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物

2009 年第 1 期

转变期青花瓷器的风格突变与繁荣

转变期青花瓷器的风格突变与繁荣
黄

静 （广东省博物馆）

摘要：明末清初 （十七世纪），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使景德镇青花
瓷器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无论器物造型、纹饰
内容及其绘画风格、青花料的运用等方面，都显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因此，古陶瓷学界把
这一阶段称为“转变期”。本文通过对此期青花瓷器造型、工艺、纹饰等方面特点的分析、
总结，进一步对转变期青花瓷器的审美思想和繁荣的社会根源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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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最早生产青花瓷器的国度。目前发现
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巩县窑的产品；成熟的
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以景德镇窑最具代表；明
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
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
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
花等品种。在明末清初，也就是万历末期至清康
熙早期的一个世纪里 （１７ 世纪），由于社会、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使景德镇青花瓷器进
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这
一时期的青花瓷器，无论器物造型、纹饰内容及
其绘画风格、青花料的运用等方面，都显现出独
特的时代特征。因此，古陶瓷学界把这一阶段称
为“转变期”。在广东省博物馆的数万件陶瓷藏
品中，属于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数量不少。这里
谨以精选的几件藏品为例，探讨明末清初景德镇
青花瓷器的艺术特色、美学思想，以及行业的发
展动因。
一、转变期青花瓷器的特点
１、出现了一批独具时代特点的器形
此时的青花器由于内外销的需要，产量很
大。产品仍以日用器为主，宗教用器、陈设器次
之。器物造型方面，有些器物表现出显著的时代
特征。如炉以钵式炉为主，侈口、束颈、圆腹、
高圈足，有别于元至明早期的双耳三足炉、明中
期的直身三足炉 （图版叁．１、２）；盘的口沿为敛
口、圆唇，盘腹弧线丰满圆润，大盘的口径多在
３０—４０ 多厘米，底足一般为双圈足釉底 （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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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３、４、５）；罐一般为直口、长圆腹、浅圈足，
小罐因形状象莲子而称莲子罐 （图版叁．６、７）；
瓶以象腿瓶最具时代特色，为侈口、短束颈、长
直身向下轻微内收、平底，因形状似大象的腿而
得名，康熙时又称一统瓶，取“江山一统”之意
（图版肆．１）；觚为仿古青铜器的器形，此时广为
流行。青铜觚为酒器，而瓷觚用于插花或摆设，
故又称花觚。明末的花觚为撇口、长直身、平
底。明末至清初的与前述同，但中间腰部往往稍
稍突起一段 （图版肆．２）。清康熙早期至中期，
逐步发展为大撇口、长颈、圆鼓腹、胫外撇、双
层台底，这类觚又称凤尾尊，至康熙中期以后基
本定型 （图版肆．３）。笔筒多为喇叭口、束腰、
二层台平砂广底的束腰形 （图版肆．４）。
钵式炉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器型之一。如图版
叁．２ 的青花花鸟纹炉，年代为清顺治，高 １４．８、
口径 ２２、底径 １３．５ 厘米。器物为侈口鼓腹，胎
体厚重，足根外墙削釉一圈，平砂底较细滑。釉
白中闪青，青花青翠浓艳。口沿下以一圈蕉叶纹
为辅助纹饰，蕉叶大小相间，大蕉叶中梗留白。
主题纹饰在腹部，以洞石、牡丹、松竹梅、蜜
蜂、鸳鸯等组成。画面分两大部分：一面画有山
石、鸳鸯、竹、牡丹。另一面画有洞石、牡丹、
松竹梅和蜜蜂等。其中一处牡丹画为双犄；竹叶
画成“个”字状。
