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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下乡“寻宝”，在临高某村拾得
一枚残缺的公鸡碗，碗上的公鸡乃是三两
笔画成，内行的人说这是写意画法，虽显
粗糙，却将公鸡的阳刚雄姿表现得淋漓尽
致。碗的底部有落款，竟然是“海南屯
昌”，还有拼音，背景是群山和椰树，地方
特色最是浓郁。

屯昌生产陶瓷吗？年纪大一点的人
应该知道，年轻人恐怕就闻所未闻了。
揣着好奇心，海南日报记者直奔屯昌采
访，方知这个海南岛最晚设立的内陆县
份，陶瓷的生产和销售，一度辉煌。

在屯昌陶瓷厂老厂长余关兴家里，他
向记者展示了该厂生产的陶缸、陶钵、瓷
碗。1962年入厂的老技师揭辉业，住在隔
壁，闻讯也拿来一些瓷碗，其中一枚青花
色的斗状碗，引起了记者的兴趣。

据他们介绍，这是仿宫廷青花葵斗碗，
最早于1963年生产，手工拉胚，手工上釉，
为釉下彩。不过，从1964年开始，生产重心
转向公鸡碗，葵斗碗的产量渐渐式微，而公
鸡碗则开了海南陶瓷出口的先河。

屯昌的陶瓷工业得从上世纪 50 年
代说起。1955 年，屯昌只有砖瓦厂，没
有陶制品，更没有瓷器出产，4 年后，在
此基础上陶器厂出现，直到 1961 年，屯
昌县陶瓷厂才正式成立。

此后，陶瓷厂生产规模和产值逐年递
增，于1991年走到巅峰，当年进行薄壁匣
钵技术改造后，产量从技改前的500万件
增加到1200万件，产值也从此前的169万
元，增长到1000万元，产品销往广东、广西
和福建等地，公鸡碗甚至出口到东南亚国
家。《屯昌县志》记载了这段荣耀的历史。

而公鸡碗之所以受市场认可，与引
进人才息息相关。

余关兴告诉记者，从1964年开始，屯
昌陶瓷厂先后从广东潮汕、江西景德镇和
湖南醴陵等地，聘请业内知名的陶瓷技师
到屯昌来指导和培训本土工人，使得产品
不但好看，而且质量过硬，种类也越来越
多元化，仅碗类就有大海、二海、大斗、小
斗和常见的三寸半、四寸二饭碗，此外还
有茶壶、汤匙等多种日用陶瓷。

可是，1991年开始的巅峰状态持续时
间并不长，1994年后，屯昌陶瓷在外地产品
的冲击下开始亏损，次年产量仅100万件，亏
损30万元，导致1996年一度停产，1998年恢
复生产，但因资金投入不足和市场营销不
佳，到了2001年再度停产，从此一蹶不振。

2008 年，该厂完成转制分流，昔日
旧址已被商业项目替代，看不到一点痕
迹，就是当年就地挖黏土的两个大水坑，
也被改造成两个人工湖。

一个走过半个世纪辉煌的陶瓷厂，留
不住一点遗迹，也留不下一套产品以供陈
列，就连那么出名的公鸡碗，都难觅踪影，
要到民间去寻找，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

不管结局如何，哪怕昙花一现，屯昌
陶瓷毕竟有其资源禀赋作为支撑。

据查，屯昌的高岭土遍布全县各个
乡镇，其中品质最佳者在中坤地区，日军
侵琼后，曾经实地勘探，现已探明其高岭
土矿长1400米、宽6米、深6米。

当年，余关兴他们主要就是到中坤
取土，但也到其他市县买土。在他心目
中，屯昌的高岭土是全岛最好的，但考虑
到硬度等其它因素，也会掺杂别处的高
岭土，如琼山大致坡（现属海口）的，在他
看来是第二好的高岭土。

半个世纪前：

屯昌公鸡碗
雄唱琼州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王培琳
通讯员 邓积钊

海南绿泥横空出世

“这些陶罐就是我的
孩子，他们是有生命的艺
术品，独特至极。”三亚61
号海南绿泥炻陶艺术馆馆
长吴乾亮无比珍视每一个
陶罐的“降临”。

吴乾亮是海南绿泥瓷
陶壶研发烧制第一人。每
至深夜，他最爱盘坐在工作
室二楼的茶室，点一炷香，听
一曲轻音乐，泡一盏茶，细细
端详环绕其身的数百件造
型不一的陶罐，有茶壶，有
茶杯，有香炉，林林总总。

接触手工陶艺十多年
来，他已将此视作毕生追逐
的事业：将海南绿泥瓷陶发
扬光大，将手工陶艺技术代
代传承。

吴乾亮还计划投资建
设一个人为微景点，陈列
数十种不同国家地域的手
工陶艺品。

“珍贵独特的绿泥瓷
陶用在配得上他们的中国
传统文化之上。”在纷杂的
制陶产业中，在年复一年
的摸索中，吴乾亮目前手
工制作的陶艺主要服务于
中国的茶道文化，主要制
作陶制的茶壶、茶杯及香
炉，慢慢代替先前他制作
的一些大物件作品，如一
人高的花瓶等手工艺品。

