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铺就复兴之路
周云武

千年铜官窑，兴盛两百年，沉寂千余载。
或许，正因为她沉寂太久，才具有无穷的

魅力和太多深埋的秘密。 像考古学家说的那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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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和解密当然是必须的。 然而，再深的
发掘，再透的解密，除了展示，终究是为了给
今人以借鉴和启示， 为了撼动沉寂， 振业复
兴。

这几年，望城的决策者们孜孜探寻、殷殷
求索，为了铜官古镇的繁荣兴盛，为了铜官陶
瓷的产业复兴，为了中国创造、祖先发明、民
族瑰宝再度走出国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先是不惜巨资，修旧如旧，打造以铜官为
要的湘江两岸文化古镇群落， 使该流域湘江
两岸历史上曾遥相呼应的戏曲文化、 市井文
化、水泊文化和陶瓷文化再度盛开。依托古镇
群落，搭建起文化繁荣的跨江舞台。

接着从体制机制上着手， 出台系列优惠
政策， 吸引曾经离乡背井的本土陶艺人才纷
纷回镇创业， 外籍文化名人和投资客商也争
相进驻。当地政府又因势利导，成立铜官循环
工业园区， 为陶瓷产业的更大更强复兴铺就
绿色通道。

同时，他们几度跨海赴台，与台湾莺歌镇
牵手，与众多文化名人和陶艺大师联谊交流，
促成湘台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落户望城，正
逐步实现以陶瓷为媒的同根民族文化跨海深
度融合，其经济意义和民族影响无可限量。

还有，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接触国际
友人，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外国知名人士走进
望城、走进铜官，称赞不绝，好评连连。 为铜
官、为铜官陶瓷走出国门，为再现“海上丝绸
之路”的昌盛辉煌托起晨曦。

千年沉寂，重放荣光。 复兴之路，任重道
远。

不论艰难险阻， 不论功过是非；“功成不
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 在对铜官———这
张望城名片、长沙名片、湖南名片、中国名片
的打造上， 历史将见证望城决策者的追求和
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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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铜官
本报记者 谢璐

1988年， 在印尼勿里洞外海， 德国打捞公司发现一艘
名为“黑石号” 的沉船， 立即展开打捞。 他们惊讶地发现
船体里完好地保存着67000多件唐代瓷器， 而其中56500
件上印有“长沙窑” 标志， 占到总数的84%！

这一惊世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更揭开了
长沙窑曾为世界瓷器工厂的神秘面纱。

因水而兴的铜官， 是长沙最早的外向型口岸。 早
在唐代， 铜官窑瓷器就出口至29个国家和地区。 通过
水运， 由湘江入长江， 经扬州、 靖江、 泉州等口岸，
开辟了一条通往东南亚到西亚、 北非的“海上陶瓷之
路”。 据不完全统计， 有13个国家和地区出土过长沙铜
官窑瓷器， 如在伊朗东北部的内沙布尔出土了黄釉褐
彩贴花对鸟纹壶和褐彩碗、 在日本的本州岛东南部出
土了贴花纹壶和褐釉贴花蝶纹罐等， 铜官窑釉下彩瓷
的蜚声中外可见一斑。

将异域文化元素融入陶瓷产品是铜官窑掘得海外
第一桶金的秘诀。 “为适应外销， 长沙窑的瓷器上有
很多非中华文化元素， 常见的有带彩堆贴胡人舞乐
图、 狮形图， 彩绘的椰林、 葡萄以及一些鸟鹊等， 具

有很明显的西亚及波斯风格。” 瓷器鉴定专家、 北京故
宫博物院研究员李炳辉介绍。

穿过历史洪流后的今天， 铜官走向世界的步伐没
有停止， 反而愈发急速。

按照“规划一张图， 建设一盘棋” 的要求， 铜官镇政
府提出“两轴四区” 的发展思路： “两轴” 即将湘江大道
北延线和铜官大道作为产业发展主轴； “四区” 即小城市
发展空间布局自北向南依次为循环工业园区、 新镇发展
区、 古镇保护区、 太丰垸及洪家洲生态休闲区四大板块。
连接湘江航电枢纽 （小三峡）、 欧阳询文化园、 长沙铜官
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 一条
新兴文化旅游与艺术产业经济走廊正在形成。 京广铁路在
铜官设有货运专线， 京珠复线铜官互通口已经开通，

2000吨级深水码头正加速建设， 铜官即将通江达海、 贯
通世界。

如今的铜官正向4A级景区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迈
进， 各路精英人才纷至沓来， 曾经“孔雀东南飞” 的
本土陶艺人才纷纷回乡创业， 许多外籍文化名人和投
资客商争相进驻。 目前， 铜官拥有1名国家级陶艺大
师、 20余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和省级陶瓷艺术大师，
集生产、 销售、 开发、 展示、 体验、 传承于一体的铜
官将把中国顶级陶艺文化从湘江之畔带向全球。

古韵悠悠的千年陶都， 风景秀丽的最美乡村太丰
垸， 重温红色记忆的历史景点……一幅世界知名的历
史文化名城、 旅游度假胜地、 生态宜居新城的崭新规
划蓝图正徐徐展开。