喇叭口束腰形笔筒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康
熙中期以后基本定型为直筒形。如图版肆．４ 这件
青花猫蝶 （耄耋） 图 笔筒，高 ２０．５、口径 １４、
底径 １０．５ 厘米，年代为明崇祯。该器物喇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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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腰、二层台平砂广底。口沿下暗刻花一圈。主
题纹饰在上部，绘太湖石、玉兰花、兰草、猫、
蝶等。中腰部以暗刻线和暗刻带状花纹分隔，绘
唐草纹一周。足沿绘变形如意云纹一圈，云朵留
白边。云纹下有双暗刻线。猫作蹲状，双目炯
炯。身体以浓、淡青花绘出花色毛。白釉闪青，
青花翠蓝。该图取耄耋长寿之意。
另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器型是这一时期特有
的，如图版肆．５ 的青花花鸟纹摇玲杯，年代为清
顺治，高 １６、口径 ９．８、底径 ５．７ 厘米。器物为
酱釉口，釉白中泛青，青花发色青翠。胎体较
厚，高圈足内有窑裂。足根外墙削釉一圈，露胎
处见淡淡的火石红，旋痕明显。主题纹饰在杯的
身体部分：画有洞石、兰草、菊花、小鸟、太阳
等。在一枝斜出的梅枝上栖息着对视的两只鸟。
另有两只鸟在空中飞翔，并抬头看着天上的太
阳。在杯足部分还有一圈向下的蕉叶纹作为辅助
纹饰，蕉叶大小相间，大叶的中梗留白。这种纹
饰和器型都是明末清初时较常见的。整个画面布
局疏朗，画法由一笔点画、渲染平涂及皴法相结
合。笔划细腻、随意而不失潇洒。又如图版肆．６
的号筒尊——
—青花洗口双兽耳龙纹瓶，年代为清
顺治，高 ４５、口径 １０．７、底径 １５ 厘米。这种器
型为顺治时期特有，仅见青花品种，因极象西藏
喇嘛教所用的号筒，故又称为“号筒尊”。亦为
佛前供器。该器胎体厚重，釉白中闪青，青花翠
蓝浓艳但有晕散现象。洗口呈墩式碗状，颈部饰
双兽耳，长颈上窄下粗，溜肩长腹，下部外撇，
平砂广底。口沿下画倒垂莲瓣纹，颈部画朵云纹
和江崖海水，腹部画海水云气龙纹。云纹留白
边，龙矫健凶猛，麟片大而留白边。画面以渲染
平涂画法为主，笔画随意有力，画面较丰满。
２、青花料的使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１７ 世纪的景德镇青花瓷器，所使用的青料
有回青、石子青、浙料等。其中回青是进口料，
数量较少，嘉靖、隆庆官窑器用得较多，至 １７
世纪时已极少用。此时的民用粗器多用石子青，
精品则用产于浙江的浙料。由于钴料的洗炼由水
锻改为火炼，浙料发色青翠、幽蓝、淡雅、亮
丽。从万历晚期开始，青花绘画开始流行勾勒渲
染的画法，即先画双勾线，再分水晕散，使画面
达到两个色阶以上，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和感染
力。从崇祯、顺治至康熙早期，绘山石逐步引用
了中国水墨画的皴法，使山景显现出远近高低各
不同的立体效果。这种分水的画法和皴法在康熙
中期时达到了顶峰，渲染出多个色阶层次，被称
为“青花五彩” （指青花色阶丰富，而不是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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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加彩） （图版肆．３）。
图版肆．７ 这件青花博古纹炉，其型制、胎
釉、尺寸、年代等与图六的花鸟纹炉相近，只是
纹饰不同。从其花瓣、叶子、花盆等部位，我们
可以看到，青花的深浅色阶已很明显。另外几件
崇祯的器物，如罗汉图炉、人物纹象腿瓶、人物
纹莲子罐、猫蝶图笔筒等，都可看出对青花色阶
的运用。
３、纹饰中大量出现了人物图案
人物形象是我国绘画最早出现的题材，同时
也是瓷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我国瓷器中描绘人
物形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三国东吴末年。
１９８３ 年出土于南京东吴末年墓葬的青釉釉下彩
绘盘口盖壶，腹部绘有 ２１ 个持节羽人，彩绘颜
料为氧化铁 ［１］。唐代长沙窑发展了这一彩绘技
术，以氧化铁、氧化铜为色料，烧制出釉下绿
彩、褐彩等彩绘瓷，纹饰题材除山水、花鸟、诗
文外，人物题材也占了相当的份量［２］。宋元时期
磁州窑以白地黑彩彩绘瓷闻名海内外，仍以氧化
铁为色料，人物纹饰题材较前朝广泛，有婴戏、
杂耍、马戏、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等［３］。
元代青花瓷器上以人物为纹饰的也有不少，
题材以历史人物、戏剧故事、四爱图等为主，如
