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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携茶具赏幽绝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精品组合茶具赏析

 □  乐素娜

特别关注

在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记载了由他设计或

归整的“二十四器”，这便是组合茶具之始。此后，历代

茶人对茶具在形式及功能上不断创新发展，并融入人文精

神，出现了许多融实用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组合茶具。

一个时代的茶具往往是当时饮茶方式的直观体现之

一。如唐宋时期饮茶需要将茶饼碾末，故而成套出现的唐

宋茶具文物里，除了碗、盏等，往往还会有碾茶器。又如

在“唐煮宋点”饮茶方式的影响下，唐代的茶具组合里常

常会有“煮茶”所必须的“风炉”“釜”等，宋代的茶具

组合里一般有“点茶”时注水的茶具—“注子”（汤瓶）等。

明代以后，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

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由于茶叶不再碾末冲点，

“碾”“磨”“罗”“筅”“汤瓶”之类的茶具在此后皆

废弃不用，开始直接用瓷壶或紫砂壶泡茶叶，并逐渐成为

图 1  唐 白釉茶具一组 茶碾、风炉及釜、口带托盏、口盏及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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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饮茶方式的一大转变带来了茶具的大变革，从此壶、

盏搭配的茶具组合一直延续到了现代。

唐 白釉茶具（图 1）

此套唐代的白釉茶具由茶碾、风炉、釜、茶盏及茶托

组合而成，碾槽及碾轮无釉，余皆施白釉。其中，茶碾高4.5、

长 18.3、宽 4.6 厘米，槽座呈长方形，外有镂空，内有深

槽；碾轮直径 5.0 厘米，呈圆饼状，中穿孔，常规应有轴

贯穿其中。

风炉及釜高 8.9、口径 11.3、底径 6.0 厘米，碾好后

的茶末需放入风炉上的茶釜中煎煮，故此白釉风炉及茶釜

系煮茶用器。风炉呈筒状，有圆形炉门，茶釜带双耳。

煮好的茶，用茶勺舀出放入茶盏中品饮，此盏和托便

为饮具。其中，盏高 3.0、口径 9.9、底径 4.0 厘米；托 

高 2.0、口径9.8、底径3.7厘米。盏敞口，斜弧腹，矮圈足。

托呈卷荷形，中有凹圈下陷，以承盏。

盏托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当时基本上以圆形茶盘

上承碗盏，后来，盏托的形制颇多，茶托有内凹也有上凸

如高台子，盏口有圆形的，也有花口等。晚唐开始，流行

圆唇口，大折沿，宽圈足，内凹以承盏。整体造型质朴无

华却又光华内蕴。

唐代越窑分布区越州一带是重要的产茶区，因此越窑

也生产大量的茶具，仅带盏托的造型就达十多种，这只是

其中一种。

唐 巩县窑绿釉盏（图 3）

这对巩县窑绿釉盏高 6.7、口径 9.1、底径 3.5 厘米。

直口，深腹，饼形足。灰胎，器里及器上腹部施绿釉，近

底足部分无釉。碗内底留有 3 个支钉支烧痕迹。整体而言，

这对绿釉盏虽光素无纹、别无他饰，却更得简练朴浑。

巩县窑是唐代重要瓷窑，在今河南巩县。该窑产品特

征是 : 白瓷胎色灰白，釉色白腻。黑瓷胎体厚重，胎白釉

黑，修胎精细，制作规整。三彩陶器胎呈灰白色，釉色有黄、

绿、红、兰、白、褐等多种，也有单色釉器及纹胎装饰釉器。

器物多为平底、玉壁底、浅圈足园饼状足等。

五代 越窑青釉花口碗（图 4）

此越窑青釉花口碗为一对，高8.2、口径19.2、底径7.6

厘米。碗的造型显然是受了当时金银器工艺的影响，为金

花口盏及托，在实用功能基础上，艺术效果不断加强。

此套白釉煮茶器出土于河南洛阳，虽系明器，却较为

系统地反映了唐代煮茶的场景。

