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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刘火金

陶瓷习俗谈

亦 之

过去，柴窑装小器的工人开禁收徒规定二十年开禁一
次，开禁招徒仪式非常热闹，就像过年过节一样。
开禁时头领派人挑上一担涂上红色的装坯篮 （俗称
“挑红篮”） 上街游行，并且沿途敲锣打鼓，鞭炮齐鸣，
围观市民络绎不绝，场景非常热闹。这就向市民表示装小
器工人开禁了，柴窑装坯业后继有人了。这二十年一届的
开禁，就叫“开红禁”。但是，如果装坯人员缺少影响生
产时，福庆社也会过个几年隔三差五开禁收徒，这叫“开
黑禁”。
开黑禁时也很热闹，也有装坯师傅挑上装坯篮 （不涂
红色） 上街，鸣爆竹、吹乐，以示开禁了。开黑禁还有一
个规矩：如果有人在中途干涉而抢篮打人，表示群众不同
意开禁，那这次招徒也就泡汤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因
为老板希望多招些徒工，一来可以备生产急需，二来可以
制造工人竞争，老板好奖勤罚懒坐收渔利。但装坯工人就
不高兴了，开禁后本行人员增多，必然会造成僧多粥少的
局面，所以有工人抢篮拆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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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都三字经

洪东亮

称神技 数薄胎
夺天工 有瓷雕
瓷景瓷韵

（刘嘉明 摄）

素。我们知道，瓷器生产出来后，不管是否是商品都
是要流动的，在当时而论，流动的唯一通道就是昌
江。由此，不管是南河流域还是东河流域产出的瓷器
都会顺流而下到达昌江，而昌江的中游地段河面河床
最宽达 250 米，最窄也有 100 米，适应修建码头，可
通中型船。于是就有景德镇从北到南“四大码头”的
出现，即许家码头 （半边街）、曹家码头 （中渡口）、
湖南码头 （通津桥）、刘家码头 （刘家下弄）。明清以
后，随着景德镇城区瓷业进一步发展，码头数量不断
增多，如毕家弄码头、彭家弄码头、麻石弄码头、戴
家弄码头等。
最初的码头都建于城区的北边，即中山北路沿
线，码头的作用就是装货和卸货 （瓷器），起中转作
用。可以设想，当瓷器生产基地集中在南河流域或东
河流域的时侯，这些码头只能起到瓷器的中转作用，
因而围绕码头的地方就逐步成了瓷商们的活动中心，
久而久之就成了政治、文化和生活中心。而我们后来
看到的珠山中路以北，沿河东路以东，中华北路以西
的区域里没有从事生产的瓷厂，因为这里从很早的时
候已经被商业占领了。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景德镇
老城区的面貌是逐步由北向东南方向发展的，所谓的
“陶阳十三里”“上到观音阁，下到小港嘴”也是指从
北到南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拿出新中国成立之初景德

镇地貌图看时，发现景德镇“镇貌”其北边的起始点
并没有到达观音阁 （青塘），而是稍南边的蓝家祠至
半边街。在我们的记忆里，蓝家祠以北至观音阁这一
带 （偏西靠河） 是农田，而东边是山脉 （董家坞山
脉）。当时，这一带还不是镇中心。
明初开始，尤其是御窑在当时的镇中心创建以后，
分散在原东河流域和少量南河流域的民窑也逐步向御
窑靠拢，它们最初分布在御窑以北董家坞一线，后慢慢
沿五龙山经白云寺（市立医院）雷公山一线向南发展。
到了明末，窑场继续南下，经薛家坞、药王庙、绕珠山东
侧直达青峰岭一线。后在此基础上向西及东发展。明代
的正街（中华北路）是景德镇最繁华的地方。清代开始
再向南发展并向东、西扩张，早期形成的有陈家街（现
解放路口至珠山中路新跃广场）；后有汪家街（牌楼里
至十八桥）、麻石弄、戴家弄等。
1935 年拓宽前、后街，还开辟了从麻石弄至马鞍
山；斗富弄至莲花塘、东门头至莲花塘三条东西向的
纵向马路。至此，景德镇“镇貌”框架基本形成，围
绕“两横三纵”的分布格局，还有许多满足陶瓷生产
的坯房、窑房及其相应的里弄。据珠山区 20 世纪 80 年
代初的调查统计，辖区内 （不含太白园街道，含新
厂、昌河两街道） 有居住户 63854 户，人口 220857
人，里弄 298 条，街道 4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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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专递

