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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钧瓷艺术创作路径刍议

汪冲云

(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学院，江西景德镇333001)

摘 要：钧瓷作为陶瓷艺术与文化的载体，在新时期需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当今社会各阶

层对文化艺术的多样多变的需求。钧瓷创作应立足本土文化，以满足社会大众艺术的生活化、生

活的艺术化需求为旨归，通过更丰富、更新颖的艺术形式反映当今社会风尚、时代精神，体现当代

科技水平，抒发展示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盼。钧瓷创作表现上，要坚持写实与写意结合、

雕塑与绘画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生活实用与艺术审美结合的创作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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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钧瓷史上艺术创作概述

钧窑系以河南禹州钧窑为代表，是在河南唐代花瓷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始烧于宋初期的钧瓷，盛行于北宋晚

期，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影响辐射至附近地区。民国许之衡

在《饮流斋说瓷》中道：“宋初禹州所造，禹州昔号钧台，钧

讹作均，相沿已久。胎质细，性坚，其体略重，釉具五色，浑

厚浓润，有兔丝纹。红若胭脂、朱砂者为最，青若葱翠、紫若

墨者次之。”“钧釉厚而且润，若烛泪之成堆。惟纯色者混

而且匀，釉中多有蟹爪纹，无釉之处呈羊肝色或芝麻酱色，

乃真物也。”。1M窑第。。二以铜红釉为主的钧窑瓷，以窑变釉色

取胜，至宋跻身五大名窑之列。

据史料记载，古代钧瓷以釉色夺得世人目光，同时在造

型上，多尊、盘、盆、奁、洗等器形，其色彩斑斓，打破了宋代

青、白、黑单一色瓷一统天下的格局。钧窑瓷是以生产蓝色

乳浊光釉和铜红窑变釉组成红蓝相间的钧红釉而闻名世

界。钧瓷釉色凝练，造型典雅端庄，气度浑厚雍容，其窑变

自然天成，奇妙难控，故每一件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所

谓“钧瓷无对，窑变无双”。、2。f6“

二、钧瓷艺术创作现状

2011年、2叭3年笔者荣幸获邀参加“河南禹州钧瓷文

化节”和禹州神重国际陶艺村陶艺学术研讨会，作为来自

瓷都景德镇的瓷画家、陶瓷人，体会着不一样的陶瓷艺术文

化，欣赏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绚丽钧瓷，看到来自各

地的陶艺家关注钧瓷，特别是一批河南本土钧瓷艺术家如

孔家钧窑孔相卿大师、神重国际陶艺公社陶艺家等，长期默

默探索研究钧瓷艺术创作，内心十分激动和感动。钧瓷自

创烧以来，历代钧瓷人历经磨砺，发挥聪明才智，将钧瓷工

艺与艺术继承发挥到极致，烧制出一批批精美的钧瓷作品。

史上宋钧曾被宋帝徽宗赏识，幸入宫中，致使花盆、花托、

盘、碗、洗、炉、尊等器物，尤其花盆、花托身价倍增，填补了

历史上盆盎在宫廷使用的记载空白。而当代钧瓷艺人，更

是努力钻研，苦苦坚守，积极探索创新，使钧瓷烧造工艺日

臻完善，钧瓷人对钧瓷色釉与造型的把握更加谙熟精准，不

断推出精品、珍品、极品，特别是精美的国礼瓷，如“乾坤

瓶”、“祥和尊”、“世博鼎”等，由此再创钧瓷之辉煌，将钧瓷

的创作和发展推向一个繁荣鼎盛阶段。

然而，在斐然的成绩面前，作为关心钧瓷艺术的陶瓷

人，我们总或多或少、隐隐约约存有一些看法，这或许是一

种偏见，那就是钧瓷艺术表现似乎总难以摆脱绮丽诱人釉

色这把双刃剑，钧瓷艺术家在釉色的表现布施上可谓倾尽

全力，在造型上通常借鉴商周青铜器造型与纹饰或玉器、陶

瓷器形，虽偶有突破，但依然鲜有更大改观。色釉装饰与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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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装饰照仿商周青铜器形、早期青瓷器型成为了当代钧瓷

艺术创作的两大主要特色，现代元素很少融人，致使钧瓷创

作难有大的创新和突破。难道说釉色与造型是钧瓷艺术表

现的永久宿命?

