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青瓷之美
——滨州出土早期青瓷器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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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早在欧
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
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中
世纪的欧洲贵族更是以能拥有一件
中国瓷器而自豪。久而久之，瓷器
在西方与中国成为一个对等的关
系，瓷器的英文名称“china”也成为
中国的代名词。

中国早到商代，便已创烧成功
原始青瓷，并成为贵族阶层争相使
用的奢侈品。当时原始青瓷的数量
极其稀少，滨州境内只是在丁公遗
址商周地层中发现几件原始青瓷
片，在侯家遗址贵族墓中发现一件
原始青瓷罍，青瓷器的地位在当时
丝毫不亚于青铜器。

东汉晚期，瓷器的生产已经十
分成熟。但秦汉隋唐时期，瓷器的
使用依然是极少数贵族阶层的专
利。当时瓷器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南
方，北方由于战乱一直到北魏迁都
洛阳之前，一直处于停烧状态。近
几年，在山东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窑
址陆续有所发现，大多集中于淄博、
枣庄、泰安一带，这与其便利的瓷土
资源有相当大的关系。优质的瓷土
又往往伴随煤矿的存在而存在。这
几个地方也是省内著名的煤矿所在
地。滨州及周边地区由于受瓷土资
源的限制，一直没有发现成规模的
隋唐或之前的瓷窑窑址。直到
1988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文
物工作者在无棣县棣丰街道韩家村
北发现一处隋唐时期的古窑址，将
其命名为韩家窑遗址。

韩家窑遗址的发现

韩家窑遗址位于无棣县棣丰街
道韩家村北1500米处，205国道北
侧。经考古调查，遗址东西长约
25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
为500万平方米。文化层距地表1
米左右，土色部分呈灰黑色，有的伴
有红烧土块。

1988年秋，韩家村砖窑取土时
发现一古井，出土石夯、石磨、红陶
残片、绳纹灰陶残片、黑陶残片、白
陶鱼形彩绘盘。更为重要的是，在
古井东北1公里处又发现了一处隋
代古窑址，虽因砖石取土遭到较为
严重破坏，但大体还能看出窑址呈
椭圆形，长约8米，最宽处约5米。
残窑西端仅存有一半圆形窑底面，

似为火膛部分，烧结严重。在窑底
中部残存有中心柱的痕迹。窑址四
周散落着较多的红烧土块。在遗址
调查采集的遗物中，主要有钵、碗、
高足盘等青瓷器。无棣县博物馆现
存一件该址采集的青釉碗。碗高7
厘米，施半釉，釉色青中泛黄，且脱
釉严重。碗底为饼形足，足四周斜
削，外底心内凹。

2017年，考古人员在东营市广
饶县乐安街道牛家村南亦发现8座
隋唐或隋唐之前的窑址。当时，为
配合山东尚能实业有限公司厂区扩
建工程建设，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
中心、日照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山
东大学联合对工程占地进行发掘，
在发掘区南部发现北朝至隋唐时期
的窑址8座，同时还发掘少量北朝
至隋唐的青釉碗、盆、瓮等青瓷残
片，证明此处是北朝至隋唐时期以
窑址为中心的人类活动地点。其窑
址结构与无棣县韩家村发掘的古窑
址基本相同。由于韩家古窑址破坏
严重，且未发现窑具等更多可以证
明此处为烧制青瓷器窑址的证据，
所以暂时还不能确定其为烧制瓷器
的窑址。

除无棣韩家窑遗址出土部分隋
唐时期青瓷外，无棣县博物馆还存
有三件隋唐时期的青瓷器。一件高
6厘米的青釉碗，与韩家窑遗址出
土瓷碗形制基本相同，只是碗的外
口沿部突出，应为口沿向外翻卷形
成，年代似为唐代早期。另有一件
青釉三系罐和一件酱釉罐，皆为隋
或唐早期瓷器。

馆藏早期青瓷赏析

另外，我市博兴、邹平、阳信、滨
城等地博物馆亦收藏有青瓷器100
余件。

博兴馆藏隋代青釉瓷器大多为
位于张官村、崇德村、赵楼村的龙华
寺遗址出土，数量较大且做工精致，
釉色莹润，是滨州境内出土青釉瓷
器最为精美者。据不完全统计，博
兴县馆藏隋或唐初的青釉瓷器共
75件，其中碗的数量最多有51件，
其中素烧瓷碗4件，除1件是公安局
移交、1件是陈户镇高家村出土外，
皆为龙华寺遗址出土；青釉罐8件，
6件龙华寺遗址出土，1件是城郊董
初村出土，1件利戴村出土；杯6件，
瓶5件，高足盘2件，钵1件，皆为龙
华寺遗址出土；另在陈户出土1件
青釉壶，园艺场出土1件青釉盂。