陈新彬

与瓷都景德镇的情缘

2016 年 12 月，马未都参观陶溪川，与年轻“景漂”交流。（资料图片）

马未都，对于爱好收藏的人来说，无
人不晓。人称马爷，马嘟嘟。因央视百家
讲坛开办《马未都说收藏》而声名鹊起。
1996 年在京创办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
为我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闻名业内外。
马未都曾经是文学青年，担任过《青
年文学》编辑，与王朔、刘震云等文学界
大佬熟稔，并一同整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编辑部的故事》，当年倍受追捧。也陆续
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不过微弱光芒都
被收藏大名掩盖。
上世纪 80 年代转行收藏，实现成功
跨界。他后来说，
“文物就像雪茄，文学就
像香烟。抽过雪茄的人，觉得抽香烟就没
味道了。”这个比方，经典而新颖。但门外
汉无法体会。
他见“物”就收——通吃。经过多年
的摸爬滚打，藏品领域多，门类全，品种
杂，涉及陶瓷、玉石器、金器、铜器、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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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坯业开禁收徒

“镇貌”
，
是这样形成的
景德镇“镇貌”
（老城区）的形成是从明代开始的，
至清末民国基本定形，前后经历了 600 余年漫长的演变
过程。后人总结的“陶阳十三里”
“ 二十里长街半窑户”
“四山八坞九条半街”
“ 三洲四码头”
“ 一十八巷”
“108
弄”等都是对“镇貌”
的阶段性总结。
首先，我们来理清楚一个问题，即景德镇与浮梁的
关系。在大家的印象里，好像新中国成立以前景德镇一
直隶属于浮梁县，是县下面一个乡镇级单位。如果这样
理解的话那就错了。实际情况是先有“镇”，后有“县”，
只是在后来的记载中或口口相传里，没有讲清楚这两
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景德镇（包括浮梁县）均处于江西省的东北
部，秦以前，这里属楚的东境，秦统一后，属九江郡番
县，即归后来的鄱阳县管辖，是鄱阳县的一部分。东晋
时期（公元 318—419 年）开始设镇，即新平镇，这就是
“镇”的起源。为什么设新平镇？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侃
新近平定了这个地方，故命名“新平镇”。唐武德四年
（621 年）重新设县（新平县）；武德八年（625 年），新平县
取消并入鄱阳县；玄宗开元四年（716 年），饶州刺史韦
玢将新平地再置县并易名新昌县，县治地（办公地）设
在“昌水之北”南城里（后新平乡域内）；玄宗天宝元年
（742 年）改名浮梁县（据传当时新昌县治地“溪水时常
泛滥，居民伐木为梁，遂改称浮梁”
）；宪宗元和年间
（806—820 年），县治被水淹，徙西北高埠，即浮梁县衙
旧址（后浮梁镇）。
至此，按照一般的说法，因浮梁县治移至“昌水之
北”，而“镇”仍在昌水之南，故又称“昌南镇”，而又别名
“陶阳镇”。蓝浦《陶录》引《黄墨舫杂志》说“昌江之南曰
陶阳”。又说“有陶阳十三里之称”。龚鉽《陶歌》
“江南雄
镇记陶阳”。当然，这个名称不见于正式志书，究竟起于
何时等待考究。
我们根据这些零散的史料进行分析，至少可以得
出两点结论：一是至少在晚唐 （宪宗元和年间以后）
后期，昌南镇 （镇的面积就在珠山中路以御窑为中心
的偏北大片区域） 已经存在；二是经过晚唐、五代，
景德镇瓷器已经很有名气，昌南镇之名盖过浮梁县，
于是，就有宋景德年间 （1004 年） 昌南镇变景德镇之
历史。虽然后来一直有景德镇隶属于浮梁县的体制，
但浮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景德镇。因
此，景德镇从昌南镇变为“景德镇”就是必然的。
我们还知道，景德镇在宋元以前，瓷器的生产场
所主要集中在镇的东南一线，已经发现或记载的主要
有：白虎湾窑址、湘湖街窑址、湖田窑址、黄泥头窑
址、盈田窑址、南市街窑址、寿安系列窑址，主要有
灵珠窑址、朱溪窑址、西溪窑址、丰旺窑址、宁村窑
址、月山下窑址、富坑窑址、凉伞树下窑址、大屋下
窑址等。这些窑址比较早，基本都在五代至北宋期
间。
瑶里系列窑址，包括内窑窑址、绕南窑址、长明
窑址及瑶里自身窑址等。这些窑址的烧造年代最早为
南宋，晚为明初中期，也就是说，这些系列窑址基本
承接了湖田窑系、湘湖窑系、寿安窑系等。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至少在宋元以前，景德镇
的瓷器生产中心不在现在的老城区内，而是从最早的
南河流域慢慢向东河流域扩展。那么，后来的“镇
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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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家具、门窗、文玩、佛教造像等。东西多
了，就想晾出来，晒一晒，就有了观复博
物馆。馆名取自《道德经》
“万物并坐，吾
以观复”，用马未都的通俗说法是：观就
是看，复是重复，一个东西反复地看，就
会喜爱、就会去研究。
因为喜爱，才有行动。而且是倍于常
人的付出。
他到故宫博物院陶瓷馆看瓷，带着
随身“武器”——大号手电筒，一遍又一
遍，不厌其烦。流传最广的段子是他发现
一件瓷器被动过了，工作人员否认，他坚
持。因为他多次吊着脑袋、伸长肚子，竭
力想看到这件瓷器背面的图案而不得，
这次轻松看到了。后经核实，果然，瓷器
曾被调去拍照了。
他扫地摊，逛早市，与收破烂的老头
儿混，在全国各地跑，世界各国飞……别
人拿钱来改善生活，他舍不得，抠出钱来

