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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hua and Shiwan are important ceramic sculpture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which are with a long history of ceramic 

sculptur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aterials and craft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ehua and Shiwan 

ceramic sculpture,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eramic sculpture, help to sprea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handicrafts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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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化，石湾的陶瓷雕塑发展历史悠久，是中国重要的陶瓷雕塑产区。本文通过对德化，石湾两地陶瓷雕塑材料、

工艺审美特性的分析，给现代陶瓷雕塑艺术创作提供创新发展的灵感和理论依据，助力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手工

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1]
。 

关键词：石湾陶塑、德化瓷塑、审美特性 

 

1.前言 

在我国，陶瓷雕塑的历史要追溯到新石器时期。

在丁村遗址中出土的“石刀”充分体现出丁村人对造

型和结构的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工具就是雕塑艺术的

原始形态。然后，随着人们技术的发展，陶瓷雕塑更

多地被用做祭祀礼器，例如在辽宁省红山文化遗址中

出土的泥塑女神头像、湖北省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陶塑

人体等都是新石器时期的人们用来祭祀的
[2]
。到了春

秋战国时期，被用作丧葬的陶俑出现。此后陶俑成为

了墓穴中的一类重要陪葬品，人们相信这些陪葬品会

跟着自己一起到达死后的世界，比如西安的秦始皇兵

马俑、在四川省东汉崖墓群中出土的的东汉击鼓说唱

陶俑等。这些出土的众多明器充分展现出秦汉时期的

陶瓷雕塑水平之高，极具艺术美感和强烈的表达力。

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造像成为了陶瓷雕塑又

一大题材。在甘肃的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都有大量

的菩萨、佛祖等佛造像陶塑。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

时期，瓷器烧造技术渐趋成熟，出现了很多动物瓷塑、

拟形尊等瓷塑作品。到了隋唐时期，陶瓷雕塑技术突

破了局限，其中釉陶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出

名的有唐三彩马、彩绘骑马女俑等作品。在五代十国

这个时期，制瓷技术不断发展，从原料，加工到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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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渐趋精细，成熟，人们的审美取向偏向精巧秀丽，

粗犷豪放的陶塑的受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瓷

塑作品的追捧。到了宋朝，瓷塑艺术达到了巅峰，不

仅有北方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官窑，还有

南方的众多民窑
[3]
，比如景德镇窑、德化窑等都生产

了大量的瓷塑作品。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技术的发展，

世界贸易愈加密切。在这个时期，陶塑和瓷塑都迎来

了又一次巨大的发展。德化和石湾两地因为靠近港

口，当地都有陶瓷原料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德化

的瓷塑和石湾的陶塑以自身独特审美特性闻名中外。 

  

图 1 东汉 击鼓说唱俑 图 2 许友义 童子拜观音 

2.德化和石湾的陶瓷地域文化 

1）德化陶瓷 

德化县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西部，隶属于闽南文

化体系。闽南地区邻海，在宋末元初时，泉州港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就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

著名港口之一，商船往来川流不息，全球各地的人民

都来此贸易，因此闽南文化深受外来文化比如阿拉伯

文化，西方文化等的影响。闽南文化就是在中华民族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极强

的包容性[4]。闽南位于东南丘陵地区，群山连绵，

对于古代农耕文明占主导的人们来说并不具备良好

的耕种条件，洪涝、虫灾等自然灾害不断，让本地的

人民格外渴望得到神灵的保护，同时在多种文化的熏

陶下，闽南地区的宗教文化就异常的丰富。当地的人

们信奉的主教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除此之外，

当地还自发形成了信奉保生大帝、妈祖等神灵的习

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闽南地区

的工艺美术作品以宗教题材为创作题材，宗教性也在

作品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宋元时期，德化窑烧造

的瓷器通过泉州港外销到世界各地，闻名遐迩；明清

时期，何朝宗大师结合木雕、泥塑、石刻的成型技法，

开创了八字口诀工艺技法，创作的瓷塑作品达到了陶

瓷雕塑的新高度，德化也成为了与景德镇相提并论的

“陶瓷之都”。 

 