唐 越窑青釉带托盏（图 2）

此组带托盏灰白胎，釉色青中带黄，由托及盏组合成

完整的一套。其中，盏高 4.5、口径 8.9、底径 4.6 厘米，

直口，深腹，圈足。托高 3.0、口径 12.0、底径 6.3 厘米，

银器常见的十瓣花口造型，弧腹，平底，灰白胎，底有垫

烧的痕迹，器内外施均匀的青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较薄，

如“嫩荷涵露”“古镜破苔”。

越窑是唐、五代及北宋初期著名的瓷窑。唐代中期以

后越窑产品的质量逐渐提高，有“类玉”“类冰”及“千

峰翠色”之誉。至晚唐，越窑更加兴盛，其中碗的形制更

为丰富，有荷叶、海棠和葵瓣形，还有仿金银器造型者。

图 2  唐 越窑青釉带托盏

图 4  五代 越窑青釉花口碗 图 5  宋 七里窑酱釉柳斗罐

图 3  唐 巩县窑绿釉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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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茶粉，装好后罐口蒙上绢布扎紧，凸出的鼓钉就起到了

固定绳结的作用。由此，柳斗罐大量销往日本、朝鲜半岛

就可解释了，由于受到中国饮茶文化的影响，日本和朝鲜

半岛的饮茶之风也十分兴盛。

宋 花口铜托盏（图 6）

这对铜带托盏高 6.5、口径 8.4、底径 7.4 厘米，承

盘高出平面许多，适合放置腹部较深的茶盏。底托的圈足

微外撇，托口沿呈绽放花瓣状。由于年代久远，铜与空气

中的氧气、二氧化碳和水等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俗称

“铜绿”的碱式碳酸铜，晦明之光显现。

宋元的盏托有两种形制，其一承盘内凹，其二承盘上

凸，通常后者为多。

图 6  宋 花口铜托盏

图 7  辽 黄釉小盏

图 8  清 德化窑白釉梅花盏

宋 七里窑酱釉柳斗罐（图 5）

此柳斗罐为一对，高 8.8、口径 8.7、底径 4.4 厘米。

唇口，束颈，垂腹，圆底。颈部以 9 个乳钉作为装饰。罐

内施满酱釉，外部施釉从口沿到颈部，颈部以下不施釉，

鼓钉边沿露白，釉厚处透褐，从而增加了整器的立体美感，

罐腹部以篦划柳斗纹作为装饰。

七里窑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东郊七里镇，因此又称为赣

州窑。赣州窑最有代表性的瓷器是柳斗罐。柳斗罐，亦称

鼓钉罐，一般在罐腹身刻有多道篦划纹饰，罐肩堆塑有数

颗凸起的鼓钉，其原型应来自于当时的藤编器物。

大量出土表明，柳斗罐除运销江西周边地区外，还大

量销往日本、朝鲜半岛。有一种观点认为柳斗罐的用途为

辽 黄釉小盏（图 7）

这对小盏高 3.9、口径 8.3、底径 3.0

厘米，侈口，弧腹，矮圈足，土黄色胎，

施姜黄釉，盏外施釉不到底，圈足无釉，

盏内底有 3 个支钉烧痕。

辽是契丹民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

权，契丹族善于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大

量陶瓷窑工进入辽地，促进了辽瓷的发

展和兴盛。辽瓷除了白釉及黑釉瓷以外，

还有大量民族特色的辽三彩瓷，以及绿

釉、黄釉等瓷器。

清 德化窑白釉梅花盏（图 8）

此套德化窑白釉梅花盏共有 6 个，

高 4.2、口径 6.7、底径 3.2 厘米。胎骨

白薄，透光度好，内外壁施釉，釉层均

匀，莹润光洁。撇口，深腹，盏内素面，

盏外有堆塑浅雕蝶与花卉装饰，花卉根

部巧妙地以镂空方式与圈足连接，艺术

性强。整个盏口沿，分为八瓣花，圈足

也相应分为四大、四小的八瓣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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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民窑烧制的精品。铃铛杯彩绘方式上采用青花工艺。原