下面列举两件龙华寺遗址出土
的器物。隋模印贴花青釉八系罐，
1958年出土于博兴县陈户镇冯吴
村。通高32厘米，口径12.5厘米，
腹径29厘米，底径13厘米，直口方
唇，短颈，球腹，平底。肩部、腹部、

腹下部均有凹弦纹。肩部有四大、
四小共八个复式系。系之间及上腹
部贴有化生童子、舍利塔等有关佛
教内容的图案。通体施青釉，施釉
不及底，釉色晶莹，胎质较细呈灰白
色。该器物造型美观，工艺精湛，器
身贴塑佛教元素，十分罕见，弥足珍
贵。隋青釉四系瓶，1981年4月出
土于博兴县陈户镇张官村。通高
43.5厘米，口径18.5厘米，腹径35.6
厘米，底径15厘米，喇叭口，卷唇，
溜肩，鼓腹，口沿略残，通体施青釉，
釉不及底，造型美观大方。以上几
件皆为典型的北方青瓷，保存完好，
为隋代青瓷精品。

邹平市博物馆现藏隋青釉器
20件，其中青釉高足盘9件，青釉碗
4件，青釉罐3件，青釉瓶2件，青釉
蒜头瓶1件，青釉杯1件。9件高足
盘为高新街道吕家村村民捐赠，大
小基本一致，口径14－15厘米，通
高5－6厘米左右，敛口，卷唇，高圈
足。一件模印宝相花青釉罐非常独
特，该罐为原县人民委员会院内出
土，通高47.0厘米，口径25.5厘米，
腹径38.0厘米，器身遍布10余束宝
相花，每束有两两对称的花朵5对
或4对。另有一件青釉宝相花两系
罐，高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
4.0厘米，腹径8.0厘米。罐直口、鼓
腹，足外撇，两系转角处为方折形，
两系正下方的下腹部各有一枚宝相
花纹饰。隋青釉蒜头瓶，长山镇柳
寺村民董玉贵捐献。高24厘米，口
径3厘米，底径5厘米，器物挺拔修
长，通体由上到下饰五道双弦纹，因
头似蒜头，故名为蒜头瓶。

阳信馆藏隋代青瓷器12件，其
中瓶2件，罐2件，碗2件，高足盘6
件。隋青釉盘口瓶，1987年征集。
通高29.5 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
7.5 厘米，腹径 14厘米。盘口，卷
唇，细长颈，颈部三道弦纹，溜肩，鼓
腹，圆饼状底足。通体施青釉，釉不
及底，胎质为浅灰白色。另在原勃
李乡出土 1 件隋青釉盘口瓶，高
29.1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7.2厘
米，腹径15.5厘米，器型与上件征集
品基本相同。隋青釉两系罐为阳信
温店镇双庙村村民捐赠，通高16厘
米，口径5.2厘米，腹径13.5厘米，底
径6.6厘米。双系，平肩，鼓腹下垂，
饼状底足，施半釉。高足盘6件亦
为阳信温店镇双庙村村民捐赠，高
4.5厘米，口径13.7厘米，底径6.5厘
米。青釉碗2件，1件通高7.5厘米，
口径11.5厘米，底径6.5厘米，腹部
装饰圆形小碎花。其装饰与龙华寺
遗址出土的隋模印贴花青釉八系罐
腹部装饰的联珠纹围成的小圆花有
相似之处，只是更为简单，应为佛教
中的宝相文纹饰。另1件高7厘米，
口径11.6厘米。