西厢记、携琴访友、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子下
山等等。
但到了明初，以人物为装饰题材的青花瓷器
骤减，笔者认为这与明初在思想领域实行的高压
政策有密切关系。天顺时人物纹饰又开始少量出
现；成化至嘉靖时逐步增多；题材以高士、婴戏
为主。到明末清初，除了传统的吉祥图案、宗教
图案以外，人物纹饰大量涌现，题材广泛，有戏
剧故事、历史人物、神话故事等。明中期至晚期
的青花瓷器人物画法，以写意笔法为主，简单勾
勒，不注重细节，着重突出人物超然物外、飘逸
洒脱的气质。明末清初时的画法，笔触细腻，人
物个性鲜明，深受当时绘画名家陈洪绶的影响。
如图版肆．１ 这件青花人物纹象腿瓶，年代为
明崇 祯 ， 高 ４３．６、 口 径 １３．５、 底 径 １３．４ 厘 米 。
该器物长直身、束颈、平砂广底，足跟外墙削釉
一圈。白釉闪青，青花青翠。口沿下绘倒垂蕉叶
纹一圈，蕉叶中梗留白。肩部和足沿分别为带状
暗刻花纹一周。瓶身布满主题纹饰：画面由院
墙、山石、树木、秋草、芭蕉、江水、括号云、
太阳、人物等组成。人物共画有四男四女。在院
门口，女主角身后站立两名手捧嫁妆的婢女；而
面前跪着一名婢女和一名男仆；芭蕉树下立着三
名兵丁正在守车等候。女主角和跪地婢女、男仆

四川文物

2009 年第 1 期

的衣裙以青花绘出碎花。画面内容反映的应是某
将军或官员迎娶美人的情节，但故事出处不详。
４、纹饰绘画广泛受到中国画、版画和西洋
画的影响
元明以来小说和戏剧的发展，带动了版画业
的繁荣。当时青花瓷器上的人物纹饰图案，许多
都是直接从版画插图移植或模仿而来。而明中期
以来西洋绘画的逐渐传入，其写实和透视的艺术
手法也逐渐对中国画产生了影响，从而也间接地
影响到明末清初青花瓷器的绘画。
此外，此时的青花瓷器已完全淡化了边饰，
只突出主题画面。明中期以前的青花瓷边饰或为
带状的如意云纹、卷草纹、回字纹、织锦纹等，
或为弦纹。而明末至清初这个阶段，青花瓷器的
边饰淡化为不上彩的、较窄带状的暗刻花纹；或
缩小变形的蕉叶纹、折枝花纹等。主题纹饰部
分，俨然就是一幅完整的山水人物画或花鸟画。
如清顺治的一件青花山水人物纹罐 （图版
叁．７），所展现的主题纹饰，就是一幅完整的山
水画。该器物高 ２３、口径 ８．８、底径 １１ 厘米。
器型像莲子罐，但下部收窄更明显。釉底无款，
内外足根处削釉一圈。胎体厚重。釉白中闪青并
稍有发灰，青花翠蓝。纹饰由三部分组成：第
一、二层是颈部和肩部，为带状辅助花纹，分别
画的是线描竹叶和山石花卉；第三部分为腹部，
所画主题纹饰由山水、树木、农舍、江上小篷船
及船翁等构成。画法为线描、点划、渲染为主，
不见皴法，树木的画法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点。
５、纹饰开始出现了诗书画结合的做法
在瓷器上以诗文作装饰，始于唐代长沙窑。
其部分产品书写打油诗为纹饰，内容以相思、祈
福、劝人为善、警句等为主。饰以诗文的瓷器，
一般并不与图画相结合。到了明末清初，景德镇
青花瓷器开启了诗书画相结合的先河。其一表现
在树叶 （玉兰） 题诗小盘上，一般在盘心左侧绘
一片叶子或一朵玉兰，右侧书“梧桐一落叶，天
下尽知秋”一类的诗句。其二表现在部分盘、罐
的画面以古诗或唐诗内容入画，画面内容多为楼
阁人物、山水人物等。诗文字体为隶书，这是时
代特征之一。个别的还模仿绘画的作法，在诗文
下面题写落款，一般为青花方形印章款，书“景
竹”或“景竹居”。
图版叁．６ 这件青花人物纹莲子罐，年代为明
崇祯，高 １６．２、口径 ８．２、底径 ６．８ 厘米。该器
物长身、直口，状似莲子，故称，圈足釉底。足
跟外墙削釉一圈。青花青翠，白釉稍泛青，但匀
净莹润。口沿下为暗刻带状花纹一圈。主题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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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山水人物图。山体初见皴法；江水类似同期括
号云的画法。树木、草地为典型的明末清初画
法。内容反映的是一位赶考的书生，书童携行李
跟随，与书生对面的渔夫手指对岸的太阳。画面
空白处题写诗句：“欲问浣纱西子舍，隔河深处
是他家”。意寓指日高升，亦暗寓“书中自有颜
如玉”。
图版叁．４ 这件青花玉兰纹盘，年代为清顺
治，高 ４．８、口径 ２０．５、底径 ８．２ 厘米。该器物
为酱釉口。胎体较轻薄，完全没有大器那种厚重
感。圈足、釉底，底足有粘砂和缩釉现象，露胎
处见火石红。釉白中闪青，并略略泛灰。青花发
色青蓝浓艳。在盘子中央绘一片叶子和一枝斜出
的玉兰花，叶梗和花瓣留白，以勾勒平涂画法为
主。画面留白处书两行诗句：“一叶得秋意，新
春再芳菲。”此类小盘为顺治时常见器物。
６、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
物甚少
明万历四十八年 （１６２０ 年），景德镇御窑厂