2）石湾陶瓷 

石湾镇位于广东省惠州市西南，隶属于岭南文化

体系。岭南文化在地域上主要包含了广东、广西、海

南三个地区，而广东自古以来在经济、文化、政治上

占据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位。这与历史上的两个时期相

关：首先是在唐宋时期，因为泥沙的堆积，珠江三角

洲渐露，来自北方，江南的大量移民涌入。移民的涌

入不仅让该地区进入了发展阶段，同时也带来了各地

先进的技术，不同的文化等，给岭南文化的多样性和

兼容性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在明代，官府下令积极开

发珠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也就迎来了另一个飞速发

展的阶段。石湾当地有较为丰富的陶料资源，早在新

时期时期就有烧陶的痕迹，因为材料的限制，在北宋

时，石湾窑以艺术陶器和地理位置的优势达到了第一

个鼎盛时期。到了明代，广东成为了对外通商口岸，

石湾也变成了生产商品陶器的一大中心地点。石湾陶

器因为贴近群众，以外销为主，再加上受到多种文化

的影响，所以石湾陶器的题材相较于德化更为丰富，

除了宗教相关作品，还创作了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

关的作品，比如刘佐潮的拍蚊公、黄炳的猫等。这些

作品不仅具有艺术美感，还富有生活情趣，令观者每

每把玩都爱不释手。 

3.德化瓷塑的审美特性分析 

从我国陶瓷雕塑的历史来看，陶瓷雕塑主要有这

三个题材：宗教、祭祀、民俗娱乐。因为闽南文化的

宗教性，德化的大部分瓷塑作品也就是以宗教题材为

主。比如观音、罗汉、达摩、八仙、文昌帝、释加牟

尼、弥勒佛等。据统计，其中，观音造像的白瓷数量

占了神佛造像白瓷作品的 65%
[5]
。当地的人民对稳定

生活的向往和神佛的崇拜直接促成了德化当地神佛

造像瓷塑产业的兴盛，而这也促进泉州获得“泉南佛

国“的称号。当地的工匠们将这些神佛形象用素朴的

陶瓷材料和手法，结合当地审美趋势创作出独特的陶

瓷雕塑作品。这就是德化白瓷的一大特点。 

德化当地盛产高岭土，这种泥料中铁的含量极

地，再加上釉料中的釉灰含量也非常低，所以德化瓷

塑作品呈现出一种莹润亮泽的质感。德化当地的泥料

是制作高品质白瓷作品的最优原料，但制作的成型工

艺和烧制工艺要求更加严格。经过德化的窑工们的不

断尝试和研究实践，终于制作出了一款高质量的瓷

器。这种瓷器被称为“猪油白”瓷，被法国人称为“中

国白”，德化也因此被称为“白瓷之都”。国人尚玉，

而“猪油白”瓷胎体细腻，釉料纯净，烧制出的成品

温润似玉，白润如脂，胎釉混为一体，莹厚明亮，恰

好符合国人的审美，蓝浦曾在《景德镇陶录》中写到：

“颇滋润，但体极厚，间有薄者，惟佛像殊佳。”就

表达了对德化佛造像白瓷的高度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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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何朝宗 德化瓷塑作品 

德化当地泥料和釉料的独特再加上工匠们的潜

心研究让德化白瓷获得了大众的肯定。后来何朝宗结

合各家特色，在掌握了瓷塑的技法后融入了石刻，木

雕，泥塑的技法，创新研发了“捏，雕，镂，贴，接，

推，修”瓷塑技法八艺。最出名的作品有《渡江达摩》

《渡海观音》等，除了何朝宗大师，还有林寿宗，林

希宗，张寿山等均是瓷塑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都极

具艺术风韵，将德化瓷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何朝

宗大师的作品相较之前的主要两点独到之处：首先是

形体上注重五官的刻画，由表及里，根据每个人物不

同的性格特征进行构思，着重细节的塑造，生动细腻，

形神兼备；第二是在衣服纹理的处理上，着重线条的

运用，在顾及衣纹变化的小细节的同时，把握整体线

条的流畅感和表现力，用刀干净利落，颇有“吴带当

风”之美感。何朝宗的瓷塑作品让德化瓷塑受到了广

泛肯定，同时德化瓷塑也让何朝宗名震中外。 

4.石湾陶塑的审美特性分析 

石湾当地陶塑作品有两类，第一类是瓦脊公仔，

另一类是石湾公仔，据调查，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但也有学者认为石湾公仔就是瓦脊公仔从房梁上