滨城区文管所藏两件隋或北齐
晚期的青釉碗，三河湖镇中尹村出
土。一件口径12厘米，底径6厘米，
高6.6厘米，施半釉，釉有脱落。敞
口，饼形足，足根外撇，内底有三个
支钉痕。另一件口径13厘米，底径
6厘米，高8.6厘米，亦是施半釉，敞
口，饼形足。相对第1件，釉脱落相
对较少，内底有四个支钉痕，腹部较
深。滨城区文管所还馆藏2件隋代
时期的青釉两耳罐，其中一件口径
9.5厘米，底径7.2厘米，高17.5 厘
米，直口，腹部呈上大下小的筒形，
饼形足，足根外撇；另一件口径6.4
厘米，底径9.1厘米，腹径15.5厘米，
高20厘米，小口，矮颈，鼓腹，饼形
足外撇。滨城区馆藏的以上青瓷器
釉色皆青中泛黄，且部分瓷器黄度
较大。还有2件隋茶叶末釉瓷瓶，
其中一件为原滨县（今滨城区滨北
街道）南干排工地出土，口径5.5厘
米，底径6.3厘米，腹径12.6厘米，高
20厘米；另一件口径4.5厘米，宽16
厘米。滨城区馆藏一件唐青釉席纹
执壶，高22.2厘米，腹径12.7厘米，
口径7.3厘米，底径9.0厘米。大敞
口，外折唇，粗颈，丰肩，腹下收，平
底。施釉布均，整体为棕黄色，釉仅
及下腹部。颈以下通体席纹。颈上
无纹饰。壶嘴短粗，下宽上细，外有
层叠的环突。壶柄与壶嘴相对，双
系对称分布于左右。该执壶造型敦
厚协调，线条流畅硬朗，具有典型的
唐代特征。

综上所述，滨州境内出土的早
期青瓷器主要以碗、高足盘、罐、瓶、
钵、杯为主要器形。其中瓶罐类造
型多样，器型也挺拔流畅，釉色莹
润，胎质较白，不施化妆土，一些与
佛教题材相关的装饰纹样更是见证
了佛教在当时的兴盛。这是滨州境
内出土早期青瓷器中的精品。其它
碗盘杯类釉色多发黄，胎质也因白
度不足，色泽发灰，所以上釉之前施
一层白色化妆土以遮掩胎地的不
足，这类青瓷器的造型也较为单一。

由于受考古工作较少或黄河淤
积影响，滨州境内隋唐时期遗址发
现较少，这些散见于各博物馆的青
釉瓷器除博兴龙华寺遗址或个别遗
址出土外，大多是村民捐献，没有十
分确切的出土地点。所以，这批青
瓷器的使用者和来源还有待进一步
考证。但由于当时青瓷器属于十分
稀缺珍贵的品种，其使用者也应主
要集中于政府大力扶持的寺院或一
些显贵家族之中。从这一时期遗址
出土的陶瓷器数量上可以明显地反
映出一个特点：瓷器数量较少，而陶
器数量较多，且瓷器主要出土于一
些较大型的遗址或寺院遗址上，如
龙华寺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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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棣韩家遗址出土青瓷碗。

滨城区南排干沟出土茶
叶末釉盘口瓶。

龙华寺遗址出土隋模
印贴花青釉八系罐。

阳信县馆藏 1987 年征
集的隋青釉盘口瓶。

邹平市博物馆藏青
釉蒜头瓶。

《红楼梦》尽管伟大庞大一说
起来就没完，但老百姓心目中，
津津乐道的、有代表性的折子戏
也不过“宝黛初见”“黛玉葬花”

“刘姥姥进大观园”“黛玉焚稿断
痴情”那有数的几出。“宝玉挨
打”算是其中经典一出。

挨打这事的前因后果、狗撕
猫咬、铺垫高潮、有哭有笑有看
热闹不再多说，单说其中一个有
意思的细节：

得知贾政发飙要打死宝玉，
隔辈儿亲、惯起孩子来没个道理
没个底线的贾母颤巍巍地赶来，
劈头盖脸铆了贾政一通，说你当
年比宝玉还糙蛋呢，你爸也没打
死你。这不留着你也长大了也当
了官，有本事打孩子、气老娘我
了。反正越说越生气。贾政赔礼
道歉磕头作揖都白搭，只好承诺
以后不打孩子了。果然这话又说
错了，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

老太太一口啐在儿子脸上，
冷笑一声：“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
赌气的。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
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
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
你，大家干净!”说着便令人去看
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
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第
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神补刀在这句家下人“干答
应着”四个字，绘声绘色、活灵
活现，浓浓的人情世故味、轻松
搞笑感夺书而出，让人忍俊不禁。