停止了生产，至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 年） 才得以
恢复。在此期间，由于官府限制的松懈，以及窑
工和原料都大量流入民间，导致了民窑生产的空
前活跃。民窑器的制作无论是质量或是数量，都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官窑器虽然也有少量生
产，但落官款的器物甚少。因而此时无款官窑器
与民窑精品是很难区分的。
图版叁．１ 的青花罗汉纹炉 （明崇祯），最为
难得的是有崇祯年款。该器物高 ６．５、口径 １０．３、
底径 ８．５ 厘米。直口、平沿、鼓腹、圈足。口沿
下部暗刻带状勾连菊花纹一圈。腹下部至圈足处
暗刻带状水波纹一圈。腹部为主题纹饰，绘罗
汉、山石、太阳。外底中部书双直行楷书款“大
明崇祯年制”。足跟外墙削釉一刀，底足有粘砂。
白釉稍泛青；青花发色明丽而淡雅。纹饰以突出
主题为主，淡化了辅助边饰。
图版叁．３ 的青花麒麟纹大盘 （清顺治），高
８．３、口径 ３６ 厘米、底径 １８．２ 厘米。器物为酱釉
口，底足粘砂较严重，底多见缩釉点。底书青花
双圈“玉堂佳器”款，双圈双线紧靠，圈围很
大。胎体厚重，釉白中闪青，青花略偏灰蓝。盘
内为主体纹饰，画有麒麟、芭蕉、山石、云气
纹、小草、太阳等。麒麟作后肢蹲状、右前蹄抬
起，回顾张口瞪目，气势凶猛，面目狰狞，富于
动感。其身上纹饰与同时期龙纹鳞片的画法一
致。画法以渲染平涂为主，稍见青花深浅变化。
款的写法明末遗风较重。是一件难得的民窑精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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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肆．２ 的青 花麒 麟 纹 觚 （清 顺 治）， 高
４０、口径 １９、底径 １２ 厘米 。器型为侈口 、直
腹、下部渐渐外撇，平砂底。中腰部以暗刻线分
隔。胎体厚重，釉白中闪青，青花青蓝浓艳。酱
釉口。纹饰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部绘洞
石、芭蕉、麒麟、远山、太阳等；中腰部绘洞
石、兰花；下部绘大小芭蕉叶，大叶中梗留白。
画法以渲染平涂为主，未见皴法。麒麟生动、狰
狞，画法与状态均与上述麒麟大盘相似。
图版叁．５ 的青花佛手瓜纹大盘 （清顺治），
高 ６．８、口径 ３４、底径 １７ 厘米。器物口沿无釉，
双圈足，釉底，底足有粘砂现象。胎体厚重致
密，露胎处见糯米状。釉白中闪青，青花青蓝。
纹饰布局较密、较满。盘内画主体纹饰，分别由
三只佛手瓜、三只石榴组成，寓多子多福之意。
盘的外壁由三组长条状的花果纹装饰。画法完全
是渲染平涂。纹饰风格与康熙素三彩三多盘的相
似。
图版肆．８ 的青花缠枝花纹碗 （清顺治），高
６、口径 １１．７ 厘米。这是一件“委托款”器物，
这种做法在此期较常见。酱釉口、圈足釉底。底
足粘砂严重，有明显的跳刀痕。胎体轻薄。釉白
中闪青，但很细润。青花偏蓝。纹饰内外皆有。
内外口沿和外足墙皆绘青花双线。碗外壁绘缠枝
花卉；碗内心以双线内框折枝花卉。画法为渲染
平涂，笔调随意。底署双方框“大明成化年制”
款。
二、转变期青花瓷器的审美思想探源
１７ 世纪 ￣ 明万历末期至清康熙早期的这一
个世纪里，无论在中国或世界范围，都是一个风
云变幻的年代。在西方，经历了 １４ 至 １６ 世纪的
文艺复兴运动，使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在这
个时期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海外扩张也进入了
高潮期，开启了东西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真
正接触。在中国，除了经历明清政权的更迭以
外，还出现了源于明中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
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上层建筑方面的一系
列变化。受这些变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景德镇
瓷器，一方面在技术上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另一
方面，彩绘瓷在绘画题材和绘画风格等方面都有
了明显的创新。此期的景德镇瓷器，不仅在数量
上有了惊人的发展，而且在工艺、艺术方面，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显现出了独特的魅
力。
明末至清初，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