搞收藏，有时还得欠债还账。
搞收藏，绕不开景德镇这座瓷业高
峰。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马未都无数次
踏入景德镇。用他的眼光打量这座心中
的陶瓷圣地，用他的双脚丈量这座有些
灰扑扑的古镇。
马未都第一次踏上景德镇，
“在满是
陶瓷碎片的过道”、
“排列有序的国宝级
官窑残器”间，巧遇刘新园先生。他回忆，
“我来前就知道，刘新园，景德镇陶瓷考
古研究所所长，对于喜爱陶瓷的我来说，
其名如雷贯耳”
。
当刘新园先生笑着问他来这儿干
嘛，马未都回答两个字——喜欢。刘说喜
欢就常来，有的是东西给你看。这一问一
答一回，对年轻而激情满怀的小马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诱惑。纵使“坐汽车，车破
路烂”，人几乎要颠散架。但怎么抵挡得
住“喜欢”
二字？
此后，马未都一次次踏上这块陶瓷
的热土——景德镇。他自道：景德镇古窑
保留了古代制瓷的手段……去古窑参观
我是乐此不疲。这些年来，我去过多少次
记不得了。他在参加古窑点火仪式后，感
慨：我在点火时暗自祈祷，我们点燃的不
仅仅是复烧古窑的柴火，更重要的是延
续了中华文明的香火！
看着不过瘾，他会亲自上手，让“只
可观赏、不可亵玩”的新生命在自己手中
诞生。转轮盘，拉坯，拉出一只碗、一口
缸、一个杯碟，体验学习，乐在其中。在轮
盘的转动中，在老师傅的双手间，在那静
如止水的眼眸和脸庞上，他也窥透了岁
月的沧桑和时光的永恒，生发出对陶瓷
的热爱。
他说：中国人缺不了陶瓷，尤其缺不
了景德镇的陶瓷，那些称雄几百年的青
花、
五彩、
斗彩、
粉彩、
珐琅彩，
个个如雷贯
耳，
至今神完气足。
他对景瓷推崇备至！
他对“景漂”年轻人也寄予厚望。犹
记得 2016 年 12 月在陶溪川参与接待的