三、钧瓷艺术创作材质等因素分析

由于钧窑瓷釉色丰富、胎质色泽深厚，因而在钧瓷艺术

创作上长期面临着釉上或釉下装饰困难的窘境。同时由于

使用富含呈色的微量元素铜、铁的本地瓷土，使得钧瓷原料

胎体色沉，影响了瓷胎的装饰表现效果。今天这些状况虽

有了一定改变，但在钧瓷长期发展过程中，人们形成的内心

审美定势，制作的客观因素如工艺习惯流程、制瓷原料的科

研进展等，依然牢固地制约或禁锢着钧瓷艺术装饰表现的

拓展空间。

禹州盛产瓷土原料，钧瓷是在青釉瓷基础上，以禹州瓷

土为主要原料，以铁、铜及复合矿物为氧化物呈色剂，运用

窑炉还原气氛，窑变烧出美丽釉色的，其乳青浸漫、红紫掩

映，为独具风格的乳光釉瓷器，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

钧蓝中很多窑有天蓝色，但钧瓷品质首推祭红。其次葡萄汁

色，再次天蓝色。明清时期南方诸多窑口仿天青，因缺北方

原料，故仿烧效果不佳，这也奠定了钧窑瓷特殊的地位。钧

瓷与汝瓷略为相似，但钧瓷胎原料成分为高硅低铝，汝瓷则

高铝低硅。在明代以前国内南北陶瓷生产中，人们考虑到

制瓷原料的差异，对待陶瓷制作的侧重点也不同，北方重釉

轻胎，南方重胎轻釉，南北胎釉侧重点迥异。有人说钧窑与

元朝瓷窑类似，《饮流斋说瓷》文载：“均窑与元瓷辄易相

混，然实大有别也——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为月白，盖

仿柴之雨过天青也。”[1。说窑第2

北方瓷胎含杂质较多，如含铜、铁成份高，故瓷胎呈色

明显，而胎色较深不宜于进行绘画与装饰创作，因而较多以

釉色覆盖弥补之，且胎釉都比较厚。故其同体量器物也较

南方陶瓷器物厚重。钧瓷胎质与广东佛山石湾瓷土、宜兴

紫砂泥有一些相似之处。石湾瓷泥及宜兴紫砂泥均色沉

着，故多制作公仔或紫砂壶；钧瓷则多以色釉铺设或雕塑造

型。

四、当代钧瓷艺术创作路径思考

“家中无钧不可言富”、“家财万贯不抵钧瓷一片”等，

反映了钧瓷昔日的珍贵和辉煌，今天我们也可以断言：钧瓷

艺术将会长久存在和发展下去。但艺术一向是不断突破与

前行的急先锋，钧瓷作为一门重要的艺术载体，在如今飞速

发展的时代，她将何去何从?钧瓷艺术的前途在哪里?

