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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讲 人 名 片

岛田文雄 东京艺

术大学名誉教授，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

国 美 术 研 究 院 客 座 教 授 ，

国 际 陶 艺 教 育 交 流 学 会

（ISCAEE） 会长。

主持人：郑老师曾经写过《宋
瓷精神》，通过这本书可以感受到
他对宋瓷发自内心的赞赏。那么，
岛田文雄老师对中国哪一个朝代
的瓷器最感兴趣？浙江曾在中国
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著名的越窑、龙泉窑就在浙
江，您对浙江瓷器有什么看法？

岛田：我个人在很多年前申
请了“13 世纪中国龙泉窑青瓷
盘子的烧制方法”的研究课题，
不过，对龙泉窑的研究，最终还
要追溯到越窑上。之前跟郑老师
还有东京艺术大学的一些老师和
学生，到越窑现场考察过，我们收
集了大量的信息，包括越窑的很
多瓷片。越窑瓷器纤细、精致，当
时的匠人们一定饱含对土地的热
爱，才最终诞生了这么美好的东
西。我个人原来十分喜欢元代青
花，因为元青花的线条很流畅，很
粗犷，没有过多的细节修饰，更有
生动感。

主持人：请郑老师谈一下对
宋代五大名窑的看法，您最欣赏
和推崇哪个名窑，理由是什么？

郑宁：汝窑、官窑、哥窑、
钧窑、定窑，从技术和风格上来
讲，南宋官窑是我很欣赏的，至
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窑址，也
可以看到烧出来比较好的品种。

我个人喜欢青瓷，但自己青
瓷做得少。岛田老师是我在日本
时的指导教官，他是日本青瓷国
宝的获得者。有一次他说，“中国
的南宋官窑太了不起了！”这是我
第一次听日本青瓷界泰斗级的人
物这样评价。同时他还告诉我，世
界上最难烧的就是青瓷。

主持人：我们知道，传统陶
艺和现代陶艺是紧密相连的，请
问两位老师，你们从传统陶艺中
获得过什么样的灵感？

岛田：我认为，整个传统陶
艺一直处于时代的河流之中，所
有陶艺最终会沉淀在主流的河干
中。从长远来看，现代陶艺也会
变成历史长河的一部分。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目标首先
是要在传统历史长河中发现自我、
展现自我，“岛田文雄”这四个字在
历史长河中会是什么？关于自我的
独特性，我始终在思索着。我也一直
努力地展现出独特的技法和风格，
让别人看到我的作品时，能一下就
想到这是岛田文雄的作品。

郑宁：谈到传统和现代，其实是
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利用这个机会，
我介绍一下我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陶瓷系的课程设置，这些可能就涵盖
了对当今陶瓷研究的领域鉴定。

一个是陶瓷设计。以产业化为
目的，类似于工业设计，是量产
化、标准化、产业化的概念，大部
分产品与日常生活相关。一个是传
统陶艺。传统陶艺，从原料的研究
开始，一直到成型、装饰、生成，
这些都是传统基础，研究更多的是
关于技术、技艺。最终展现出的作
品，还是跟实用相关的，比如说

盘、碗之类。还有一个是现代陶
艺。关注的是，通过陶艺作品要创
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观看者得到
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现代陶艺超越
了实用，传达出一种思想。

主持人：现在国家大力提倡
“工匠精神”，不知两位老师对“工
匠精神”怎么理解？

郑宁：我去日本的时候，发现
有个词汇非常好，叫“巨匠”，是
以“匠”来说事。这个“匠”代表什
么意思？至少包含“工”在里面，“工”
在日本具有非常高的地位。

实际上，我们中国并不缺“工”
和“匠”，但是以前我们很少关注工
匠精神，关注更多的是大师。社会发
展到现在，注重工匠精神是必然的，
因为工匠精神代表了一种深刻的探
讨，并不是具体指哪种“工”和“匠”，
而是以“匠心”来对待所有的研究。
陶艺也是研究不尽的，即便是一种
釉子，也足够研究一辈子。我觉得