经过反复比对，吴乾
亮发现绿泥陶壶空气对流
顺畅，色泽如紫如绿，敲击
之音清纯悦耳，其双气孔
结构非常完美。更让他欣
喜的是，绿泥陶壶泡茶色、

香、味皆蕴且数日
不变味，由于壶体

较厚，具有足
够的储存
空间，“开
水进壶茶
水出”对
海南绿泥
陶壶来讲

并不是传说。为了融入更
多的海南文化元素，吴乾亮
花了不少心思。一把壶盖
形状像海南琼海斗笠的茶
壶深得吴乾亮欢心，还有的
壶形状是取材于海南的椰
子壳或黎家的舂米桶。

“我的制陶技术很一
般，就连艺术想法都不值
一提，而眼前这些绿泥才
是真正的法宝。”吴乾亮自
谦地说，因此他想让更多
人读懂绿泥瓷陶中的海南
文化风韵，看一看原来海
南还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吴乾亮认为，陶艺制
作几近相同，可造型却千
差万别，这正是地域文化
的集中体现，而他就要设
立一个窗口，为陶艺文化
传承交流努力。

手工陶艺的坚守

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
一个半米高的陶缸的口沿
边，刻着“历史祖传近千年文
彩村永巩村陶瓷手工作坊场
地图案”，数十个窑洞的简笔
画，以及王书本、王运广、王
运空近200个制陶人的姓名
刻在陶缸缸体上。

这是龙塘镇文彩村
74岁制陶人王科干的作
品“龙塘制陶场景缸”，他
是目前龙塘镇传统制陶手
艺最后的传承者。

曾有“龙塘陶雕耀琼
州”美誉，亦有海南“景德镇”

美誉的龙塘制陶气息不再
如之前那般浓烈。上个世
纪50年代到90年代，龙塘
镇的文彩村、永巩村的制陶
匠人一度超过200人，手、脚
——龙塘制陶靠的就是全手
工操作，手工拉出一个又一
个陶碗、陶盆、陶缸等物件。

“怕麻烦，没人愿意学
了”成为像王科干一样仍
在坚持手工制陶老人最担
心的事情，一时间，“手工制
陶”从龙塘最大的特色成
为了天然魔咒，当机械化
的批量制陶开始大行其道
的时候，龙塘制陶走到了

“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况”。
可在城市里，手工陶

艺体验馆却成了越来越多
人的新宠。

“很新奇，以前只在电
视上见过。”这是三亚湾红树
林陶艺吧经理王纪营听得最
多的一句话。2007年毕业
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王纪
营一直从事于手工陶艺相关
的工作，坚守了8年的王纪
营十分热爱陶艺，他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陶艺行业。

“起初，我认为海南除
了黎族制陶外，便没有太多
新的元素。”2012年到海南
管理陶艺吧后，王纪营将一
定比例的景德镇高白泥与
海南红泥进行搭配，这样既
解决了海南红泥容易裂开
的缺点，使得新泥有了中等
的精密度，且也能调配出自
己喜欢的颜色。

王纪营介绍，近两年，
海南手工陶艺市场慢慢壮
大，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体
验馆里感受陶艺制作的过
程，感受陶艺制作的乐趣与
艰辛。“这种热度让仍坚守在
这个行业的人无限宽慰。”

谁来接上
“传承”这一棒？

在 61 号海南绿泥炻

陶艺术馆，记者见到了90
后女孩岳书亦，她专程从
北京到三亚，拜吴乾亮为
师，虔心学习海南绿泥瓷
陶制作。

对这样一份执着，吴
乾亮很是欣赏，他认为，一
个行业的浮浮沉沉再正常
不过，但手工制陶技艺的

“传承”始终是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

“与全国一样，十多年
前，海南制陶行业同样受
到了各类塑料制替代品的
冲击。”吴乾亮介绍，碗、盆
等陶瓷类生活用品也逐渐
被塑料制品取代。一些高
档酒店也开始使用树脂、
玻璃等制成的陶工艺品作
为装饰，一时间，“园艺陶
瓷”进入大众视野，多为家
居、园林装饰作用。

“未来海南绿泥瓷陶
的手工制作掌握在年轻人
手里。”十多年前，吴乾亮
便钟情于手工制陶，外界
市场的浮尘对他没有太多
的影响。尤其在追求质
朴、追求返璞归真的当下，
吴乾亮更加重视海南绿泥
瓷陶制作的传承与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
不缺乏对陶瓷的感情，大多
数人只是停留在传统的陶
瓷制作上。”王纪营介绍，现
代陶艺的艺术气息被大众
接受是迟早的事儿。他认
为，真正热爱现代手工陶
艺的人、专业院校毕业的
手艺人以及媒体都是助推
海南陶艺发展的力量。

固守、创新、传承

不解之缘是“陶缘”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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