“走”下来的[6]。广州部分的庙宇，祠堂中还保留

有清末创作的瓦脊公仔。与德化瓷塑题材的“高雅”

不同，石湾陶塑的题材更加“世俗化“。从历史上看，

石湾窑属于民窑，再加上距离首都较远，受到官府的

限制和影响较少，所以石湾窑出土的陶瓷主要是满足

外销和当地民众们日常生活两点需求，更加贴近市

场，同时受广东地区其他艺术形式比如剪纸，粤剧，

版画等的影响，石湾陶塑的题材颇为丰富，大多与宗

教信仰，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常生活，坊间故事

等相关，其中石湾陶塑的人物创作与粤剧的形象密切

相关。因此石湾陶塑通常能够直接反应出民众的审

美，社会思潮，生活情趣和历史风尚。 

 

图 4  潘玉书 石湾陶塑作品 

石湾地区生产的陶泥相较德化瓷泥呈色更深，质

感更粗糙，因为其中所含的泥沙杂质较多，当地的工

匠们通常还会根据人物陶塑不同的烧成温度和呈色，

将多种泥料和细沙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起来使用。正

因为此，工匠们使用的泥料的韧性极高，可塑性极强，

烧制也相对更加容易，非常适合进行陶瓷雕塑的塑

造。值得一提的是，黄炳将中国绘画技巧融入陶瓷雕

塑中，创新研发了“胎毛技法”。所塑作品，尤其动

物雕塑，比如猫、鸭、牛等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生动自然。除了黄炳大师，还有擅塑瓦脊人物的陈祖、

擅塑山公人物的刘辉胜、擅塑动物的廖荣和霍津、潘

玉书、陈渭岩、廖坚等陶塑大师都有出色的成就。除

此之外，石湾陶塑使用的釉料较厚重，大部分人物陶

塑采取的都是局部施釉，人物面部和手脚等露出来的

部分不施釉，这样一是可以保留面部和其他部位刻画

的细节，二是施釉的衣物与未着釉的面部形成对比，

体现皮肤和布料不同的质感，正因为此，石湾陶塑作

品不管人物还是动物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具有古朴随

意，粗中有细，动中有静的韵味。造型上着重突出传

神，肢体的协调性，动态的生动性，躯干比例的合理

性较德化瓷塑更为突出，工匠们将写实和夸张相结

合，使得陶塑作品独具匠心，趣味盎然，别具一格，

真正具备了“千人千面”的独特魅力。 

5.两地的比较——以达摩造像为例 

德化瓷塑和石湾陶塑不约而同在明清时期达到

了一个巅峰，但由于材料，烧制温度，塑造手法等的

不同，所呈现的艺术效果也截然不同，可以说一个阳

春白雪，一个粗旷直率，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

风格。接下来笔者将会以达摩造像为例从造型，工艺

两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以便更好的感受德化瓷塑与

石湾陶塑不同的审美特性。所选取的两件作品分别是

何朝宗的《达摩》和潘柏林的《达摩》。 

首先从造型上看，德化的达摩坐像瓷塑整个头部

看起来较为圆润整体，眉毛经过了艺术处理，注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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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整体的艺术美感，垂眼，微颔首，沉思状。鼻梁起