“工匠精神”是一种激励延伸的状
态。

岛田：匠人精神的“匠”包含
了 技 术 高 超 的 意 思 ，“ 匠 ” 和

“巧”的读音也很像。
“匠”也代表了一种很难得的

才能，比如做天文望远镜的镜面，
如果有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毫米
的凹陷，就会影响效果。正常情况
下，这种微小的瑕疵机器测量不
了，但是有经验的匠人闭着眼一
摸，就能感知差异。

连贯性和细节性是匠人精神
的灵魂。比如陶艺中的拉坯环节，
年轻时会用力拉得很高，但随着时
间的积累，慢慢地就不需要用很大
力气了，更多的是靠技巧来支配。
同时，对罐子造型所表现的精神性
会越来越关注。对于造型和精神上
的思考越来越多，这是匠人精神的
重要构成。

个人感觉，工匠精神是随着自
我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得到提升的，
这包含技术和精神上的双重提升。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画艺术
院“坐而论陶”课堂活动，有删节）

连贯性和细节性是匠人精神的灵魂

坐而论“陶”：对话中日陶艺大师
顾 玮 孙 臣 吴央央 整理 主持人：岛田文雄教授和郑

宁教授是相知 23 年的老朋友，
你们相互欣赏对方的原因是什
么，或者在哪些方面欣赏对方？

岛田：东京艺术大学有一个
访问学者制度，郑老师当时获得
邀请，以此为契机，我和他在东
京艺术大学相识。

在东京艺术大学陶艺系，做
传统陶艺如碟、盘、碗的人比较
多，学陶艺的人一般比较喜欢做
菜，郑老师也是做菜的行家，包饺
子、炒土豆丝，特别拿手。总结起
来是，郑老师的陶艺做得好，又是
料理大师，所以特别受欢迎。

郑宁：谢谢岛田文雄老师的
夸奖，我是 1993 年去的日本，当
时国内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学做
陶瓷的，我是头一个。最初去的时
候，岛田文雄老师还在英国，1994
年他回东京，我们彼此相识。我有
很多东西向岛田文雄老师请教，
他有问必答，从不保守。另外关键
的一点是，岛田文雄老师非常热
爱中国，他到中国的次数已经多
到数不清了。譬如，10多年前，我
们曾经一起多次考察浙江龙泉
窑。

我花了 7年时间写了 《日本
陶艺》一书，详细介绍了日本陶
艺的历史以及现在的发展状况，
包括制度建设等。实际上，岛田
文雄老师致力于对中国陶瓷的研
究，我则致力于对日本陶瓷的研

究，这样，就促进了两个国家陶瓷
艺术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更多
的是建立在知识的交往和学术的
探讨上的。

主持人：古往今来，中日两
国在陶艺方面一直有密切的交

流，两位教授作为当代的陶艺大
师，能否对中日陶艺做一个点评？

岛田：我学了很多中国的历
史，了解了包括越窑、唐三彩、宋瓷、
青花瓷在内的各种陶瓷艺术，不同时
代有不同时代的风采。中国的陶瓷艺

术传到日本，对日本的陶艺影响很
大。现代陶艺在日本的发展有广泛的
民众基础，因为在日本热爱茶道的人
很多，茶道离不开陶艺，所以整个日
本社会陶艺的普及度也很高。

回头再来看中国现代陶艺的发

展。在中国，人们往往会将陶艺流
程进行分工，整个陶艺作品是由许
多人参与共同完成的。就这点来
说，是令日本陶艺家羡慕的。从产
业化方面来说，中国陶艺人需要更
注重设计和自己独特的想法，然后
把想法付诸实践。

郑宁：岛田文雄老师刚才说的
中国陶艺的特点跟国民性有关系，
也跟传统文化精神有关系。中国人
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齐心协力做
同一件事的，在陶瓷制作上就表现
为分工制，尤以景德镇为代表。历史
上，宋瓷非常有名，但是大家知道谁
做的吗？没有名字。这是中国人协作
精神的一种体现。