过程。一身黑呢大衣、满头花白头发的马
嘟嘟，先后参观了邑空间、美术馆、博物
馆、央美陶溪川美术馆，对全是“景漂”年
轻创客的邑空间尤其关注。他走进一家
家商铺，与大学生店主面对面交谈，谈笑
风生，春风满面，不时逗得哈哈大笑。在
点评创客文创产品时，勉励年轻人要大
胆创新尝试，不怕失败，不受拘泥。只要
敢闯敢试，走出新路子，人人皆可成大
师！还当场收藏了创客大学生周福建的
一副《大吉》瓷板画，很高兴地被年轻人
簇拥着，留下一张张合影。最给力的加持
和激励，让“景漂”大学生收获满满的感
动！
大收藏家也有外行的时候。在一次
陶瓷文化之旅中，马未都闹出一个笑话，
面对记者递上的一块“渣饼”，琢磨良久，
愣是不知道是何物，干啥用的？被媒体热
炒，且倍受质疑。
无论外界褒贬如何，马未都依然我
行我素，岿然不动。纯洁如瓷，通透似玉。
一张弥勒佛的脸，带着笑，国字形，方方
正正。雍容，淡定、自信，犹如他收藏的一
件件古瓷器，经典耐看。经过多年的打磨
打拼，他的观复博物馆从北京蔓延，开到
了上海、杭州、厦门等大城市，让更多爱
好者真切感受到古物之精、之美、之雅。
文物是有生命的。她不属于任何人，
只属于恒久的时空。说一件器物“流传有
绪”，啥意思？就是说主人已故，器物还
在。所谓物是人非也。马未都的忘年交、
文物大家王世襄曾言：我对任何身外之
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
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
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
的。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
者岂非是大傻瓜！
“获得知识和欣赏的乐趣”，这与观
复博物馆的宗旨“体味古人的生活韵味、
领略文化的无穷魅力”几近。毋庸置疑，
这才是正道，是硬道理。

“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这是古人称誉景德
镇薄胎瓷的著名诗句。薄胎瓷，俗称“蛋壳瓷”，是景
德镇久负盛名的特种工艺传统产品，以其“薄似蝉
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的特色，被称为“神技”
。
景德镇制作薄胎瓷器有近千年的历史。宋代的影
青瓷瓷化程度高，滋润透影，薄而轻巧，以“质薄
腻”“体薄而润”见称。到明代，永乐甜白脱胎和万历
昊十九所制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映着光能照见指
纹。从此，薄胎工艺从一般制瓷工艺中分离出来，发
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制瓷工艺。
薄胎瓷的制作，从配料、拉坯、修坯、上釉到装
匣，都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要领和工艺要求，如修坯
一般要经过粗修、精修，反复数十次，才能将粗坯精
修至两三毫米，以至蛋壳一般厚薄，难度之大可想而
知。由于薄胎瓷的制作难度大，过去只能生产小件产
品。解放以后，景德镇制作薄胎瓷的工艺有了新的发
展，不仅品种由十几种发展到上百种，而且烧制成功
了高度达 100 厘米的薄胎瓶和口径达 100 厘米左右的薄
胎碗这样的大件产品。此外，薄胎瓷的装饰从画面的
题材、风格以及装饰方法上不断创新，一件件稀世珍
品被创造出来。
瓷器雕塑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景德镇陶瓷雕
塑，历史悠久。据记载，早在隋朝大业年间，就雕塑
出狮象大兽，奉献在显仁宫。宋代的影青瓷雕品种丰
富，有供奉的观音、供观赏的小动物，有实用的孩儿
睡莲、瓷枕，有陪葬的十二生肖、俑等，风格灵巧、
典雅、秀丽。元代，不但品种和产量大有增加，而且
工艺水平大有提高，风格雄健、豪放、凝重。明代的
瓷雕加彩流行，佳作纷呈。现存四川峨嵋山报国寺的
大瓷佛，是明洪武年间景德镇烧造的，高 2.47 米，佛
体、佛座雕塑精良，形态优美，装饰华丽，是明代佛
瓷代表作。清代，景德镇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瓷雕产区
之一，所产瓷雕，畅销国内外。康熙年间首次创制的
“素三彩”猫，身内可点蜡烛或油灯，夜间双目明亮，
据说能恐吓老鼠。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瓷雕面貌焕然一新，无论
是产量、品种，还是瓷质、技法都前所未有，呈现出
一派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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