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

德镇，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

而此对铃铛杯正是烧制完成于清代的康熙年间，其胎质细

腻洁白，釉质晶莹凝重，青花发色淡雅。

最别具一格的还当属铃铛杯器身上的花蝶纹饰。早在

图 10  清康熙 青花花蝶纹铃铛杯

图 9  清康熙 米黄地五彩花鸟纹带托盏

相对于景德镇御窑，德化窑

是民窑的代表，所产瓷器以“白”

见长。早在宋、元时期，德化窑

白瓷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出口商品。明代德化窑白瓷

更是别具一格，所产白瓷有“象

牙白”“猪油白”之雅称，在西

方更享有“中国白”之美誉。清

代早期，德化窑依然创新不断，

精品层出不穷。

清康熙 米黄地五彩花鸟纹

带托盏（图 9）

此件托盏烧造于清代康熙年

间，由盏、托两部分组成。盏高

4.6、口径 8.0、底径 3.8 厘米；

托高 1.8、口径 13.0、底径 6.9

厘米。盏菱口，深腹，矮圈足，

托撇口，呈菱花形，矮弧腹，矮

圈足。盏托内口沿以青花描绘锦

地纹，盏及托外壁先以米黄釉为

地，其上再以五彩绘花卉纹，且

盏、托内壁均饰以五彩花卉纹，

底有青花押款。花纹绵密繁复，

于锦俏热闹之余，尚有一丝文人

画气息，灵动鲜活，惹人喜爱。

清 圣 祖 康 熙 皇 帝 在 皇 位

六十一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在位时间最久的帝王。在其统治

之下，康熙朝成为清朝前期廓然

大变的开创性时代，深刻影响了

其后百年的王朝走向。制瓷业在

大环境下也得到了带动与发展，

使清代制瓷业步入了一个欣欣向

荣的发展时期，后世《饮流斋说

瓷》赞曰：“清代彩瓷变化繁迹，

几乎不可方物……硬彩、青花均

以康熙为极轨”。

清康熙 青花花蝶纹铃铛杯

（图 10）

此对铃铛杯精巧别致，品相

完好，杯口外撇，胎微厚，杯高

8.3、口径 7.2、底径 4 厘米。

器型端正，深腹，圈足，为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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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时期，由于受花鸟画的影响，蝴蝶的纹样就已大为流

行，明清以来，蝴蝶多与花卉组成主题纹饰，表现蝶恋花

的意境，习称“花蝶纹”。其杯身上的花蝶纹样绘画画意

精美，用笔工整细腻，纹饰层次清晰，花叶扶疏，枝条相

互缠绕，蝴蝶飞舞于花丛间，似在采集花蜜又似在花叶上

憩息，可谓栩栩如生。

此铃铛杯成双成对，精致小巧，意境幽淡，给人一种

自然和谐的美感，体现出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渗透着

传统文化的意趣。

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是明、清时期的

流行杯式之一，也称仰钟杯、金钟杯、磬式杯。明成化、

温色釉，是清雍正朝创烧的瓷器新品种，其呈色较传统的

黄釉更加浅淡，釉面更为均净柔和，由于这种釉色与蛋黄、

柠檬等色相似，故有“蛋黄釉”“柠檬黄”之称。

清乾隆 豆青釉暗刻云蝠纹四方茶叶瓶（图 12）

茶叶瓶为一对，均高 19.0、口径 3.0、底径 13.5 厘米，

呈四方形，瓷质坚硬细腻，周身施豆青釉，釉面匀净妍亮，

底落“乾隆年制”四字二行青花篆书款。

四周装饰一圈“T”字纹，中间下凹的四方形区域内

暗刻云蝠纹，颇为潇洒、灵动。因蝙蝠的“蝠”与“福”

