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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合的版图：陶瓷所见江南对外贸易

天工管窥：江南何以成为竹文化的归宿地

竹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中国是竹的故乡， 也是竹类品种
最多的国家。 从远古时代开始，竹编、

竹席等就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

竹箭、竹弓是人们战斗中不可或缺的。

汉代《说文解字》里面许多文字和竹子
有关 ，包括生活用器 、服饰 、制度 、文
具、乐器、兵器、工具等 ，可以说是 “罄
竹难书”，这个成语正好也说明竹子在
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它是君子的
符号，是有气节之人的符号，也是虚心
好学者的符号。 千载而下，竹化身作中
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 ， 它挺拔 、坚
韧、中空、有节、不凋，竹的自然特性与
儒家正直、坚贞、谦慎的人格目标契合
无间，“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
北风”，由此成为“君子”的符号而百世
流芳。

另外一方面， 竹又以其淡泊脱俗
之风度，与传统文化中“自然”、“无为”

的价值取向和谐共振， 与美学境界中
“高逸”、“绝俗”的品格追求若合符节，

成为高人、隐士的象征，成为道家淡泊
物质、 自由精神这一中心思想的物化
符号。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家
合一的。 竹亦不仅是儒家个体品格和
道家山林哲学的表征， 甚而化作佛家
悟透空色之理的禅机。

竹子，穿透了无垠的时间与空间，

摇曳在中国人每一寸精神家园之上 ，

成为我们共同体认的心印，可以在刹那
间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诗人和哲士。

竹刻反映江南工艺之美

竹是江南文化的象征，竹的潇洒、

清幽，和江南文化的意境完全契合，是
江南美的一种代表。 中国竹文化的美
学内核萌生、成长于黄河流域，竹子变
成江南文化象征的是从宋代开始。 江
南文人对竹子的咏歌是最多的， 诗篇
文章是最多的。 墨竹画更是从元代开
始即成为江南文人画家的专擅。 再加
上江南工匠的巧技， 使竹工艺品的工
艺性能、 艺术水平达到一个最高的状
态。 江南最终成为中国竹文化的归宿
之地。

竹刻是中国竹文化的终极硕果 ，

是此前整个竹文化所形成的优秀观念
和优秀工艺传统的集合。 竹刻艺术是
中国雕刻艺术的集大成者， 表现在四
个方面， 一是技法的全面性与丰富程
度；二是艺术的成熟性与高雅程度；三
是艺人的多样性与精英程度； 四是受
众的广泛性与高端程度。

竹刻成熟于晚明， 当时产生了两
个流派:?定派和金陵派。此后江浙皖
等地竹刻流派众多， 留下大量作品传
世。 传统雕刻工艺中所有主要的手法

均在竹刻艺术中达到极高水平。 金石、

书画等文人艺术的养分， 也多方面为
竹刻艺术所吸收。

竹刻之美特别能够全面反映江南
工艺的审美特征，秀美、细润、润泽，文
雅、精工之极。 和人巧相对应的就是天
趣、自然，江南审美同样也讲究平淡 、

天真， 这个对自然的重视就体现在我
们江南人的造物工艺的审美追求 ，善
于通过人为的手段把材料的天然之美
发掘出来、放大出来，这是江南工艺很
重要的特点。 竹刻之美可以说是全面
反映了江南工艺的人文特点， 文质相
兼、天人相辉。

文化基因赋予竹刻美学品格

南北朝时期是人文觉醒的时代，

竹工艺品也开始进入知识阶层的视
野。 宋人对竹工艺品独特的材质美有
着充分的注意， 特别是竹根那宛然天
成的自然之韵， 特别地得到文人的偏
爱。 明人尚奇，金玉虽贵，有时而餍，竹
根木瘿，反耐久玩。 于是，工艺美术品
乃有了雅俗之分、清浊之别，竹刻成为
工艺造物中的“清流”。

利用竹子作为工艺材料的地区

和民族众多 ，但只有在中国 ，竹刻才
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 形成了
独具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格 ， 关键
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以来用竹
子来标识特定的精神品质 ，这个文化
基因和审美基础是中国以外其他的
地方所不具备的。

竹子是文人士大夫君子的象征 ，

而竹刻的作者， 人们也往往传诵他具
有君子的操行、品德，竹刻艺术品的服
务对象或者说它的受众主要也是文人
士大夫， 用来满足知识阶层的风雅生
活所需。因此我们说，竹刻艺术的材料、

作者、受众三位一体，在形上层面和形
下层面完全统
一 ，这在艺术史
上是非常少见
的特殊现象。

借 一 根 小
小的竹管 ，可窥
见博大精深 、灿
烂丰富的江南
工艺文化。 竹文
化是中国各种
各样物质文化
中间非常具有
“中国性 ” 的一
个 ，我们更可以
借助竹文化来
亲近和了解江
南文化乃至中
国文化。

