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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官窑 寓意清廉

图 韩\惠娇

清宣统青花缠枝花卉纹赏瓶瓶口。

清光绪青花缠枝花卉纹赏瓶。

文 本\刊特约撰稿 刘亭亭

官窑瓷珍话赏

瓶

宋代曹冠的《凤
栖梧·牡丹》中曾写
道：
“ 把酒留春春莫
去 ，玉 堂 元 是 常 春
处。”的佳句，
“ 玉堂
春”之景是文人墨客
笔下时常描述的对
象；晏殊的“脆管清
弦、欲奏新翻曲，依
约林间坐夕阳。”用
的就是“玉堂春”的
词牌；此外《玉堂春》
又是中国传统戏曲
的 经 典 曲 目 之 一。
可能就是因为“玉堂
春”之名与这么多清
雅的事物相关，到了
清代，它又成为一种
瓷器的雅号，赏瓶便
是玉堂春瓶的俗称。

玉堂春瓶是一个以官窑烧造
为主的瓷器品种，它自清朝雍正
年间出现，延烧至清末宣统时期，
民国也多有仿造。两百多个春秋
的烧造史中，它既扮演着特殊政
治寓意的官窑瓷珍，又是清王朝
兴衰历史的见证者。海口市博物
馆藏清光绪青花缠枝莲赏瓶、清
光绪粉彩百蝶图赏瓶和琼海博物
馆藏清宣统青花缠枝莲赏瓶是海
南地区馆藏玉堂春瓶的佳品。
海口市博物馆藏的青花缠枝
莲赏瓶，口径 9.9 厘米，足径 12.5
厘米，高 38.5 厘米；敞口，长束颈，
溜肩，肩部起弦，圆腹，圈足；通体
以青花为饰，口沿下绘海水、如意
纹，颈部绘蕉叶纹，肩部起弦处绘
缠枝莲纹一周，下接如意纹，腹部
绘缠枝莲纹，近足处绘变形仰莲
纹，圈足外壁绘卷草纹；底足内有
青花书“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三行
楷书款。琼海博物馆藏青花缠枝
莲赏瓶与海口市博所藏整体造型
大体一致，口径 10 厘米，底径 12.5
厘米，高 49 厘米；但风格带有明显
的清末瓷器走向衰落的特征，颈
部白釉承袭了道光以来常
见的波浪釉，其他部位的
釉面倒还较紧密，依旧是
官家气象；底足内有青花
绘“大清宣统年制”六字
双行楷书款。
玉堂春瓶是赏瓶创
烧时的名字，它是清雍正
帝命时任督陶官的唐英“参
古今之式，动以新意，备储巧妙”
奉旨审定后所作，后因其功用多
用于赏赐臣下，故名赏瓶，后成为
官窑传统器形之一。一般造型是
敞口，长颈，肩部饰有凸弦纹，圆
腹，圈足。赏瓶以青花制品最多，
约占到了赏瓶制品的一半以上，
颈部装饰青花蕉叶纹，腹部饰缠
枝 莲 纹 ，主 题 纹 饰 突 出 ，层 次 分
明，给人一种清雅秀美之感。从
琼海博物馆和海口博物馆藏青花
缠枝莲赏瓶来看，主题纹饰为缠
枝莲纹，以青花绘以莲纹，青花的
“青”音同“清”，莲花的“莲”音同
“廉”，故其寓意为“清廉”之意，统
治者以之赏赐臣下，是在告诫他
们要为官清廉。赏瓶造型优美，
主要用于观赏之用，臣下受到皇
帝赏赐后将其收藏，作为观赏器
可以放于厅堂之内，以便于时时
察看，且细长颈的设计便于以手
持握仔细端详，以便感受皇恩，所
以赏瓶既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奖
赏，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统治者加
强皇权统治的工具之一。

历代传承 各具其美
赏瓶的器形在各代发展中均
有一定规制，造型和纹饰大体相
同，只在颈、腹的细部和青花发色
等方面略有差异。雍正朝赏瓶出
现后，纹饰画法就形成了统一的
“官样”。乾隆赏瓶的腹部相对较
圆，上腹部的凸弦纹并不突出；颈
下部的蕉叶纹画法自然，缠枝花
卉繁而不乱，极为精美；青花发色
也略微发紫，有很多仿永宣时期
的铁锈斑状和黑点，但和明初所

