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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各时代的陶艺的风格特点，诠释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审美观念，陶艺在造型、装

饰、题材、审美四方面透出鲜明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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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与所有精神产物一

样，都会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尽管在不同的时

代里，陶艺的造型各有特点，装饰丰富多彩，题材千

差万别．审美取向也不尽相同，但陶瓷艺术无不与

社会生活息息相关。陶瓷艺术的发展史。隐含着中

国历史文化中许多深邃的内容。有物质生活状况的

证明，有生产工艺水平的反映，有时代精神的写照，

有民族性格的折射，有原始信仰的见证，有文明礼

仪的承载，有民族审美的体现，有帝王深层意识的

表现。无论是陶瓷造型、装饰、题材和审美都必然带

有当时社会的某些特点，这就是陶艺的时代气息。

原始社会人类生活水平低下。陶器质地粗糙，

器型也不太规整，是一种“原始的幼稚”，奴隶社会

即夏商周时代，可谓青铜时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多

仿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封建社会的各时代，陶艺

则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秦汉时期陶兵马俑的雄浑和

画像砖的朴实都是时代的诠释．唐代瓷品的丰硕与

宋代瓷品的修长同样反映出社会的兴衰。清代瓷品

装饰的繁缛精致，体现出其经济发达、繁荣，现代陶

艺的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则见证当今社会的民主、

文明、科技和国富民强。这些不同的艺术风格，既构

成了中国陶瓷文化共同的民族特色，又体现着中国

社会某些历史阶段复杂奥秘的社会宗教。人文、民

俗等内涵与鲜明的时代特色。从陶瓷艺术漫长的发

展历程中，在以下四个方面阐述陶艺的时代风格，

感知陶艺的时代气息。

一、造型的时代气息

陶瓷造型虽说是“两根线”的设计．但它也是千

变万化、丰富多彩，烙上时代印记的。原始社会人类

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居无定所，为了过定居的

生活，原始人创造出来的陶器造型较大，圆形鼓腹，

是为了多盛水和储存较多物资的需要。半坡小口尖

底瓶的造型设计美观大方，实用性强，这是因为小

口尖底瓶有许多优点，尖底易入水，入水后又由于

浮力和重心的关系自劝横起灌水，使用方便，这种

造型说明原始人用水增加的需要，反映了当时的生

活状况。南北朝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时期．北

方的胡入将高足凳带人中原．改变了汉民延续了数

千年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这给作为实用器物的陶

瓷造型也带来影响，此前适应历来席地而坐的习

惯，放在地上的器物的造型要考虑到便于提起，所

以瓶罐等器物多有耳、环。而当这种生活方式有所

改变时器物的造型也有所不同．则造型设计出带有

把手样式。

唐代国力强盛，物质生活富蔗，饮茶之风盛行，

使得陶瓷茶具造型应运而生，厚葬之风盛行，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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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适应唐三彩艺术表现的造型。【1】宋代绘画讲究

山水写意，文学追求“平淡”之美，在陶瓷造型上则

倾向于修长、规整、典雅、平易、朴实、严谨。元代贵

族统治者嗜好大吃大喝。陶瓷造型则胎质厚重、器

型趋大。清代社会繁荣稳定，陶瓷造型异常丰富、华

丽乖巧、端庄精美。现代陶艺和传统陶艺相比则有

了重大变化，社会要求改革，生活需要创新，造型不

再追求规整、对称、平衡、而追求动态、力度、不对

称，不再固守“观物取像”的艺术思维方式，而是突

出创造性思维、追求变形、奇异、象征等意味，并打

破常规，走向新的结合，与金属、塑料等其他高科技

材料“联姻”，使得陶瓷造型有了更大的可塑性，更

加千姿百态。

陶瓷造型婀娜多姿、或秀美、或端庄、或丰满、

或修长、或怪诞、或个性，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当

时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精神需求的变化，另一方

面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特珠体现。

二、装饰的时代气息

陶瓷艺术不仅以千姿百态的精美造型著称于

世，而且以其丰富多彩的装饰使入赏心悦目，成为

独特的审美对象。感知时代的脉博。

陶瓷装饰是构成陶瓷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变化与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有极大关系。新石器