（作者为上
海博物馆工艺
研究部主任 、研
究馆员）

■ 施 远

天工管窥，“天工”是说江南的工艺造物，因为江
南工艺造物巧夺天工、闻名遐迩。 “管窥”，管就是竹
管子，管中窥豹，通过竹刻来引领大家进入江南工艺
造物美的世界。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陶瓷
器不耐碰撞，历史上因天灾人祸等多
种原因导致的陶瓷器磕缺破碎的损
伤情况比比皆是，早年因瓷器珍贵稀
少价高，不忍轻易舍弃，因此亡羊补
牢，陶瓷修复技术出于实用需求就孕
育而生，使用锔钉加固瓷器供二次使
用是较早的一种修复方式。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中国较早就
存在以金属薄片修补陶瓷的情况，目
前所见实例集中于宋元时期。 清代
宫廷陶瓷修补已经有养心殿造办处
的档案记录。 有交景德镇入窑补釉
的，有用蜡补胎的，有用大漆或金缮
修补的，也有用胶补的，胶补是用一
种紫胶虫的分泌物加工成昆虫树脂

就是虫胶。为了接合部位牢固又以金
属钉植入陶瓷已开裂待合并两端的
锔瓷技艺。 在这些修复技艺中，锔瓷不
管宫廷还是民间都被广泛应用。随着中
西方交流的深化，新材料被运用到陶瓷
修复中。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了中国最大
的艺术品集散地， 全国各地的修复艺
人用化学材料修复陶瓷， 一时之间涌
现出了一批技艺超群的修复大师 。

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1958 年组
建起了最早的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工
场， 招录了一批来自民间的文物修复
师， 修复技艺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
进行传承。 陶瓷修复技艺通过这一形
式被发扬光大。 2011 年上博的古陶

瓷修复技艺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上博的古陶瓷修复技艺
始终体现着江南文化追求细致与创
新的精神。

陶瓷器的修复分为考古修复、可
鉴别修复、 美术陈列修复和完美修
复。考古修复就是其缺损用白色石膏
补缺标识，多用于破损严重或时代久
远的陶器为主。 美术陈列修复主要
修复一些较完整， 历史艺术价值较
高，或相对年代近些的明清瓷。 完美
修复更进一步，其实和美术陈列修复
为同一概念。 现在欧洲有些博物馆
提倡更真实的展示方法，有些破损的
瓷器会介于考古修复和美术陈列修
复之间。 陶瓷文物的修复的步骤主

要分为：拆洗清洁、粘接复原、补缺完
整、打磨平整、做色上釉。 3D 打印技
术在文物修复中广泛应用，其优点是
不接触文物，不会造成文物的二次损
坏，还可以在输出数据时用镜像技术
3D 打印对称的部件。

文物修复中如何继承传统的修
复方法，结合现代先进的工艺、材料，

先进的设备对文物加以修复和保护，

使破损的文物在保留必要历史信息
的同时，经修复再现历史风貌，提高
其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文物修复
师思索和探寻的。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
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陶瓷
修复技艺”传承人）

江南文化影响下的古陶瓷修复技艺

■ 陈 洁

■ 杨 蕴

陶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外贸
易物品之一。与其它商品不同，陶瓷不
易朽烂，即使历经千年，碎为残片，研
究者也能辨识它们的产地与年代，结
合出土与留存地点， 可以追索其流动
轨迹。正因如此，贸易陶瓷研究与考古
已经成为探索古代交流与贸易、 海上
及陆上丝绸之路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
一。珍藏于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封存
在海底的古代沉船， 以及不同地区港
口、遗址出土的残瓷碎陶，如同散落的
历史拼图， 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
信息。 让我们一起来拾取这些历史的
片段，尝试从陶瓷入手，拼合往昔的江
南贸易盛景。

汇通四方：
唐代江南贸易枢纽

在扬州当地考古发掘中， 唐代地
层的陶瓷残片数量猛增，令人瞩目。扬
州本地并无瓷窑， 追索这些器物的产
地和流通轨迹， 可以拼合出当时扬州
在水路交通网络中的独特位置。 最常
见的长沙窑来自湖南， 而长沙窑执壶
上恰有“借问舡轻重，满载到扬州”“借
问岳家舫，附歌到扬州”的诗句。 这个
线索提示我们， 由湘江至洞庭再沿长
江顺流而下到达扬州在当时已是极为
繁荣的运输航线。北方邢窑、巩县等地
的白瓷、唐青花、白釉绿彩在扬州也非
常普遍。它们之所以集中出现在扬州，

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疏浚密切相关，

通过永济渠、通济渠、淮水、邗沟的水
道联通， 北方地区的物产可以很方便
地到达扬州。

扬州城内大量越窑产品则来自浙
江慈溪上林湖一带，顺运河抵达。自此，

我们已经可以利用陶瓷残片，勾画出扬
州位于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关键
节点的面貌。更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扬州
罗城遗址中晚唐地层中的西亚孔雀
蓝釉陶器，来自波斯大食。 西亚陶器