谐音，象征着“福气”，而云象征天庭，云蝠纹寓意鸿福

齐天，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

嘉靖、万历时期有白

釉、斗彩、青花等品种，

发展到了清康熙、雍正

时则有青花、五彩等。

清 雍 正 柠 檬 黄 釉

小碟（图 11）

柠檬黄釉小碟为一

套 4 件，形制纤巧，淡

雅秀气，胎质坚细纯

净，轻盈灵透，釉色

淡雅。每件均高 2.4、

口径 9.0、底径 6.4 厘

米，敞口、浅腹、圈足，

釉面娇嫩匀净，泽光莹

莹，温润如玉，触之细

腻。器底施透明釉，足

内书青花双圈“大清雍

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

款。

柠檬黄釉是以氧化

锑为主要呈色剂的低

图 11  清雍正 官窑柠檬黄小碟

图 12  清乾隆 豆青釉暗刻云蝠纹四方茶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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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瓷器，不论官窑还是民窑，以寓意和谐音来象征

吉祥的图案，使用得比明代更广。例如：牡丹象征富贵、

桃子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鸳鸯象征成双、喜鹊象征

喜庆、鹿象征禄位、游鱼象征富足有余、蝙蝠则象征福气。

清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纹茶具（图 13）

这是一套清代乾隆时期外销欧洲的茶具，由茶壶、茶

叶罐、奶杯和 6 个品茗杯组合而成，且均在口沿和颈部饰

一圈钱币纹和变形花卉纹饰，彩绘方式上采用青花工艺。

因其为当时外销到欧洲的茶具，故其中的奶杯便是为了迎

合欧洲人饮茶加奶的习惯定制。执壶及奶杯的手柄造型相

互呼应，在上下两端加上涡纹钮。茶叶罐器型上则为宝珠

顶盖的将军罐形。

整套茶具在绘画上意境悠远清高：江水依山而泻，扁

舟点点于江心之上；大江两侧亭台楼阁，塔刹高耸，怪石

嶙峋，花木矗立；江心横跨一桥，二人分立桥上；天空之

上群雁高飞。山水、人物等比例都很到位，画工勾、峻、

染笔触灵活并且层次分明，非常符合乾隆青花构图题材。

整体而言，此件清乾隆青花山水人物纹茶具颇具文人

画之风韵，观之令人赏心悦目。

清乾隆 青花加金彩山水人物纹茶具（图 14）

这是一套清代乾隆时期外销欧洲的茶具，现从海外

回流，由茶壶、茶叶罐、茶杯及盏托组合而成。茶壶高

10.1、口径 9.0、底径 10.7 厘米；茶叶罐高 11.5、口径 

2.6、底长 7.6 厘米；花口杯高 4.7、口径 8.0、底径 4.0 

厘米；茶托高 3.4、口径 13.2、底径 7.3 厘米。

这套茶具的设计包括胎釉及造型是中国式的，金彩，

有欧式风格。山水人物画工俊朗，水中近岸处礁石点点，

微波澹澹，有小舟或停或行于水中，有小屋、小庙杂落山

腰，有行人或前或后漫步过石桥。整体画法古朴，人物细腻，

疏密有致，具有水墨画的艺术效果。

清中期 广彩外销茶具（图 15）

这套广彩茶具由壶和带托杯组成。壶的四面以椭圆形

及祥云形开光，中间绘有古代人物故事。其中一面开光内

有 3 人。中间的男子身着红色宽袍，头戴红缨凉帽，帽上

无顶珠，当为清代无品级小吏。右侧的女子身着绿色束腰

长衫、发髻上梳。带托杯杯身的其中一面开光，则描绘了

贵族妇女闲于庭院中赏景，另有一名侍女手持芭蕉扇伺立

在旁。

整套茶具绘画细致传神，人物线条勾勒自然流畅。

广彩是广州地区釉上彩瓷艺术的简称，以构图紧密、

色彩浓艳、金碧辉

煌为特色。广彩瓷

器多喜欢用“开光”