用的苏麻离青（国外进口的一种
清光绪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为
青花料）发色差距较大，具有清代
晚清官窑标准器。
青花料的特征。到嘉庆时期基本
古人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
祥”，因“碟”与“耋”同音，
《礼记·
上承袭乾隆的形制和画法，只是
曲礼上》曰：
“ 八十九十曰耄。”古
构图略显繁缛。
道光时期的赏瓶和清早中期
人称年事已高的老人为“耄耋”，
故以百蝶寓意寿至耄耋。赏瓶呈
相比有较为明显的改变，颈部较
现出来的洁白地釉与粉彩蝴蝶，
前朝加粗，整体的构图也不再灵
动，蕉叶纹和花卉纹的画法过于
相互映衬，给人以从容淡定、含蓄
闲适的艺术之美。细观肩、腹部
呆板，尤其是上腹部的两条凸弦
的交界处的缠枝花卉中还有金彩
纹十分明显，器腹由于凸弦纹的
寿字纹点缀其间，这与蝴蝶纹的
明显存在而不似近圆。咸丰时期
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彩蝶的
的缠枝莲纹的画法有所改变，整
寓意和寿字的装饰可以推测出赏
体的构图较为疏朗；花叶的线条
瓶功用的丰富化，已不再局限于
清晰明快，以渲染为主，仿永宣时
期的铁锈斑点仍然存在。同治时
仅赏赐有功的臣下，以慈禧太后
期的缠枝莲纹赏瓶以花卉同向较
寿辰赏赐群臣的粉彩赏瓶来说，
可能还带有为统治者祝寿或者奖
为常见，构图的线条和咸丰大同
励耆年硕德的老臣的用意。
小异，层次减弱，缠枝的力度不似
从前，
花心留白比前期减少。
除百蝶和寿字等吉祥纹饰
外，百蝠、仙桃、龙凤、八宝、皮球
光绪一朝烧制赏瓶数量较
花等粉彩纹饰也开始在晚清的赏
多，此时清朝已步入末年，仅慈禧
瓶上出现。百蝠纹中蝠的谐音为
太后寿辰之际，为笼络人心，用来
赏赐文武官吏的赏瓶数量就不在 “福”，百福自然是福气多多的意
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光绪的赏瓶
思；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西王母
的蟠桃有长生不老之效，故仙桃
在整个清代晚期以至末期来说，
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长寿的代
都是相对比较精美的，据《饮流斋
表。八宝又名“八吉祥”，是佛家
说瓷》记载：
“ 自同治末官窑复旧，
的八种法器，自然也被民间认为
故光绪初瓷器加良，就予所见者，
有吉祥和佑护世人的寓意。赏瓶
则天青金花瓶、炉为最佳，霁红次
纹饰中吉祥寓意的出现，是和当
之，青花瓷好袭康熙、乾隆及成化
时清晚期至清末审美取向相一致
等款，其精美者实可乱真。”。从
的，官窑瓷器融入了很多民俗的
海口市博物馆藏的这件清光绪青
味道，已不再专注于贵族和士人
花缠枝莲赏瓶来看，花瓣边缘尖
阶层的审美追求。
角与前朝的圆润明显不同，花朵
在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史
的层次疏朗，明显好于前朝。器
身较为纤瘦，器体腹部上移，与乾
上，玉堂春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
瓷种，但它以清雅脱俗的外形，烧
隆赏瓶造型略有差异，但各具其
造出青花、粉彩、霁蓝等多种釉色
美。
和 彩 绘 ，为 清 人 所 青 睐 ，流 传 至
宣统在位时间较短，缠枝莲
今，多是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
纹赏瓶相对少见，由琼海博物馆
珍品。
藏青花缠枝莲赏瓶来看，典型特
征是用重笔点染的手法表现纹饰
的正面和侧面，其余的则多因袭
前朝。而且器形较为纤瘦，已感
觉不出早期赏瓶的艺术美感，瓷
面的釉子较薄，没有前朝的温润，
缠枝莲花的内部出现明显的釉
裂，有种干涩的视觉感受。不过
时值清末，社会动荡不安，从当时
的社会局势来看，景德镇还能烧
出这样的赏瓶，
已实属不易。

推陈出新 寓意吉祥
赏瓶的烧造自乾隆以后就在
不再局限于青花瓷的烧造，色彩
除釉下青花外，釉上粉彩赏瓶在
后期也极其常见，比较有代表性
的有粉彩百蝠瓶和粉彩百蝶瓶
等 ，此 外 ，还 有 霁 蓝 釉 玉 堂 春 瓶
等。但无论何种釉、彩，赏瓶器形
上基本没太大变化，仅在肩部有
突起的一道弦纹、二道弦纹或没
有弦纹。
海口市博物馆藏的清光绪粉
彩百蝶图赏瓶，口径 9.7 厘米，足
径 12.5 厘米，高 38 厘米；圆唇，撇
口，长颈，圆腹，圈足。胎质洁白
细 密 ，釉 色 均 匀 透 亮 ；口 沿 处 描
金，并用粉彩绘如意云头纹，肩腹
交接处用金彩描绘两条弦纹隔出
一条装饰带，内绘粉彩缠枝花卉；
近底处绘一圈粉彩几何图案；颈
部、腹部的主题纹饰为色彩形态
各异、翩翩起舞的蝴蝶，俗称“百
蝶图”；此瓶底部以矾红彩书“大

清光绪粉彩百蝶图赏瓶。

清光绪粉彩百蝶图赏瓶花纹（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