以及玻璃器的大量出现，显
示了扬州与海外的密

切联系。 事实上，

唐 代 扬 州 靠
近出海口 ，

有 大 量
西亚人

在此经商，扬州出土的摩呼禄墓志明确
记录墓主系 “波斯国人”，“舟航赴此”，

这里正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
口。 进一步比较扬州、黑石号沉船及海
外遗址出土唐代陶瓷组合，可以清晰地
看到扬州作为国际港的位置。黑石号是
一艘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的
阿拉伯沉船，出水大量陶瓷，器物组合
包括长沙窑，北方的白瓷、青花、白釉绿
彩，越窑、西亚孔雀蓝釉陶器，与扬州面
貌一致。 在日本、东南亚等地也发现了
与扬州出土陶瓷类似的组合。

通过探讨扬州城内的陶瓷遗物，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江南城市在唐代迅
速崛起， 通过运河连接陆上与海上丝
绸之路的盛况。 陆上丝路的东端在洛
阳，隋唐大运河将其延伸到扬州，北方
商品得以自扬州出发，输出海外，而江
南物产也能经由扬州到达洛阳， 再通
过商队行销丝路沿线城市。 扬州成为
当时重要的枢纽， 在对外贸易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

器行天下：
宋元江南物产输出

对陶瓷流通轨迹的追索能够帮

助复原古代贸易网络 ， 利用陶瓷的
线索 ， 还能进一步了解贸易的规模
与版图 。

跨入宋元， 我们首先关注印度尼
西亚的井里汶沉船。 如果说遗址考古
是按照地层对某一地区过往的层层揭
示，那沉船考古就像是解封一枚“时间
胶囊”，将一个特定历史片段呈现在世
人面前。井里汶沉船出水了“戊辰徐记
烧”纪年越窑碗，可以肯定其年代在北
宋初 968 年或稍后，早于吴越纳土归
宋（978 年）前数年。 船上出水的越窑
青瓷大约有 30 万件。 五代至北宋初，

江南吴越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以慈溪、

上虞为中心的越窑更是瓷窑林立，产
量剧增，成为吴越王钱镠进贡宋、辽的
贡品，同样也是对外贸易、获取利润的
重要商品。30 万件的数量印证了当时
江南物产惊人的贸易规模。

宋元开始， 陶瓷作为江南地区的
重要物产， 一直在对外贸易中扮演重
要角色， 而陶瓷主要产区则随时代变
迁而变化。南宋至元代，浙江龙泉地区
生产的青瓷取代越窑， 成为外销瓷的
主流。 沉没于韩国全罗南道的元代新
安沉船，出水陶瓷便以龙泉青瓷为主。

整合世界各地出土、 留存的龙泉青瓷
资料， 我们会对这一阶段江南物产的

输出范围感到惊讶，东亚、东南亚、南
亚、西亚、东非各地航船所到之处，内
陆腹地重要城镇， 都能找到龙泉青瓷
的踪迹。 龙泉在对外输出中的优势地
位，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故宫前年举
办龙泉展，便以“天下龙泉”命名，江南
物产的输出、影响范围之广，也由此可
见一斑。

东西汇融：
明清江南的贸易活力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对外贸易
又有新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追踪一件
青花的旅行史开始探索。 法国吉美博
物馆收藏了一件永乐官窑青花执壶，

它由珠山御窑厂生产 ， 郑和下西洋
时，被明朝宫廷作为外交礼物馈赠中
东 ， 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统治时
期 ， 又被法国驻奥斯曼大使带到法
国。 这件执壶见证了明代辉煌的航海
时代，也是日后中国陶瓷风行欧洲的
先声。

十六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东西
方之间逐渐建立起直接的贸易往来，

大量中国瓷器输入欧美， 开启了新的
贸易时代。 贸易陶瓷的变迁充分见证

了江南的贸易活力。 灵巧的工匠针对
日本、欧美不同市场，生产风格迥异的
器物，满足不同的审美与器用需求，销
往日本的古染付与输出欧美的克拉克
瓷器风格迥异。 比如上博收藏的古染
付砚盒、茶道中使用的水指、茶碗，皆
针对日本市场制作，而方瓶、啤酒杯、

克拉克盘等， 则为满足欧美器用与审
美而制。

对外来需求的快速反应， 新形式
与技术的迅速吸收， 往往是衡量一个
地区贸易活力的标准。 明清景德镇贸
易陶瓷完美体现了当时的贸易活力与
创新能力，工匠根据外来订单，不断革
新技术，完成所谓“式样奇巧，岁无定
式”的贸易需求。 上博收藏的油醋瓶、

方瓶、果篮，吸收了欧洲陶器、玻璃、银
器式样，都是典型实例。而欧洲发生的
社会事件，比如鹿特丹事件、南海贸易
泡沫， 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反映到景德
镇陶瓷上， 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贸易繁
荣与活力。

从唐宋到明清，时代在发展，贸易
陶瓷的产地、 面貌、 市场不断发展变
迁， 但不变的是江南地区持久的经济
活力与繁荣的对外贸易，过去如此，现
在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吴之璠深浮雕二乔并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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