来装饰，此套茶具

也不例外。

清 粉彩轧道花

卉纹罐（图 16）

此轧道花卉纹

罐 为 一 对， 通 高

12.8、 口 径 3.5、

底长 8.9 厘米，直

口，器身呈倭角圆

方形，平底。

器外壁松石绿

地轧道，上施粉彩

折枝花卉纹。在青

翠绿叶映衬下，绽

放着红、蓝、紫三

图 13  清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纹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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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花朵若干，娇艳非常，蔓草纹细密、连续而规整，显出

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之感。整体造形敦实秀美，色彩

柔和，纹饰精美，工艺繁而不乱。

轧道工艺是用细尖状物在器身镂刻卷草纹的加工工

艺，乾隆时期用得最多。

清 青花诗文茶具（图 17）

这套青花诗文茶具是从法国回流的文物，由茶壶、茶

托及茶杯组成。其中，盘高 3.5、口径 17.5、底径 3.3 厘

米；杯高 5.5、口径 3.3、底径 7.4 厘米；壶高 35.5、口

径 12.0、底径 25.5 厘米。

茶具的主题装饰纹饰为唐宋诗文，如“商女不知亡国

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等经典名句，青花发色鲜艳，字体端正，铜质的提梁和镶

铜壶嘴让欧式装饰风格显现。

瓷器、茶叶、紫砂壶这些都是代表中国的象征性符号，

茶叶作为商品大量外销出现于 17 世纪以后，随着新航线

的开辟，欧洲国家的船队经过好望角进入到东南亚以及东

亚，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贸易，随着茶叶需求量的攀升，

茶具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而这些茶具组合只是大量外销茶

具的一个小小缩影。

清 铜胎画珐琅缠枝牡丹纹茶船（图 18）

茶船呈海棠花形，高 2.1、长 15.2 厘米，铜胎，器内

外壁以珐琅彩作为装饰。在宝石蓝地色的衬托下，藤蔓卷

草般的枝叶串连，茎蔓缠绕，花叶连绵，紫红、金黄、草

绿色绘就的缠枝牡丹显得格外娇美、更显生机。器内下凹

以承茶盏，内底绘宝相花一朵。

整器各种纹饰协调有序，繁而不乱，疏密相间，色彩

明快艳丽，给人一种优雅匀称的美感。

“茶船”即为船形茶托，其用途跟普通茶托一样，承

茶盏防烫手之用。在清代，船形茶托颇为流行。清代寂园

叟在《陶雅》中提到 :“盏托，谓之茶船，明制如船……”

清代顾张思在《土风录》卷五写到 :“富贵家茶杯用托子，

图 14.1  清 青花加金彩山水人物纹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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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茶船。”在茶具这个庞大的家族中，茶船

虽处于从属地位，却也是不可或缺。

清中期 剔红茶船（图 19）

此对茶船采用“剔红”工艺，所谓“剔红”