老太太的娘家是南京世袭的
勋爵、保龄侯府——“阿房宫，
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什
么了不得的事，“逼”得贾府的定
海神针老太太扬言要回她那个煊
赫的娘家？哦，就为人家儿子打
孙子、老太太跟儿子生气？别忘
了，老太太也好、儿子也好、太
太(王夫人)也好、孙子也好，人家
都是董事会的高层、管理层，还
都是大股东。哈，让你准备车马
你就真去准备车马？套好了车再
来回一声“老太太，咱走”？再加
一句“太太、宝二爷，咱也一块
儿走”？那可真是……要是脑瓜真
的拎不清到那个程度，别说司
机、工作人员，就连办公室主
任、分管后勤的副总也不用说早
被灭了好几道了。

但当时的问题是，老领导发
话了，指令非常之明确、具体、
急切、凌厉，而且正因为是赌着
气说的，则立时在现场形成一个
强大的气场——这当儿，谁敢泄
老领导的气？谁敢不接老领导的
话茬儿败老领导的兴？谁敢灭老
领导的虎威去长一个区区贾政的
志气？

不吭气不吱声肯定混不过
去。真表态真去落实更是二百
五。轻松吗，好笑吗？设身处
地，“家下人”等真是难哪。

此情此景此态势，首先必须
得答应着。必须要一以贯之维护
好贾母与日俱隆的威望，必须要
维持住老领导即兴喷薄而出的气
场，哪怕是面子上、哪怕是临时
这一小会儿……这是前提、这是
原则，最起码是贾家的原则章
程、规矩门风、纪律条令!

但是，惹不起老领导，在职
的领导你就能惹得起吗？贾政虽
然是个书呆子，实际在朝里做的
官也不是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大、
级别也没那么高，但威慑你几个

“家下人”足矣了——但看第九
回，贾政问下人李贵，宝玉在读
什么书，咄咄逼人、气焰熏天，
吓得李贵口不择言、几乎拉稀，
就知道这个官二代不是个善茬儿。

这种场合，你能因为附和老
太太而去忽视贾政的存在、实
力、威严以及威胁吗？

那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先答
应着、快答应着、毫不迟疑口齿
清楚响当当脆生生地答应着，但
却是——“干”答应着，是不能
有表情、不能有声调、更不能有
措施、不能有下文的“答应着”，
也是当惯了下人、做久了奴才、
能充分深刻准确领会主子而且是

看上去似乎意见还不大一致的主
子“们”眼色意图的“答应着”。

不是很常见的场景吗？贾家
也好职场也罢，但凡是个有人群
有左中右上中下的场合，虎踞龙
盘在重要位置上的那些大人物有
意无意狗戴嚼子话赶话赶出来的
僵局，弄的这满桌子满盘满碗的
尴尬、狼狈、怪诞，哪回不都得
可怜的小人物买单打包?

好在悠悠万物，相生相克。
你成百炼钢，我化绕指柔；你有
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是老虎
我是猫、你是风儿我是……你的
强势你的无理、你的胡吣你的霸
道，小人物虽然位卑胆怯不敢怒
更不敢言，但是多领教几次便见
怪不怪心中有数成竹在胸。

轻轻的一个“干答应着”、弱
弱的一个“干答应着”、默契的一
个“干答应着”，如同太极神拳化
骨绵掌，瞬间躲闪强势于无形、
蔑视无理于无形、调侃胡吣与稀
释霸道于无形。这是在强权夹缝
中勉强过活顽强生存被逼出来的
无奈、狡黠、冷漠、更是凄惶！
没有可笑，只有可悲。

这种“干答应着”的职场伎
俩，不光贾府的为混口饭吃的

“9527 低等下人”们谙熟于心，
就是那些红顶大帽的军机大臣、
将军元戎，运用起来也都游刃有
余。

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
咸丰皇帝急令江南手握重兵的曾
国藩、胡林翼火速派精锐部队北
上勤王，而且指定湘军悍将鲍超
带队。曾、胡这些人，平日里忠
君保国喊得震天价响，可遇上这
皇帝被人家打得辞庙别宫“木兰
秋狝”的关键时刻，直到“鬼子
六”恭亲王跟洋人赔款议和“成
功”、联军滚蛋、咸丰死在承德、
小皇上都登了基，也没见南军一
个人影子来。看来这两位只是