时代彩陶画“舞蹈图”，表现原始社会欢乐的舞蹈场

景，画面由三列相同的舞蹈队伍组成，每组5人，手

拉着手跳舞。排列整齐、动作协调。作品虽然描绘比

较稚拙简略．但可以从这件舞蹈纹盆上的装饰，感

受到原始人纯真的感情和愉悦的情绪，对新石器时

代先民的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有了某些具体的认

识。

夏商周敬鬼神、重礼仪，随着青铜器的出现，陶

瓷的装饰也带上了这种风格．不再是原始时期的随

心所欲，任凭心灵的自由律动。规范意识和装饰目

的更为明确。五彩缤纷的彩陶纹饰被回纹、云雷纹、

夔龙纹、饕餮纹等严整、规范的青铜纹饰所取代，佛

教在汉代传人我国，陶瓷装饰中则出现了佛造像和

忍冬纹，南北朝佛教盛行，陶瓷中莲瓣和荷花的装饰

便流行起来。唐代国力强盛，生活中充满了健康向上

的气息，人们有一种积极浪漫的情绪，陶瓷装饰饱

满、富丽、形象丰腴。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唐三彩。

装饰绚丽斑斓，富于浪漫色彩，反映出唐人的生活

意趣。而宋代作为中国瓷器的鼎盛时期，瓷器在社

会生活的地位有了大的发展，使陶瓷装饰更加趋干

精美华贵、变化多样。

清代有许多西洋画家来到中国，如意大利人郎

世宁、安德义，法国人贺清泰等，这些西洋画家常年

在宫中与中国画家一起从事艺术活动，互相深入切

磋交流的机会很多。对陶瓷艺术的影响也特别大，

出现了采用西洋画法。不是用以线条表现物象，而

是用明暗来塑造形体的法郎彩装饰。当今社会追求

创新、个性，综合装饰、釉中彩等现代陶艺便时尚起

来。可以说．陶瓷装饰题材、形式、技法、色彩是一种

无声的语言．反映了时代和文化的发展。

三、题材的时代气息

陶瓷装饰的题材也反映出时代的气息，人类对

于主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发展、深化的，陶艺的

题材也由简单趋向复杂。原始社会人们靠采集、渔

猎生存，在陶器上装饰题材大多是与当时生活息息

相关的动、植物。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了以猪作为

装饰题材。透露出猪在当时被驯养的情况以及在人

类生活中的地位等信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

“彩陶舞蹈纹盆”的人物画题材。又使我们仿佛看到

了原始人丰收后围着篝火跳舞的欢愉而热烈的晚

会。圆

汉代画像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人物、车马、

狩猎、舞乐、驯兽、杂技、斗鸡等艺术反映了当时社

会生活场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文化意义。

宋代绘画、山水和花鸟题材的繁荣，给宋瓷装

饰艺术以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定窑刻划花和磁

州窑陶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山水空间、花鸟审

美的时代．那鸳鸯蝴蝶、秋虫鸣声、明月山泉、小桥

流水传达出宋入丰富多情而敏感幽柔的内心世界。

还有宋代大型商业都市的出现和城市阶层的兴起

以及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又为瓷器装饰提供了广

泛的艺术题材。磁外I窑陶枕上看到的儿童蹴鞠、妇

女观书以及精彩的马术表演等画面，就是当时社会

生活的真实写照。

元代文入画兴起，绘画讲究诗书画结合，强调

绘画的文学性，受此影响，元代青花瓶中则出现了

“萧何月下追韩信”这类历史故事题材。

明代版画可谓是中国版画史上的鼎盛时期，版

画的故事题材，如《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往往是陶艺古彩艺术创作题材取向。

通过陶艺表现的题材，假若你能展开想象的翅

膀，运用你的历史文化知识。你定会“呼吸”到各朝

各代岁月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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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美的时代气息

陶瓷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经

济、文化、科技发展的反映，是人们意识形态和审美

观念的反映。人类不仅仅满足于陶瓷的实用价值。

还把它作为审美对象，在陶瓷艺术品中积淀着美学

情趣。

陶瓷艺术是艺术家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在

陶瓷物质材料上的体现。每一时代的陶瓷艺术都以

其特殊的材料和方式记录下该时代人们的思想、情

感、理想和愿望。不同时代的人们各有不同的生活

境遇，面临不同的社会矛盾．具有不同的政治、哲

学、伦理、宗教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时代的

艺术情趣和审美标准。

新石器时代彩陶纹样集中表现了原始时期先

民的艺术精神和朦胧的美学意识，时代气息非常浓

厚。彩陶为史前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最早较

为明确地体现出入的审美意识从发生到确立的物

证，也就是说彩陶造型、装饰和题材中蕴含进了人

对陶器从实用功利的追求到审美意识的发生过程。圈

如马家窑型舞蹈纹彩陶盆，其审美和用途紧密结

合。当盆内注上清水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人们在

池边婆娑歌舞的意境。舞蹈者的身影倒影在清澈晃

动的水面上，虚实相生、动静互动，折射出更加丰

富，更加浓郁的情感色彩。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唐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外开放，人的意识