就是在器物的胎型上，涂上几十层朱色大漆，

待干后再雕刻出浮雕的纹样。

茶船通体精工细作，外以“剔红”细密

锦纹为饰，口沿处施以金彩；内施松石绿釉，

中为“寿”字纹。

本品造型新巧典雅，雕工繁复，大气美观。

清 铜胎画珐琅白菜纹茶船（图 20）

茶船呈十字花形，高 2.1、长 15.2 厘米，

铜胎。通体以蓝色为地，其上绘珐琅彩大白

菜八株。“白菜”和“百财”同音，借喻家

财万贯，且“菜”通“才”，因此白菜还有

多才之意。此外，白菜的颜色清白相间，寓

意清清白白、清正廉明。因此，白菜纹多被

古人用于象征人格、品德等。

茶船内心底下凹以承茶盏，内底绘宝相花一朵，纹饰

规整，用色淡雅，描绘栩栩如生。

铜胎画珐琅在康熙时期由欧洲传入中国，画珐琅多以

红铜为造型，表面以白釉为地，再用彩釉描绘图案，经焙烧、

镀金而成，体轻、绚丽多彩。

清 锡胎包椰壳雕杂宝纹茶具（图 21）

茶叶罐高 15.3、口径 5.0、底径 7.5 厘米，直口带盖，

圆鼓腹，处撇圈足。盖碗高10.1、口径12.0、底径7.1厘米，

上盖，下碗，外圈包以椰壳。碗高 5.3、口径 12.5、底径

4.9 厘米。奶杯高 11.0、口径 7.0、底径 4.6 厘米，口沿

设计巧妙，曲形把，器腹呈长圆形，因为外销茶具，故此

奶杯为迎合欧洲人饮茶加奶的习惯，定制而成。提梁壶高

10.0、口径 6.0、底径 6.5厘米，内凹口，盖钮制成瓜蒂状，

弧肩，扁圆形腹，矮圈足，三弯形流，肩部两侧立竖耳，

图 14.2 国外油画中的外销青花茶具 图 15  清中期 广彩外销茶具

图 16  清 粉彩轧道花卉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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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孔有两环形款提梁。

整套茶具外以椰壳

作为装饰，椰壳外侧为

满雕填金彩的团寿纹和

芭蕉扇、花篮等杂宝纹，

纹饰虽繁密，但繁而不

乱，层次清晰，布局大方，

雕工纯熟。

椰壳雕工艺在我国

很早就运用了，但大量

用作茶具则是清代以后

的事。此套茶具以锡为

胎外包椰壳，由茶叶罐、

盖碗、奶杯、碗、把杯

及提梁壶组合而成，制

作工艺十分精美。

清 漆嵌螺钿四方小

杯（图 22）

这对漆嵌螺钿小杯

高 4.0、口径 5.7、底径

2.6 厘米。四方形杯，

上宽下窄，方圈足，形

制小巧。杯内为铜胎，

外壁通体髹黑漆，色泽

典雅庄重，间配以螺钿，

镶嵌成山石花草图案，

细致典雅，于古朴之间

呈现优雅富贵之态。

根据《髹饰录》的

记载：“螺钿……百般

文图，点、抹、钩、条，

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

又分截壳色，随彩而施

缀者，光华可赏。”意

即螺钿工艺按照画面花

纹的需要，采用不同色

泽的螺片，裁切成各种

不同的形状，镶嵌出各

种画面，达到近似设色

的效果。清代诗人刘应

宾有诗：“螺钿妆成翡

翠光。”螺钿的光泽堪

比翡翠，华美高贵，赏

心悦目。其经过工匠的

精心打磨、雕刻、抛光，

成品往往视觉效果奇佳，图 17  清 青花诗文茶具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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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夺人，为宫廷和民间所推崇。

清道光 松石釉凸白花茶船（图 23）

这件茶船呈十字花形，高 3.1、长

14.7 厘米，敞口，弧腹，矮圈足，内心下

凹以承茶杯，器内外满施松石釉。松石绿

釉往往多为彩瓷色地，以彰彩绘之美，而

此件茶船不独如此，更多为了突出松石绿

釉之匀净质感。

松石绿釉上以白彩凸绘缠枝花卉。圈

足口沿露胎，呈灰白色。圈足内书矾红小

篆六字三行“大清道光年制”款。

清道光 “慎德堂”款粉彩花卉纹杯（图

24）

这对小杯的器形精巧玲珑，高 5.7、

口径 8.0、底径 4.2 厘米，直口，深腹，

圈足。以白釉为地，胎体轻莹如玉，圈足

内以矾红书楷体“慎德堂制”。杯外壁绘

粉彩菊花，画笔细致入微，纹饰淡雅明丽，

构思巧妙、神态生动、色彩丰富艳丽，显

出一种高雅的情致。

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理政的地

方，故款识为“慎德堂制”的瓷器通常是

道光皇帝的御用品。

清道光 黄地红龙碗（图 25）

碗为一对，敞口，弧腹，圈足，高 5.7、

口径 11.4、底径 4.7 厘米。

碗内施白釉，外以黄釉为地，以矾红

绘五爪双龙抢珠纹。双龙姿态矫健、神采

图 18  清 铜胎画珐琅缠枝牡丹纹茶船

图 19  清中期 剔红茶船

图 20  清 铜胎画珐琅白菜纹茶船

图 21  清 锡胎包椰壳雕杂宝纹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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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纹饰动感极好。近圈足处饰以海水纹，