在神重镇国际陶艺村气氛热烈的研讨会上，众多国内

外知名的陶艺家齐聚一堂。海派的艺术家展示了许多新颖

前卫的陶艺作品以及西方陶艺创作的情景，国内的先锋艺

术家们也展示了自己玲琅满目的陶艺作品，全球化、国际

化、西洋化、本土化、中西结合等各种话语形成一股强烈的

陶艺语言风暴，陶艺家、艺术评论家、收藏家们各抒己见，坦

诚交流，畅所欲言，都是从爱护陶瓷、发扬陶瓷文化艺术出

发。最后话题回归到一系列命题：钧瓷是什么?钧瓷人要

f什么?钧瓷在东方大文化系统中承担什么角色?艺术生

活化、生活艺术化的艺术潮流中，钧瓷需要做什么?钧瓷的

文化性到底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表明当代陶瓷人对

钩瓷的关切和期望。

钧瓷材料来自于我们脚下亲切的土地，是我们可以触

摸的媒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精美的钧瓷窑变色彩欣喜

若狂，为钧瓷的烧制瑕疵扼腕叹息，甚至于以现代陶艺的缺

陷美的审美来包容烧制中出现的些微不足。但无论如何，

钧瓷艺术终归要顺应时代，不断创新以反映和适应当代人

的生活，这是钧瓷人必须思考和选择的。对此，笔者谨提出

以下思路和观点：

(一)继承发扬传统钧瓷艺术

钧瓷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得益于禹州便利可

取的丰富制瓷原料及适于制瓷的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等天

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钧瓷釉色丰富美妙、造型典雅敦

厚、装饰简练大气的风格，深受世人喜爱。钧瓷长期以来已

深入人心，其独特的色釉、造型审美文化也有着广阔而又深

厚的社会基础，因此，钧瓷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继承和发扬钧

瓷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

(二)紧跟时代步伐，焕发新的生命力

传统钧瓷多以色釉窑变为主，造型以青铜器造型纹饰

为主，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一

样会消融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之中。商周神秘的纹饰、

敦厚的造型已被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赋予了新的解

读，钧瓷传统造型装饰纹饰风格与其被赋予非中国传统文

化的内涵，不如主动赋予其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纹饰风格。

那就是钧瓷要广为吸收当代陶瓷及其他器物文化优点，将

历史与传统巧妙融入“新钧瓷”之中，清初石涛有“笔墨当

随时代”名言，那我们可以说“艺术当随时代”，即实现钧瓷

艺术品的时尚化、趣味化、生活化、技术化。

(三)发挥釉色与造型两大优势，增加新的艺术表现形

式和手段

钧瓷窑变色釉是钧瓷傲立华夏瓷坛的本因，当代钧瓷

釉色可谓登峰造极，但依事物的规律也由此形成了钧瓷釉

色创新的阻遏阈限，如何突破这个桎梏呢?笔者认为洛阳

陶艺家郭爱和大师的洛阳三彩绘画，值得我们钧瓷人借鉴。

不妨可以尝试将釉与彩混合绘画，从平面绘画发展到堆塑

绘画。国内陶艺大气候中近几年也比较流行以釉彩釉色作

画的大潮流，如景德镇陶瓷盛行颜色釉绘画。将钧瓷窑变

釉进一步尝试作画有先天优势。加大研究釉色的新品种、

新配搭，釉色的运用上多总结规律，尽可能掌控一定的釉色

变化，实现艺术运用窑变釉色；甚至在釉、胎二元素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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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第三元素的介入。使钧瓷窑变釉尽量表现特定绘画内

容，如写意花鸟、山水、人物，尝试达到水墨画效果；也可以

尝试书法、古诗人瓷，实现钧瓷艺术的内容、形式、审美多样

化，欣赏者的多阶层化。尝试能呈现色对比效果好的色料

在涩胎上彩绘，极大显现出绘画效果。(!)

钧瓷重釉轻胎与以造型取胜的传统是外部客观因素所

致。当今钧瓷科学家应多研究瓷胎结构，进行合理有效的

泥性提纯，增加艺术表现施展空间。在一时胎体难以改变

瓷胎色沉、釉色厚重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以造型多样化弥

补。改变盘、盆、碗、尊等传统规整造型，增加雕塑造型、瓷

板或镶器造型，吸收广东石湾公仔、江苏宜兴紫砂制作经

验，摸索形成适合钧瓷及适合钧瓷用户的产品。雕塑形式

上有陶瓷首饰、陶瓷生活器具，如咖啡杯、啤酒杯、架上雕

塑、壁上挂饰、文茶具，为年轻人设计的卡通形象产品等。

雕塑上还可以尝试多种雕塑工艺运用，圆雕、镂雕、浮雕、捏

雕、堆雕，或结合之。

景德镇的瓷雕艺术家周国桢教授曾多次舍细腻洁白的

瓷泥，而取大缸泥、匣钵土为雕塑创作材料，创作了许多妙

趣横生的动物雕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育贤曾多次使用

宜兴紫砂泥塑造人物、动物雕塑。两位大家在业界广受好

评。钧瓷泥质自然天成，适合表现很多别有风味的艺术造

型。韩美林教授设计的动物雕塑装饰意味浓厚，神重国际

陶艺村的陶艺家张大强的人物、动物雕塑也别有情趣。

(四)改进和创新釉料配方，尝试胎釉完美结合

加工提纯瓷泥，尝试釉料配制新方法，亦可研究开发适

合重色胎的釉与彩料。钧窑系瓷器烧造遍及河南郏县、登

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史上广窑、欧窑

仿钧，甚至元瓷、景德镇窑都有钧瓷的魅影。

增加钧瓷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与手段，除将钧瓷引入生

活装饰外，还可以将钧瓷材料(泥与釉彩)与其他材料配

搭，绞胎、混搭组合。将西方前卫的艺术观念运用到钧瓷陶

艺创作中。如钧瓷与木材、铁器、玻璃、石器等组合搭配制

作陶艺作品，展示全新艺术视觉观感。

五、结语

钧瓷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河南人的勤劳创造，河南有一

批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有一批钧瓷艺术文化人，当地政府也

十分重视钧瓷艺术与产业，他们共同承担着钧瓷艺术传承

与发展的重任。钧瓷作为陶瓷艺术与文化的载体，在新时

期也需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当今社会各阶层对文化艺术

多样多变的需求。钧瓷创作应立足本土文化，以满足社会

大众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需求为旨归，通过更丰

富、更新颖的艺术形式反映当今社会风尚、时代精神，体现

当代科技水平，抒发展示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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