一座绵延十余里的滨江古镇， 拥揽繁密的
古街、 古井、 古建筑、 古码头， 众多文人在此
留下佳作， 一批先烈在此抛洒热血， 数不尽的
精美瓷器在此出窑。

千年前， 这里是窑火兴盛的中国陶都， 陶
瓷器物远销海内外的世界工厂， 代表大唐与友
邦友好往来的文化使者。

今天， 这里是省会长沙打造 “一江两岸四
镇” 的核心引擎， 旅游资源丰富的文化名镇，
带领中国巅峰陶艺走向全球的巨航。

这里， 就是铜官镇。
穿越千年时光， 依然光润璀璨； 历经沧桑

磨难， 依旧光华永驻。 古代文化与现代风尚相
交融的铜官， 正风劲帆满， 蓄势待发， 驶向世
界！

“古岸陶为器， 高林尽一焚。 焰红湘浦口， 烟浊洞庭
云。 迵野煤飞乱， 遥空爆响闻。 地形穿凿势， 恐到祝融
坟。” 847年， 唐代诗人李群玉路过铜官， 目睹长沙窑烧制
陶器时洞火冲天的壮观情景， 为之动容， 挥毫泼墨， 写下
这首《石渚》。

“千山泥土千山宝， 遍地陶瓷遍地金” 的铜官，
其历史就是一部陶瓷史。 千年不熄的窑火， 是古镇铜
官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是长沙不可多得的
一张独特名片。

因铜官位于长沙市西北约25公里处，“铜官窑” 亦称
“长沙窑”。其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鼎盛于晚唐时期，五
代以后渐趋衰落，前后经历200多年，是与浙江越窑、河北
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民国三年（1914）
时铜官窑场林立，有陶工万余人、窑160余座，故有“十里陶

城、百座龙窑、万名窑工”的美誉。
经考证， 铜官至今有方位、 地址、 名称的古窑仍有72�

座，星罗棋布，遍及全镇。自1956年遗址被发现以来，长沙窑
出土文物已过万件，声名远播。如今，一提到长沙，人们就会
想到铜官，而提及铜官，亦会想到长沙。 铜官几乎与长沙齐
名。武汉长江大桥桥墩上的陶瓷花缸、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
陶瓷雄鹰、郴州女排训练基地的大型陶质壁画“中国姑娘”
等一系列赫赫有名的铜官陶瓷产品， 无不向中国乃至世界
展示着湖南长沙的陶艺风采和文化魅力。

漫步铜官， 从誓港至石渚， 沿湘江绵亘十余里，
外兴窑、 义兴窑等70多处古窑遗址如珍珠般点缀。 走
在铜官的大街小巷， 可见高高低低的烟囱林立， 大大

小小的厂房鳞次栉比， 陶砖陶瓦的古建筑沿街分布，
窑场、 码头、 空坪的陶器产品俯拾皆是， 点点滴滴悄
然诉说着古镇昔日的辉煌。

然而， 辉煌没有结束， 铜官为星城带来的奇迹还在
继续发酵。 在湖南大力实施“文化强省” 的战略背景下，
长沙市正着力建设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得天独厚优势的
铜官， 自2012年7月被确定为长沙市小城市试点镇以来，
步入了“打造铜官陶城， 建设中国名镇” 的快车道。 今
年1月， 望城区委又确定将铜官小城市建设作为“一江两
岸四镇” 古镇群落的重中之重来打造， 不久的将来， 省
会长沙“半小时经济圈” 中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铜官，
将衔靖港、 乔口、 新康， 形成中国最大古镇群。

古往今来， 铜官承载的不仅是时空岁月， 也把数
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带到了今天， 构成了古镇的灵魂。

其灵魂里， 有中华诗词的神韵。 两千多年来， 文
人墨客于此留下了众多名篇佳作。 “诗圣” 杜甫于唐
大历四年出蜀赴潭州会友， 被大风阻于铜官时写下的
《铜官渚守风》， 即为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不夜楚
帆落， 避风湘渚间。 水耕先浸草， 春火更烧山。 早泊
云物晦， 逆行波浪悭。 飞来双白鹤， 过去杳难攀。”

其灵魂里， 有中国革命的激情。 革命先驱郭亮， 这位
铜官革命斗争中的“普罗米修斯”， 曾在1922年组织3000
多名铜官陶业工人取得抵抗“窑门捐” 和“窑货税” 斗争
的胜利， 揭开了湖南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毛泽东也亲临铜
官指导运动， 建立了湖南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中共铜官陶
业工人党支部”， 并给予铜官的陶业工人们“莫说散沙不
能成大器， 须知泥土可以变成金” 的高度赞扬。 此外， 铜

官还成立了中共湘江特委， 培育了文淑益、 袁仲贤、 谭希
林、 李灿英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为革命事
业前仆后继， 彪炳史册。

其灵魂里， 更有中国陶艺的精髓。 唐代制瓷名窑林立，
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 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
瓷， 形成“南青北白” 的生产格局。 铜官窑的匠师们另辟蹊
径， 创造性地将铁、 铜、 孔雀石等呈色剂掺入颜料， 用笔沾
颜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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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 中国陶瓷产业真正迎来了一个绚丽
多姿的彩色世界。 釉下彩的创烧和普及被专家们誉为“陶瓷
史上的里程碑”， 为铜官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页。

除主要的模印贴花、 刻花、 印花和镂空等装饰技
法外， 铜官窑还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
其陶瓷产品上的诗多是五言诗， 也有少许七言诗和六
言诗， 内容大多反映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
思想感情， 语言纯朴， 感情真挚，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
息， 如后世流传甚广的“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长沙窑上的诗文是对
《全唐诗》 的重要补充。”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
宴如是说。

历史地位不容置疑的铜官窑在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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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官当之无愧
地成为中国的“国宝”。

古岸陶为器，百座龙窑旺 铜官是长沙的

避风湘渚间，泥土可成金 铜官是中国的

海上陶瓷路，古镇绽新颜 铜官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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