得到解放，个性精神得到了张扬，这种特征决定了

这个时代审美趣味崇尚丰腴、华丽，这也影响到陶

瓷艺术，陶瓷造型多给人丰满圆浑之感，装饰色彩

斑斓。而宋代陶瓷造型秀美、轻盈潇洒的风韵又和

这个时代的普遍审美标准相一致。
。

现在陶瓷追求激烈、刺激、新奇、特殊、怪异等

感受，是当代人精神的张扬。在审美意识上也是多元

的，艺术价值的追求是多维的，现代陶艺体现了现

代审美意识，更体现了人生。

陶艺的审美情趣随时代而变，每个时代都有某

中艺术形式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审美形式，

集中体现出该时代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

原始社会的审美意识是一种人类童年期的天

真、自由的气息。是一种自然的美。进入文明社会

后．陶瓷艺术的美学风格在当时审美标准和美学意

识的影响下。各具时代特色。商代白陶的纯净美、周

代印纹硬陶的秩序美、秦汉兵马俑的壮丽美、魏晋

南北朝青瓷的清秀美、唐代三彩的华丽美、宋代刻

划花的秀丽美、元代器型的雄浑美、明代斗彩的婉

约美、清代装饰纹样的精致美、现代陶艺的个性美，

这些审美意识的变化轨迹，集中体现在陶艺的不同

风格上，反映出时代的审美情趣。

综上所述。陶瓷是一种最为普遍而又极为重要

的文化承传的载体。陶瓷以其特殊的方式不断延展

着人类前进的足迹，陶瓷文化一方面证明着中华民

族曾经如此现实地生活过。而陶瓷艺术以其起源的

久远和造型的丰富、装饰的精美、题材的多样，不同

的审美意识印证着人类文明的步伐，凝固着历史的

足迹。散发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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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及目前发展所存在的弊端。分析了中国原始彩陶造型、装饰语言的精髓及其在现代陶艺创作中的应用形式，并结合了笔者多年来的人量创作实例

进一步的进行论证分析，从而研究得出原始彩陶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媒介在现代陶艺创作中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本文突破了以往对中国原始彩陶纹样、器形的来源、象征意义及其演变过程的论述，也不再就事论事的一味分析原始彩陶艺术的考古价值。而是侧

重于对原始彩陶造型、装饰语言在现代陶艺术中的应用研究。从原始彩陶的造型语言、装饰语言的实例进行分析，探索原始彩陶的造型语言与现代陶艺

的关系。研究其在现代陶艺创作中的应用形式和应用手法。实际上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本论文把握住原始彩陶艺术与现代陶艺发展的契合点--原始彩

陶的装饰语言、造型曲线所传达的原始朴素真诚的陶瓷情感与现代陶艺发展存在的情感空缺。通过实例进行归纳总结，探索中国原始彩陶应用研究的作

用及发展的趋向。

    笔者想通过这次论文的撰写，站在世界陶艺的高度同望人类文明伊始--原始彩陶文明。梳理中国原始彩陶造型、装饰语言在现代陶艺中的应用法则

，重新解读其造型语言、装饰语言的应用手法和应用价值，并将其转化为现代陶的创作语言。

6.期刊论文 汪国勤.Wang Guoqin 陶艺作品中线的运用探讨 -江苏陶瓷2008,41(6)
    我国的陶瓷艺术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优秀传统,而且有着独特的造型手法和装饰风格.本文主要阐述了线在艺术陶瓷造型与装饰中的主导地位和

作用,以及它所体现在艺术陶瓷造型与装饰上所产生的不同艺术特色.

7.期刊论文 刘昇辉.方漫 陶艺的时代气息 -中国陶瓷2005,41(4)
    通过各时代的陶艺的风格特点,诠释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审美,阐述陶艺在造型、装饰、题材、审美四方面透出鲜明的时代气息.

8.期刊论文 夏学成.Xia Xuecheng 陶艺手捏造型与泥板造型相结合的教学尝试 -中国美术教育2007(5)
    一、整合两种造型方法的优势

在陶艺的造型技法中,手捏造型是最基本的方法,手捏造型可以最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构思和设计.

9.期刊论文 吕琼雯 陶瓷传统造型语言在当代陶艺中的转换 -大众文艺2009(18)
    传统陶瓷基本以器皿为主,有许多造型堪称经典.如宋代的梅瓶、元代的玉壶春等,以及多种钵的造型、如斗笠碗、金钟碗、荷叶碗等,造型简洁做工

精致,并且实用.器皿的造型特点启发了陶艺家创作的灵感与想象,现代陶艺家将传统器皿转化为纯粹的视觉形式语言.

10.期刊论文 熊青珍.Xiong Qingzhen 透过泥条盘筑陶艺谈现代陶艺的艺术潜力 -江苏陶瓷2007,40(1)
    现代陶艺的成型方法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泥条盘筑法.透过泥条盘筑陶艺的过程,阐述了现代陶艺对艺术专业知识能力的拓宽和素质的提高,现在和将来

而言都是一门不可忽略的艺术实践教育科目,有着较大的艺术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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