“干答应着”，压根儿没行动。
当然这个“干答应着”可不

是曾、胡胆敢违抗皇命、坐视京
都沦陷——要知道，此时的大清
王朝，国祚未绝，跟40年后八国
联军来犯北京、李鸿章张之洞刘
坤一他们竟敢筹划“东南互保”
还不一样——而是他们非常清
醒：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派兵驰援
京师，根本是缓不济急、不着调
的瞎指挥，这一定是皇帝和军机
处吓破了胆、急昏了头。作战地
图上看，联军业已打下大沽过天
津卫到了京郊八里桥，朝廷认怂
服输偃旗息鼓、与洋人谈判议
和，不过分分钟的事情。更何况
曾、胡的部队不是在南方休假，
而是正在拼命镇压太平军。全力
以赴还让人家李秀成打得落花流
水，哪有可能再分兵勤王？再
说，洋人漂洋过海打到咱这儿，
图个甚？不过要银子而已。可是
太平军，那就不光要钱而且要命
了。你要是因为真听了圣旨的胡
话(如同贾母的气话)而去分兵做毫
无意义的“勤王”，误了南方的战
事，回头皇帝一翻脸，问你一个
处置失当、“是诚何心”的罪过，
更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曾国藩等人的智慧和
策略就是“干答应着”、也只能是

“干答应着”。于是滑稽的一幕上
演了：你朝廷来信催我派兵勤
王，我就慢条斯理字斟句酌给你
回信，表示勤王救驾可是大事，
不能草率，不能随便派个将军像
鲍超这样的粗人去，他也配！请
示是我老曾亲自带兵去还是胡林
翼去；你火了恼了再来信骂我不
是东西有意拖延催我赶紧出兵，
我就马上再给你回信继续表态表
忠心、说我不惜一切代价现在就
去、咱不见不散——别忘了，那
年头电报还没用上，这一来一回
耍嘴扯皮动心眼的工夫，什么紧
急的军情也早耽误了……

不出曾国藩所料，不到一个
月，新的谕旨来到，但不是急赤
白脸，而是“皆大欢喜”：与洋人
和议已成，无论是曾国藩、鲍超
还是胡林翼，都不需要来了，你
们专心对付太平军就好。

这“干答应着”就这么神奇吗？
嗯，可不！从家长里短到军国大事，
简直都离不了这四个字救急、摆
平、下台阶、和稀泥、打圆场、逗你
玩儿、化干戈为玉帛!

说红楼：“干答应着”
钱杰

搜 书 志搜 书 志搜 书 志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贾海宁 报道）1月8日，沾化区组
织召开长篇小说《枣儿香枣儿圆》和
散文集《流淌在岁月里的记忆》新书
发行座谈会。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王海峰，《大众日报》高
级编辑、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逄春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
报》记者吴文峰以及市区文联作协
领导、会员代表、区直有关单位负责
人应邀参加。

会上，《枣儿香枣儿圆》作者刘
洪鹏和《流淌在岁月里的记忆》作者
刘芳军分别介绍了新书创作出版历
程和个人体会。《枣儿香枣儿圆》是
国内首部全景式反映沾化冬枣产业
创业史的长篇小说，描绘了一个普
通的农村家庭的人情世故、恩怨交
织和时代变迁，歌颂了农民淳朴、善
良、勤劳的优秀品质。散文集《流淌

在岁月里的记忆》从多视角反映沾
化地域风情和个人生活点滴，著述
严谨，文风稳健，亲切感人。

在座谈中，省市专家充分肯定

了沾化区作家协会一年来取得的骄
人成绩。沾化“寻找美术符号·助力
乡村振兴”典型经验被省文联发文
推广，尤其是“寻找沾化文艺符号延

展黄河文化‘域’值”的典型做法三
次登上《中国艺术报》，并在《文代会
特刊》专版刊发，对外宣传推介了寻
找文艺符号典型经验，在国内文艺
界产生了强烈社会反响。

专家们勉励全区广大文学工作
者、爱好者不忘初心，发力“两创”，
走在前列，干到实处，全方位提升文
艺创作水平。要注重提炼沾化文化
现象，从小切口写出大文章，围绕冬
枣、盐文化等主题，寻找创作符号，
讲好沾化故事；要推树沾化流派，用
陌生化、独一无二、发散思维的文艺
创作手法和语言创作精品力作，跳
出沾化写沾化，把碎片化的故事串
成一个鲜活的整体，占领黄河三角
洲文化高地；要做好读思走写的硬
功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汲取营
养，多出精品力作，擦亮沾化文化名
片。

沾化召开《枣儿香枣儿圆》
《流淌在岁月里的记忆》新书发行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