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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日， 谭家坡遗迹馆。
（资料图片）

本版图片均为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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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2年10月28日，外国友人在铜官镇体验制陶。（资料照片）

兴起于“安史之乱”，鼎盛于晚唐，衰落于
五代末期， 走过了200多年光辉历程的长沙
窑，为铜官古镇赋予了独特的“陶都”风情。

今天漫步铜官，从誓港至石渚，沿江十里
堤岸，房屋琉璃瓦盖，烟囱高低错落，大大小小
的厂房鳞次栉比，外兴窑、贡兴窑、义兴窑等70
多处古窑址如珍珠般散落，窑场、码头、空坪
里，五颜六色的陶瓷产品俯拾皆是，点点滴滴
无不在悄然诉说昔日的辉煌。

自1956年发现至今，长沙窑共发现龙窑
遗址76处，采泥矿遗址24处及码头区、货藏
区、 墓葬区等文物遗存面积约0.68平方公
里，出土文物过万件。历史地位不容置疑的
长沙窑在198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
制技艺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为了让珍贵的文化遗产健康地“活”下
去、精彩地“活”起来，铜官自2012年起步入
了“打造铜官陶城，建设中国名镇”的快车
道。近年来，望城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铜
官陶瓷产业复兴的实施意见》，编制了《陶瓷
产业复兴发展规划》， 从产业布局、 资金投
入、财税扶植、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铜官古
镇建设和陶瓷产业复兴以强力支持，区财政
连续3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铜官陶瓷
行业协会、望城区版权工作服务铜官站等相
继成立，铜官更随着“湘江古镇群”的建设纳
入了市级规划蓝图。

由此，曾经“孔雀东南飞”的本土陶艺人才
纷纷回乡创业，国内外文化名人和投资客商争

相进驻，2012年至今新增陶艺企业实体20余
家， 相关从业人员3500余人， 年产值约20亿
元。目前，铜官拥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胡武
强和2名国家级陶艺大师及20多名省级陶艺大
师、工艺美术大师，一条集生产、销售、开发、展
示、体验、传承于一体的陶瓷文化产业带正形
成于湘江之畔。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谭家
坡遗迹馆里， 遗存的1.4米高的唐代龙窑展
现出原汁原味的古代窑场风貌，窑工工作场
景塑像结合3D影像播放， 为游客讲述从取
泥、拉坯、上釉到烧造的生产过程。

铜官古街上，古老的麻石路面泛着青色
的光泽， 砖木结构的古建筑
房屋修旧如旧， 古时的老字
号商铺被新兴的陶
艺大师工作室所取
代， 大师们在此将
传统铜官陶瓷
技艺与现代文
创元素、文旅产
业完美结
合 ， 开创

出一个崭新的陶瓷时代。
计划于今年10月开馆的长沙窑博物馆，

拥有5200平方米展区，将一比一仿制“黑石
号”沉船，专题展出长沙窑精品文物，利用场
景化、体验化、互动式、沉浸式的空间展示语
言，再现长沙窑瓷器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
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
景象。

计划于明年6月开业的新华联铜官窑国
际文化旅游度假区，投资约100亿元打造大唐
盛景，届时，铺满樱花的大道、青砖黛瓦的宅
院、高耸入云的铜官阁、古韵悠长的戏台等，
将为游客展开一幅恢宏的唐风画卷。

重现大唐盛景的湘陶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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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铜官镇“泥人刘” 工作
室里惟妙惟肖的陶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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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千百年来， 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中，有
不计其数的船只，载着数目惊人的珍宝沉入海
底，每一艘沉船都留下一个故事，它们就像历
史的化石，记载着文明的遗迹。

1998年，一位渔夫在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
外海潜水捕捞海参时发现了一堆瓷器，消息传
出，德国寻宝人蒂尔曼·沃特方闻讯赶来，在一
大片黑色珊瑚礁下，发现了一艘沉没的阿拉伯
商船，并为之命名“黑石号”。经过长达9个月的
打捞，大批令考古界震惊的文物重见天日。 船

上发现的67000多件文物均为中国唐朝“货”，
包括非常罕见和珍贵的金银器、瓷器、铜镜、唐
代钱币等，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56500多件瓷
器均产自长沙窑，占比84%以上，古今中外任
何一个时代出土的文物都没有出现过数量如
此惊人、保存如此完好的长沙窑瓷器。

“这批长沙窑瓷器虽然在精致、细腻方面
不如越窑，但胜在器形多样、装饰丰富、色彩鲜
艳，并且蕴含着明显的‘洋文化’。”湖南省考古
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国介绍， 其器形以碗为
主，其次是执壶，此外还有杯、盘、盂、盒、罐、熏
炉、油灯、生肖等瓷塑。有的瓷碗带有“宝历二

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确定了沉船的时间为9世
纪上半叶；有的瓷碗上还写有说明产品用途和
产地的文字，带有广告语性质；还有不少瓷碗
绘有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等图案和《古
兰经》铭文，符合阿拉伯人的审美情趣，不难推
测当时的长沙窑已经为适应西亚市场需求而
调整了自身产品的特色。

这些珍贵文物不仅见证了一条古老的“海
上丝绸之路”， 诠释了中世纪时中国海上贸易
的主要商品、客户群体、商品特色、集散地等重
要历史信息，同时也为世人揭开了长沙窑这座
“世界瓷器工厂”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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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
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
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千年‘鎏金铜蚕’，在印度尼
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见证了这段
历史。”

