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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

晚唐，衰于五代。自

1956

年被发现以

来，出土文物已过万件。但由于当年

各种局限， 发掘成果不能满足现在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的要求， 有限的考古资料也制

约了学术界对于长沙铜官窑的深入研究，致

使长沙铜官窑的面貌至今依然模糊， 其价值

还没有被充分揭示。

经过半个多世纪， 我们对长沙铜官窑的了

解有多少？你可知道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口，这

里有怎样的完整产业链？ 省考古所所长郭伟民

告诉记者：“对于长沙铜官窑从原料采取到烧

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整个过程我们还需

要更多细节方面的实物证据。 这次考古最大的

任务就是，通过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全面揭示

长沙铜官窑原状，找出与烧窑活动有关的遗迹；

复原陶瓷器的原料采集、筛选、淘选、拌和、制作

生产及其拉坯、晾干场地、道路、烧制流程；复原

瓷业生产、储存、销售的过程；建立铜官窑瓷品

的年代序列。 重建铜官窑的生产组织和贸易形

态， 为全面研究和展示长沙铜官窑提供学术支

持。”这也是为什么考古遗址公园中专门成立由

省考古所负责的长沙铜官窑研究中心的原因。

省考古所长沙铜官窑考古队领队张兴国已经带

队进驻，在原来发现的龙窑旁边开挖探方。张兴

国说：“今后几年我的工作重点就在这里， 我的

初步目的就是能更加全面的展示以龙窑为中心

的长沙铜官窑作坊。”省考古所原所长袁家荣表

示， 长沙铜官窑文化的考古发掘研究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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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铜官窑的考古需要几十年乃

至上百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

这些被黄土深埋秘密实在不少。记

者采访了相关考古人员，在他们眼中，铜官窑

是一座历史的密码箱，亟待解锁。

原料是怎么粉碎的？ 按景德镇等南方窑

场的习惯，会用水碓加以粉碎，因此在原料产

地附近，需留心此类加工瓷土的遗迹。近代的

景德窑，原料往往经淘洗、陈腐后，制成可以

直接作坯的方块卖到窑场， 也就是说原料的

备制与其后的工序由不同的人群来完成。但

唐代的长沙窑是怎样的情况，尚不清楚。

交易市场在哪里？ 盛极一时的铜官窑自

然少不了商贾往来。 市场区是陶瓷储藏、交

流、供给不可或缺的地域。在保护区内蓝岸咀

东面，靠新河大堤中部的南侧，发现有一片面

积较大的平坦地，东西长

200

米，南北宽

5

米，

当地称灰坪。灰坪南邻一弯曲的哑河。北邻新

河大堤，根据原有地貌，新河大堤从灰坪北部

穿过。以前灰坪范围应越过大堤，与现新河连

为一片。其南北宽应超过

100

米。灰坪西与蓝

岸咀延伸区域相连，东与市场湖相连。考古人

员推测很可能与市场区有关联。 但未找到实

证。

码头在哪里？ 长沙铜官是我国唐朝时期

三大陶瓷出口地之一，其运输依湘江为依托，

顺流而下，在扬州等地启装海运，输往世界各

地。为此，瓷器烧制完成后，从储存区出来，定

需有运输码头承接， 码头的地位与重要性不

言而喻。在保护区内市场湖北部的低洼处，在

现市场湖北岸往南约

5

米的位置，存在一条东

西向的界线。界线以北，距水面

1.6

米下，均为

硬底层。市场湖的东北和西北边缘，也存在这

样的分界线。从湖的形状看，市场湖北部是一

处凹进陆地的水面，宽约

80

米。无疑是一处较

理想的港湾。从其地形、落差及当地仍对这一

地带有“港”的称呼来分析，这里很可能是码

头的位置。然毕竟未曾发掘，诸多猜测尚需付

诸考古发掘。

长沙黄泥坑

2

号墓釉下彩盘口壶与铜官

窑是什么关系？

1964

年，长沙黄泥坑汽车修配

厂的

2

号东晋砖室墓出土了

1

件釉下蓝黑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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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经过半个多世纪，我们对长沙铜官窑的了解有多少？其生产原料是怎么粉碎的？交易市场

在哪里？ 码头在哪里？ 你可知道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口，这里有怎样的完整产业链 ———

尚有多少未解之谜

本报记者 熊远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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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的望城丁

字镇彩陶

源村村民

邹国刚怎

么也想不

到自己从

小到大经

过的一座普

通山丘将会

成为一个国家

级公园 ； 也并不

清楚自己的脚下还

曾经埋藏着一段辉煌

的 “盛唐往事 ” ； 或

许， 他更不能想到的是尘

封 千 年 的 窑 火 将 带 着 他

“梦回唐朝 ”， 再造一个色彩

斑斓的 “唐城”， 重温一个无数

唐诗咏叹过、 菊花美酒倒映着

的浪漫时代。

3

月

16

日， 首个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长沙铜官窑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

