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官窑自 1956 年被发现以来， 出土文物已过
万件。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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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铜官窑从原料采选到烧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流
通整个过程,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细节方面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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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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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因为这里被黄土深埋的秘密
实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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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铜官窑遗址保护区内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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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铜官窑遗址保护区内市场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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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中出土的釉下彩瓷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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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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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 1100 多年前。
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唐王朝，告别了

其“纸香墨飞词赋满江，霓虹闪烁歌舞升平”的黄
金时代。

在北方， 长安这个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冷
清、衰败。

然而，远在千里之外，江南道潭州（现长沙市）治
所的一片丘陵起伏的古村里，正燃起冲天大火。 嘿哈
嘿哈，一群人正光着膀子，干劲冲天，依山傍水挖出一
个个龙形窑场，用山柴烧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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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叫做李群玉的诗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幅
景象， 激动得写下了当时长沙窑烧制陶器时山林焚
烧、洞火冲天的壮观景象。

这一烧，不但让地处长沙市西北 25 公里处望城

境内的古镇铜官，成为世界釉下彩的创烧地，同时开
创了陶瓷业的辉煌时代。

涛生云灭的湘江边，各色瓷器成品堆积如山。 江
口停泊的货船上，满是工人在忙碌搬运，一个瓷器的
世界工厂在此尽显繁华。

若干年后，一艘阿拉伯式的帆船，停靠岸边。珠光
宝气的阿拉伯商人大肆收购了巨量便宜而又精美的

“大唐制造”瓷器，得意地笑了。船从靖港出发，沿长江
入海，经越南一路乘风破浪，商人们因为满载着能够
带来丰厚回报的瓷器在船上夜夜笙歌。

可是，最终这艘庞大的商船消失在印度洋。
这一消失就是 1000 年。 直到 1998 年，这艘沉船

才被德国寻宝者在印尼勿里洞外海发现并开始打捞，
命名为“黑石号”。 沉船上仅瓷器就有 6 万多件，其中
5 万余件产自铜官窑。

这一惊世发现，慢慢诠释了一条神秘的海上“丝

绸之路”。
唐朝是中国古代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最繁荣

的时期。 当时朝廷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与西方
的贸易及交流， 所以西方人士纷纷前来中国经商。
“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陆地交通不畅，海上运输
逐渐兴盛起来，这极大地促进了铜官窑陶瓷产品的
外销。 铜官窑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
分便利， 这为其产品大量外运提供了优越条件，一
条由湘江经广州、宁波通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的海
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沿着这条海运航线的各国
和地区均出土了大量中国唐代瓷器。

在当时， 一个窑场一次能出口数万件瓷器，实
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足见当时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生
产盛况，也说明铜官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和
价值，由此也不难推断出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
占有的重要地位。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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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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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长沙铜官窑还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
第一个成功发明烧制铜红釉。 在世界彩瓷史上

是始作俑者。
第一个开创模印贴花。 长沙窑独具特色的模印贴

花，是用陶泥模印出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
下，再施以彩釉。

第一个创造并发展了釉下彩绘。 有花鸟画、动物
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等，题材丰富，色彩绚
丽，生动简洁，纹饰潇洒飘逸，对唐以后瓷绘艺术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是世界上最早的釉下彩绘。

第一个涉足商品价值铭文、姓氏铭文。 有时甚至
把卖价直接制作在器物上，明码标价。

第一个涉足商业广告语。 长沙窑经营者为了使自
己的产品能占领更广阔的市场，博得买者青睐，在器
物上用釉下彩文字标出“绝上”、“美酒”、“郑家小口，
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等广告语。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说：“长沙窑上包
含着丰富的唐代诗歌信息。《全唐诗》对唐代诗歌并没
有收集全，有很多诗出现在长沙窑瓷器上，却没有收
录在《全唐诗》里 ，应该说长沙窑上的诗文是对《全唐
诗》的补充。 ”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
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 190 多件，不重复
诗文 60 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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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口，这里有怎样的产业链 黄土掩埋了多少千年未解之谜

千年前失联的“黑石号” 沉没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千年前，这里是“世界工厂”
“大唐制造”创造多个世界第一 传统手工技艺

在古朴的工坊里世
代流传。

古海上丝绸之路。

望城陶艺大师正在精心制陶。

２０14年5月7日 星期三 15地方特色观察
Observe长沙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吴希

“泥
人
刘
”
传
人
刘
坤
庭
作
品
。

本 版 除 资 料 图
片外均为本报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