伏较缓，嘴角处和下巴处均有少量短须，双耳自然下

垂及肩。整个面部表情严肃，嘴角轻抿，露出威武之

气。相比较之下，石湾达摩坐像陶塑更加注重块面和

线条的整合，采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眉毛的处理更

加零散，注重突出眉弓所在，鼻子笔直高挺，垂眼沉

思。下颌处和嘴巴周围都有较为浓密的长须。披肩的

头发和蓬松的胡子更加凸显人物造型的粗旷淳朴。两

者均是颔首沉思状，但由于材料和手法的差异，给我

们呈现了不同的感受。德化达摩瓷塑身材伟岸，气度

轩昂，注重面部威严感的刻画，面部结构比例严谨，

尤其须发的处理根据使用的材料特性因地制宜，有节

制地表现使得整个面部更加温润。而德化达摩陶塑注

重线条和块面的表达，对人物面部形体做出了大胆的

夸张，更加强调清癯的苦行僧气质，注重体现人物的

敦厚，豪迈。 

对于衣物纹理处理，德化达摩瓷塑表现得非常逼

真，通过衣褶的处理能够看出何朝宗大师对人物比例

造型的把握之游刃有余，充分体现出达摩身躯的伟

岸，腰背雄健。同时结合德化当地“猪油白”瓷泥，

将衣服纹理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石湾达摩陶塑对于

衣服纹理褶皱处理更加豪放，只在关键部分进行了较

为详细的褶皱塑造，而其余地方则更加随性，充分体

现出作者对于衣褶造型处理的收放自如。相较于德化

达摩瓷塑的伟岸身躯，石湾达摩陶塑的身躯更显消

瘦，肩膀微微耸起，整个躯干向内收，单但单看躯干

并非十分舒服的姿势，但整体看却非常自然流畅，从

中透出无限的禅意。对比德化达摩陶塑和石湾达摩瓷

塑的衣服纹理，两者均充分运用材料的特性，通过不

同的理解，前者衣物纹理柔软逼真，后者衣物纹理结

合一定的肌理，给观者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妙趣横

生的感官刺激。 

在釉料的处理上，两地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德化

达摩瓷塑采用的是通体上釉，且釉料为同一种，釉料

的颜色也较浅，更加注重体现泥料的温润感。而石湾

达摩陶塑直观来看颜色更加丰富，明度更低。通常石

湾达摩陶塑采用的是部分上釉的方式，脸部和身体其

他躯干不上釉，保留陶土本身的红褐色来体现皮肤的

质感，衣服或者其他道具会上釉，同时根据不同人物

的性格特征，所选择的釉料颜色也大不相同。 

  

图 5  何朝宗 《达摩》 图 6  潘柏林 《达摩》   

虽说两件作品的材料，技法，工艺，艺术风格都

不尽相同，德化瓷塑的瓷色，瓷质上乘，作品表现出

温润如玉、器宇轩昂的独特艺术魅力，石湾陶塑的工

艺，技法考究，作品表现出古朴豪放、情趣横生的独

特艺术魅力。但两件作品的深层含义都在体现“静”

的禅意，两尊达摩坐像面部均是闭眼微颔首沉思状，

双腿交错盘叠，衣物自然下垂、形态自然、面色平静、

身躯放松，营造了一种万籁俱静，物我两空的氛围，

恰好就如同达摩尊者九年打坐的情景，从这种“静”

中流露出了无限的禅意。 

6.结论 

德化瓷塑和石湾陶塑是当代中国陶瓷雕塑艺术

成就最高的工艺美术产区，是中国陶瓷雕塑的典型代

表，我们不难发现，两地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成就与自

身的特点和条件息息相关。当地独特的陶瓷雕塑风

格，考究的塑造手法，别致的装饰技术是当地工匠们

经过数百年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的，对于现代陶瓷雕

塑艺术依然有很多可供借鉴的意义和价值。现如今强

调跨界融合交流，在进行陶瓷雕塑创作的时候，应该

考虑到陶塑和瓷塑不同的审美特性，选择合适的材料

充分表达作品的艺术美感，创作出更多具有鲜明时代

印记的优秀作品。从而促进传统陶瓷雕塑与当下艺术

浪潮的融合、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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