到评委们的

一致认可。2009年在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义被

《中华遗产》所邀请的全国著名考古专家评为100
项具有符号意义的考古发现之一。①这项发掘工

作必将对钧窑乃至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制瓷手
工业发展史的整体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及的是，通常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的发掘申请多数会得到国家文物局的

经费支持，但2001年在我们计划发掘时，恰逢国家
在考古发掘研究的经费发放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

些调整(这次调整仅实行了很短的时间)，使发掘

钧窑这样的小项目很难获得国家的终费资助。我
们这次发掘的经费大部分来自民间机构和私人捐

助。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香港“古陶瓷学术研究

基金会”、“内蒙古上元民族艺术博物馆”、香港“求

知雅集”等机构对本次发掘的经费支持；另外，在
北京的美国友人姜菲德(Alfred Murck)女士、台湾

的汀美英女十也对我们的发掘十分关心，利用她们

广泛的人脉关系，为我们的发掘筹得部分经费。在

他们的帮助下，才有我们今天的收获和成果。我们
的这次发掘，应该是国家批准，民间筹资，进行主动

考古发掘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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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il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jun kiln

Abstract：Jun kiln was a very important porcelain making tradition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In the mean‘

time．it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kiln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a ceramics，for which the author presided the ar—

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ruins of jan kiln in Shenhou town，Yuzhou city in 200 1．A new understanding of

many questions such as its firing time，stages in development and process was gained after a strict and careful aro

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preliminary sorting out．Based on excavation，th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among

the ancient kilns southwest to Yuzhou’S Shenhou town the production of jan glaze procelain probably started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1 st half of the 1 2th century)．Based on a preliminary sorting out of the mate-

rials unearthed in the ruins of the kiln in Liujiamen．the development of ian kil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early Jin Dynasty，from the Jin Dynasty to the early Yuan Dynasty，the

Yuan Dynasty．

Key words：periods of Song and Yuan；jun kiln；kiln ruins in Shenhou’S Liujiamen；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责任编辑：师连枝

①见秦大树《陶瓷上的那抹彩霞——神壁镇钧窑遗址》，栽《中华遗产)2009年第lO期第17l一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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