周围满布云朵，祥云朵朵，龙游云间。圈足

内青花篆书六字三行“大清道光年制”。

碗器型规整，胎釉俱佳，绘画线条刚劲，

画面明快，龙纹生动，威仪难掩，具有典型

的皇家风范。

清 道 光 款 青 花 矾 红 花 卉 纹 小 杯（ 图

26）

高 4.6、口径 8.2、底径 3.2 厘米。青

花矾红是指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的瓷

器装饰技法。此杯即采用青花矾红装饰。

敞口，深腹，圈足，通体施釉，胎洁白

坚实，杯内透明釉地纯净，外壁绘对称排列

的 4 朵宝相花纹，花朵用矾红彩绘饰，叶子

以青花描绘，红彩浓艳，青花淡雅，对比强烈。

底书“大清道光年制”青花六字三行篆书款。

清 光 绪 黄 地 绿 龙“ 寿” 字 高 盅（ 图

27）

这对高盅，品相完好无损，通高 5.8、

口径10.2、底径4.7厘米，敞口，深腹，圈足。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器内外除圈足外，满施

黄釉，釉色黄中略带白色。

盅是我国古代较为常见的日用器皿之

一，主要用于盛放茶、酒等饮料，多为没有

把的小杯子。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对颜色的

使用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据《明史》记载：

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规定“官吏衣服、

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明史》

卷八十二载：“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

五万馀，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

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由此可

见，不仅服饰上对颜色有严格的控制和规定，

当时的民窑也被禁止私自生产颜色釉陶瓷。

官家生产的颜色釉瓷器也有着不同品

级，专供不同身份的人享用，象征至高无上

的皇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其中，黄色更是

具有极为特殊的象征意义。明代时期，英宗

天顺二年 (1458) 颁发的禁令中规定禁止皇

族以外的所有人穿着黄色服装，到了清代，

黄色在皇族内部的使用也是有着相当严格的

等级规定。由此，这对黄釉高盅的皇家气派

已初现端倪。

此对高盅的纹饰也是异常华贵，其底部

有青花六字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显然

这是一件清代光绪年间制成的官窑器精品。

图 22  清 漆嵌螺钿四方小杯

图 23  清道光 松石釉茶船

图 25  清道光 官窑黄地红龙碗

图 24  清道光 “慎德堂”款粉彩花卉纹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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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底为双圈“寿”字纹，在宫廷的纹样中，

清代中晚期以后，寿字、蝙蝠等纹样出现较为

频繁，类似这样的纹样其实更多地变成了一种

理念性的东西，蕴含祝福长寿、福运拱寿，吉

祥祝福之意。

高盅的外口沿饰卷草纹，胫部为如意云

头，云角飘逸，外壁腹部主体纹饰则为绿色双

龙赶珠纹。色釉地龙纹瓷器起源于明代永乐时

期，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量制作。其

龙纹不是像彩绘瓷那样直接用颜料绘画，而是

先在白胎上勾勒出龙纹的图案轮廓后再在白

釉上施颜色地釉，最后再以颜色彩盖绘于刻在

胎上的纹饰，经两次低温烧成。

其中黄地龙纹是皇家控制最严格的一种釉

色和官窑极为流行的装饰题材。清《国朝宫史》

载：“皇太后黄瓷盘二百五十……皇后黄瓷盘

二百二十……皇贵妃白里黄瓷盘四……贵妃

黄地绿龙瓷盘四……嫔蓝地黄龙瓷盘二……

贵人绿地紫龙瓷盘二……常在绿地红龙瓷 

盘二……”