时期。此时在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一股类似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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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艺复兴的复古思潮，人们试图从儒家及程朱
理学以外的传统，即在老庄和佛教玄学的基础上
寻找灵感，重建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有西方
学者称这一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
期”［４］。此期的哲学思想主潮是反对封建纲常对
人性的抹杀，主张个性解放。这种哲学思潮波及
到美学领域，促成了重个性、独创，重主体情感
自由抒发的美学思想的形成和流行。晚明大思想
家李贽 （１５２７￣１６０２ 年） 强调艺术创作必须源于
真情、源于真实的审美情感体验，他指出：“夫
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最初一念之本心
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若失却真心，便
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５］。“文
非感时发已，或出自家经画康济，千古难易者，
［６］
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
。他所提倡的真心说、
真情说，可以说是明末美学思潮的代表。而明末
的这种个性解放思潮，是入世的、积极的，它因
资本主义萌芽而导致的城市工商业发展、市民阶
层崛起而带有强烈的世俗性和消遣性。这与魏晋
时期玄学所追求的逍遥物外、放浪形骸有着天渊
之别，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因此，这个时期的
戏剧、小说、绘画、版画等艺术门类空前繁荣。
此期青花瓷器在绘画题材上，大量出现的富于个
性和真情流露的戏剧故事、小说人物或日常生活
场景，正是这种局面的体现。
明末清初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绘画，一方面是
受到同时期版画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从西洋
绘画中吸取了营养。中国版画最早见于唐代，当
时的内容主要是佛经插图。宋代因印刷术的改革
和出版业的兴旺，版画艺术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一
个高峰。元代戏曲、小说、话本的大量出现，使
版画艺术得以全面发展。到了明末清初，版画已
发展成为内容丰富、技艺成熟的艺术门类。当时
的版画制作、集散中心有徽州、金陵、建安、杭
州、北京等。除了北京以外，其它几处都离景德
镇较近，景德镇瓷绘艺术受其影响可以说是得地
理之便。
西洋绘画的最早传入，是在明万历年间，始
于欧洲传教士带入的宗教画。目前有资料证实的
第一批由西方传教士带入的西洋画，是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 年） 和万历十一年 （１５８３ 年） 由意大利传
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兴建教堂，并在
其内所悬挂的天主像和圣母像油画［７］。随着这种
以宗教活动为载体的美术传播活动的日益增多，
西洋绘画中的写实手法、注重远近明暗关系的技
法，也逐渐出现在明末清初的中国文人画和景德
镇彩绘瓷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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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变期青花瓷器繁荣的社会根源
在明末清初的经济领域，由于资本主义因素
的发展、官窑制度的改革、海内外市场的进一步
开放等原因，刺激了此期景德镇瓷业的迅猛发展。
明清官窑制度的改革始于明嘉靖年间，但在
明末时的改革并不彻底。明代御器厂属工部营缮
所管辖，每年通过工部派发的瓷器烧造额定任
务，称为“部限”；此外，因宫廷需要而临时加
派的烧造任务，称“钦限”。明后期官窑的“官
搭民烧”改革，其实仅限于“钦限”部分，“部
限”瓷仍由御器厂烧造。当时的“官搭民烧”主
要有三种形式：分派烧造、包作包烧和散搭民窑
烧。无论何种形式，都是一种封建义务，因而具
有强制性。其中前一种形式属于派役，强制性最
强；后两种形式虽然以件偿银，但所得甚少。据
《江西大志》 载：“部限瓷器不预散窑。钦限瓷
器，宦官每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