全面揭示长沙铜官窑的原状 ，

探索其尚未解开的谜团 。 而诗

人笔下 “焰红湘浦口 ， 烟浊洞

庭云” 的这座千古名窑 ， 随着

这次考古工作的启动 ， 亦将在

不久的未来以崭新容貌再现盛

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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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 一支特殊队伍从

长沙出发， 顺江而下， 经产瓷名

镇铜官， 到湘阴的乌龙咀， 直至

洞庭湖口。 其中丁字镇彩陶源村瓦渣坪一

带亮丽的彩瓷片和精美的完整器物引起了

队伍的注意， 他们确认： 这是一处成功烧

制出釉下彩瓷的唐代窑址。

这无疑是这支湖南文物普查队的惊

人发现！ 当时国内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

李辉柄先生在第二年夏 、 冬进行了两次

复查 ， 对长沙铜官窑烧制出的釉下彩瓷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 因为它所采用的装

饰方法超出了当时的一般规律 ， 突破了

传统的单色釉 。 高温釉下彩的成熟 ， 特

别是铜红釉的发明改变了以往以造型和

纹饰为主的装饰手法 ， 它以明亮的颜色

打破了以往 “南青北白 ” 的单调格局 ，

中国的陶瓷产业自此真正迎来了一个绚

丽多姿的彩色世界。

开创世界釉下多彩先河， 独步一时，

刻下陶瓷史上里程碑。 因此历史地位不容

置疑的长沙铜官窑在

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 这座古窑带来的奇迹还在继续

发酵。

1988

年

9

月， 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

勿里洞岛海域发现并打捞出 “黑石号” 沉

船。 船体里完好地保存着

67000

多件唐代

瓷器 ， 其中长沙铜官窑瓷器约

56500

件 ，

占瓷器总数的

84%

， 一些瓷器则带有明显

阿拉伯风格， 是长沙铜官窑工匠们为满足

阿拉伯地区的需要而专门设计的产品。 这

批瓷器明确无误地证明了长沙铜官窑在外

销上的庞大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 有

13

个

国家和地区出土过长沙铜官窑瓷器， 如朝

鲜、 日本、 印度尼西亚、 伊朗、 巴基斯坦

和肯尼亚等。 大量实物证明， 长沙铜官窑

是唐代最为活跃的商业性外销瓷窑之一。

长沙铜官窑产品， 开辟了一条往南亚、 通

北非的 “海上陶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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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在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却给了我们一个“梦回唐朝”的

机会。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主任

文德霖表示：“如果考古过程进展顺利， 公园

两年内就能实现部分开放。”

据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熊建华介绍， 作为

首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届时，公园将开放考

古发掘现场的展示， 在不影响正常的考古计

划及秩序的前提下，让观众体验考古现场“进

行时”。并且，在核心区外围，还将建立考古体

验区，结合旅游项目，对考古爱好者进行考古

知识普及， 让观众在考古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进行部分的考古发掘体验， 提高民众参与考

古的热情。另外在陶艺展示区，将出售陶瓷纪

念品，并可进行仿制品烧制体验，游客可以自

己设计制作陶艺作品， 也可以观赏公园所邀

请的国内外陶艺名家现场表演和展览。

文德霖告诉记者：“管理处在核心保护区

新建一座仿唐龙窑和一个展示工艺流程的手

工作坊，目前已试烧成功。”据了解，今后，这

个手工作坊也将适当开放， 给游客提供体验

的平台。

当然， 传统的遗址公园项目也会在公园

中出现。 比如文化遗存的展示， 谭家坡古龙

窑、陈家坪古龙窑、采矿洞（挖泥洞）、古作坊

遗迹、古码头与市场遗迹、古墓葬、文化堆积

标识等

46

处烧窑遗址和

19

处挖泥洞都将在其

中予以展示。公园内还将建立起遗址博物馆，

游客们可以通过博物馆展示手段， 充分了解

长沙铜官窑的文化内涵。

千年前，

这里是“世界工厂”

特别关注

２０10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三

3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余蓉 责任校对 黎明

铜官窑，

2

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口，

这里有怎样的产业链

黄土掩埋了

多少尘封的未解之谜

盘口壶。 而根据目前铜官窑的出土标本和相

关资料， 长沙铜官窑的上限年代为唐天宝末

年。另外一方面各种资料又显示，瓷器釉下彩

的发明，是长沙铜官窑。黄泥坑

2

号砖室墓与

铜官窑的起始年代相隔

300

余年之久，墓中出

土的釉下彩器，究竟属何种窑口？它对长沙铜

官窑产品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

关于长沙铜官窑的谜团还有很多， 这些

都亟待我们的考古发现来解答。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带你“梦回唐朝”

1

3

4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规划建设》 方案， 获得国家文物

保护专家组评审原则性通过。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长沙铜官窑器皿展示。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