根据史料载录，清代当时皇太后、皇后用

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

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

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见，这对清

代光绪年间制成的黄地绿龙“寿”字高盅为贵

妃及妃子级别的妃嫔使用，其下等级的妃嫔是

图 26  清 道光款青花矾红花卉纹小杯 一对

图 27  清光绪 黄地绿龙“寿”字高盅

图 28  晚清 刺绣茶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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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的，为异常名贵的宫廷用瓷，充分反映了

统治阶级的审美意趣和文化倾向。

晚清 刺绣茶壶套（图 28）

茶壶套为刺绣丝质，粉红、浅绿一组两个，高

15.7、直径 17.5 厘米，均呈六方形。

其中粉色茶壶套的主题纹样为蝴蝶与花，花朵

鲜艳，蝴蝶翻飞，代表了“蝶恋花”的美好生活寓意。

浅绿茶壶套的主题纹样为金鱼，亭亭的水藻，

悠悠的金鱼，寓意“金玉满堂”。壶套上部则为水

鸭嬉水图样，鸭子姿态悠闲，怡然自得地在水塘中

嬉戏划水。

整体而言，这组茶壶套色彩温润静雅，刺绣细

腻生动，实为佳品。

唐宋时期流行煮茶和点茶，即煮即点即饮，并

不存在茶水保温的问题，因此在明代之前茶壶套并

不流行。明代以后，饮茶方式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

茶的瀹饮法，促使人们思考如何避免茶水过快冷却

的问题，于是茶壶套（桶）应运而生。套（桶）内

垫入棉絮、丝织物等，可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保温的

作用。茶壶套（桶）的材质多样，有木、竹、藤、

皮、布等，但刺绣的精品并不多见。

晚清 龙纹竹节银茶具（图 29）

此套茶具通体为银制，由壶、奶杯和糖罐 3 件

组合而成，奶杯和糖罐专为欧洲人饮茶时喜欢往茶

汤中加奶加糖而定制，为海外回流文物。

茶具的盖钮及执柄、壶流雕作竹节式，此为中

国汉族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纹样，寓意“节节高

升”。器身浮雕飞龙纹，纹饰立体感强烈，工艺精美。图 29  晚清 龙纹竹节银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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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壶用泥为紫泥调沙，壶体呈圆球状，壶面浮雕有鲤

鱼、蛟龙与波涛，鱼、龙、云浮雕装饰与壶身浑然一体，

刻画精细。壶把是条龙尾，壶嘴、壶盖分别饰以云纹和

伸缩自如的龙头，斟茶时龙舌会自动伸缩。

两只“鱼化龙杯”上也装饰着云浪纹，舒展流畅。整

套茶具意境优美，情趣动人。

“器为茶之父”，在饮茶发展史上，无论是饮茶习俗、

烹沏方式，还是茶类加工的变革，都在茶具上有直接或间

接的体现，几千年的茶文化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茶具的演

变史。

而这些组合而成的茶具文物，不仅是其使用者社会地

位和身份的标志，也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优雅与精致的重要

载体，更是一个时代审美意趣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郭彤）

整套茶具最人性化的设计在

于：壶的执柄部位用两小块象牙进

行了隔热设计。因为根据热传导的

原理，金属导热系数大于一般固

体，银作为金属比象牙更容易导

热。执柄用象牙加以隔断后，即使

壶体温度再高，执柄部份也不至于

太烫。确实是极具匠心的设计。

民国 “开详”款鱼化龙紫砂

茶具（图 30）

此套茶具由紫砂壶和两个紫砂

杯组成，主题纹样为“鱼化龙”。

“鱼化龙”也叫“鱼龙”“鱼

龙戏浪”，蕴含飞黄腾达、平步青

云的理想，为明清流行茶具样式。

其中“鱼化龙壶”经过清代嘉庆、

道光、咸丰时期的紫砂巨匠邵大亨

的精心设计，寓意吉祥的鱼化龙壶

成为一种成熟的壶型，并广泛流

传，壶式流传至今，已成为紫砂壶

具的经典器型之一。

图 30  民国 “开详”款鱼化龙紫砂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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