之。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之，不能办，则官方
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８］。但尽管
“民窑所以困”，“官搭民烧”制度还是极大地推
动了民窑的发展，使民窑因工匠和原料的流入而
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烧造质量和产量。明中期以
前的官窑实行匠役制，这是一种封建制度下的强
制劳动，工匠根本无积极性可言。嘉靖以后开始
部分地改匠役制为雇募制。直到清初，顺治二年
清廷下令废除匠籍，匠银摊入地丁，御窑厂的工
匠才逐步改为雇用 （至雍正时才全部完成）。因
而此时的景德镇窑业，由于大部分工匠从匠役制
中解放出来，使过去的家庭式作坊逐步发展为分
工细致、每人负责一个专行、流水作业完成一件
成品的手工业工场，使产量大大提高。出现这种
制度上的改革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并非偶然的，其
根本原因在于：一是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萌芽提供了变革的可能性和空间；二是海内
外市场的需求迫使这种变革才能适应；三是匠役
制的局限和弊端日显严重，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
明末清初也是陶瓷内外销空前繁荣的时期。
在此期间，民间对外贸易远远超过了官方朝贡贸
易的规模，成为外销的主流。随着海外市场的开
放，陶瓷输出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贸易。而此时
除了龙泉窑、德化窑等少数窑口仍在生产并出口
以外，景德镇以其瓷器产品的质量好、数量多而
占据了瓷器出口的主要份额。景德镇瓷器成为当
时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最受欢迎的手工艺品
之一。荷兰从 １７ 世纪开始取代葡萄牙，垄断了欧
洲国家和中国瓷器的贸易。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

转变期青花瓷器的风格突变与繁荣

印度公司往来的信件统计，估计从明万历三十年
（１６０２ 年） 至清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 年） 的 ８０ 年
中，有 １０１０ 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从广州运载
到荷兰和世界各地［９］。国内市场也因商路的开通
而进一步扩大。明末景德镇瓷器主要靠水运，主
要有两路：一路是从昌江到鄱阳湖、进赣江至大
庾岭，与明初开通的大庾山道相接，再顺北江至
广州，转至港口输出；另一路是自昌江入鄱阳湖，
到九江转入长江到达长江中下游各城市，或再接
其它水系进入北方地区。据古籍记载，当时“景
德镇民以陶为业，弹丸之地，商贾货船和远涉之
徒皆聚于其中……”“从燕、云至交趾，东到海
边，西至蜀地，所到之处，皆有商贾取景德镇瓷
而赢利”［１０］。而经营景德镇瓷器买卖的，主要有
徽商、晋商、粤商、苏商、闽商等，其中徽商的
势力和影响最大［１１］。此时的景德镇已形成“利通
十数省，四方商贾、贩瓷器者萃集于斯”［１２］的局
面，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产瓷中心。海内外市场的
需求，直接刺激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
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转型
期。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外来文化艺术的冲
击，动摇了中国传统文人意识的主流地位。商品
生产和市场价值的制约，也左右了人们的审美价
值取向。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世俗化、市民
化、个性化的审美思想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广泛认
同。此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不断地吸纳新的营养、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在折射出时代巨变的同时，也显现出继往开来的
魅力和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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