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精彩的主旨演讲
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古老灿烂的文明和开放包
容的风貌。 让湖南人倍感兴奋和自豪的是，演
讲中提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在上个世纪末
打捞出56500多件产自长沙窑的瓷器， 揭开了
长沙窑这座“世界瓷器工厂”的神秘面纱。

长沙窑，这一浴火而生、乘水而兴的中华
文化瑰宝，因“黑石号”的发掘而重现璀璨光
芒，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而重聚世界目光。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推
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在古丝绸之路这一
历史符号的指引下，东西方文明再次碰撞与
交融，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
国际合作新平台正迅速形成。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作为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支点的长沙铜官，在新
的历史舞台上， 该如何展现其责任与担当、
继续发光发热呢？

5月16日，望城区举行长沙铜官窑与“一
带一路” 座谈会， 数十位省内知名专家、学
者、陶瓷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代表、铜官文
旅企业代表、资深媒体人共聚一堂，就此展
开深入研讨，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陈
远平说：“要对长沙窑遗址及其所承载的优
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
进行申遗，以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 大力发展长沙窑的文创产业和文旅产
业，这将推动湘江沿线的历史文化和乡村生

态旅游资源实现大融合、大发展。”
湖南省工艺美术学会秘书长陈舫建议：

“铜官陶瓷产业要加强产学研融合， 通过提
高创意水平和科技手段，推动传统产品优化
升级，开发出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并具有一定
实用性的新产品，同时利用‘互联网+’改造
陶瓷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环节，拓
宽发展空间。”

湖南省文物交流鉴定中心主任郭学仁
说：“加速推动长沙窑走向世界，建议一是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二是举办长沙窑与‘一带
一路’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精品瓷器展览；
三是策划寻找最美长沙窑瓷器、帮助流落国
外的长沙窑瓷器回家等活动。”

……
“对于未来3年陶瓷文化产业的发展，铜

官街道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规划。” 铜官街道
党工委书记周志国介绍， 依托陶瓷文化传
承，扶持壮大一批陶瓷企业，通过搭建陶瓷
产业服务公共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完善奖
补政策等措施， 实现陶瓷产业年产值突破
100亿元；依托铜官创客中心，打造“湘江创

客群”；依托书堂国学小镇、新华联铜官窑国
际文化旅游度假区等大景区、 大项目的建
设，实现旅游产业跨越发展。

千年之前，长沙窑的瓷器从铜官港口出
发，驶向世界；千年之后，长沙窑再一次迈着
坚定的步伐，走向国际舞台，用厚重的历史
积淀向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

乘“一带一路”东风重返国际舞台

千年沉船“黑石号”中，多少宝贝出自长沙窑

时间回溯到1200多年前，刚刚经历了“安
史之乱”的李唐王朝，北方的长安因战乱逐渐
冷清、衰败，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其中包
括许多窑工。 他们来到涛生云灭的湘江边，在
铜官至石渚湖一带惊喜地发现了极适宜制陶
的黏土，于是在此安顿下来，同时将唐三彩工
艺也带到了这里。

在更加自由开放的南方地区，传统技艺与
全新材料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唐三彩中流动浸
润式彩釉和模印贴花装饰在长沙窑以新的形
式———高温釉下彩的面貌出现。匠师们创造性
地将铁、铜、孔雀石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笔沾
取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饰图案，再上一层
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窑温，使瓷器上呈
现褐、绿、酱、铜红等一种或多种色彩，打破了
当时“南青北白”的陶瓷生产格局，真正为中国
陶瓷业带来一个绚丽多姿的彩色世界，这被业
内专家们誉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长沙窑的匠师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智
慧和着汗水滴落在瓷器上，绽放出一株株创新
的花朵———

综合采用模印贴花、画花、印花、镂空等装
饰技法，为瓷器添上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
人物等图案，或单线勾勒、或彩色渲染，让简单
的器物充满生命的活力。

为使产品获得买者青睐，长沙窑瓷器率先
涉足商业广告语、商业铭文、姓氏铭文，用釉下
彩标示的“美酒”“郑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
天下无口过”等广告语直接醒目。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开创以诗文书法装饰瓷器的先
河，据统计，至今长沙窑遗址出土带题诗的器
物共190多件，不重复诗文60多首，成为《全唐
诗》的重要补充，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五言诗，内
容大多反映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
想感情，不严格强调韵律，只求语言淳朴、感情
真挚。

更具突破性的是，长沙窑为迎合异域市场
需求，大胆吸取西亚、波斯的艺术风格，色彩浓
烈的胡人舞乐图、狮林图、椰林等装饰常见于
瓷器内壁。

“正因为其工艺与时俱进，且产品物美价
廉， 长沙窑在公元8世纪时已取代越窑成为中
国产瓷最大的窑坑。”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
研究员李建毛介绍，鼎盛时期，长沙窑的瓷器
从铜官港口出发， 由湘江入长江， 经扬州、靖
江、泉州等口岸，出口到东南亚、西亚、北非等
2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唐代“外销
第一窑”。

由此可见，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长沙窑功不可没。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弄潮儿

从“黑石号” 沉船上打捞起的青釉
褐绿彩飞鸟纹碗。

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真实再现古代制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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