顺带我谈一下中日陶艺的区
别。中国的陶艺特别是宋代青瓷，
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的，就像中
国人做饭，慢火温煮，具有非常浓
厚的文化性质。相比之下，日本的
陶艺火味十足，日本的陶艺是烈火
烤出来的，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观察烧制过程，中国的陶瓷在窑内
间接接触到火，而日本陶瓷与火的
接触是直接的，有很多时候甚至要
靠燃料给作品以成分补充，所以它
流露着一种自然的情绪。日本一位
评论家说，中国的陶瓷是伟大、精
湛、美满的，而日本陶艺独辟蹊
径，成了自然的产物。他同时也认
为，中国的顶级陶瓷产于宋代，日
本的陶艺高峰是桃山时代，相当于
中国的明代。

中国宋瓷温文尔雅，日本陶艺火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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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长华 1954 年 出

生，祖籍山东淄博。“百千

万 人 才 工 程 ” 国 家 级 人

选 ， 享 受 政 府 特 殊 津 贴 。

现 任 中 国 中 医 科 学 院 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

史 文 献 研 究 所 书 记 、原 所

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

文献学科带头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委员。

日前，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柳
长华教授应邀来到宁波，为中医
行业的从业人员做了一场题为

《新形势下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
展》的学术讲座。他表示，中医
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
部分，理应在新时期得到足够的
重视与保护，特别是要立法加强
知识产权的保护。

谈到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
柳长华表示，中医药文化是源于
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比类取象、阴阳五行的
认识论、方法论所孕育的生命

观、疾病观、药物观、治疗观及
各种各样的医疗实践。说“中医
里边有文化”，不是指医德、辨
证施治、人文精神等内容，而是
说中医的核心，就是中医的生命
观、疾病观、药物观、养生观及
其诊疗方法，来源于中华民族的
信仰。比如，天人合一、阴阳五
行学说，是中华民族认识事物的
一种方法，是中国的一种哲学思
想，认为人的脏腑、经络、气血
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
文化在人的生命里的一种体现。

中医认为，自然界的“风寒

暑湿燥火”和人的“喜怒忧思悲恐
惊”相关，是致病的因素，这就是
中医的病因观。这种和自然界不和
谐的致病因素，不能加以消灭，只
能选择“治未病”。和自然界保持
和谐，和自己的内心保持和谐，人
就不容易生病，所以中医要讲养生
和治未病，这是中医生命观的体
现。人得了病，就叫“阴阳不平
衡”了。病有在表皮的，有在经络
的，有在脏腑的。病在表皮的，可
以按摩；在经络的，可以通过按
摩、针灸得到治疗；等病入了脏
腑，就只能吃药了。

中医还认为，万物和人一样是
有灵性的，人和自然是平等的。药
有寒热温凉，有升降浮沉，味道有
辛甘酸苦咸，和人是一样的。正是
因为有灵性的药，才能治疗有灵性
的人的病。如果给中药下一个定
义，即利用自然界草木金石的自然
属性来防治疾病的药物，叫中药。
把药组成“方”，就需要有医经和
本草知识的指导，这就是辨证施
治。药和方在中医学中是两个门类
的知识——药不能直接用来治病，
药是用来组方的，方才是用来攻病
的。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混为一
谈，违背了传统。

《神农本草经》 用产地、采收
时间、炮制方法、功用主治等来保
证药物的质量。然而，现代科学认

为，中药能够治病，是某种成分在
起作用，因此，中药的质量也要用
成分来加以区分。例如当归，传统
中有当归头、当归身、当归尾和全
当归分别入药。“金元四大家”之
一的李杲认为：“当归头，止血而
上行；身养血而中守：梢破血而
下流；全活血而不走。”《中国药
典》 则规定，“本品按干燥品计
算，含阿魏酸不得少于 0.050%。”
既然讲成分，就无所谓头、身、
尾了。

中医学还有一种价值，即可以
被现代科学技术所利用的价值。但
是，这种可利用的价值往往误导了
人们，认为这就是中医生存发展的
必由之路。我们有必要分清楚中医
的存在价值和可利用价值。

中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

2015年 10月，中国药学家屠
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
这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对此，柳
长华认为，青蒿素的发现，用现在
的语言表述，叫“基于传统的工业
创造”，现在中国人叫“科技创新”，

西方人称为“工业创造”。青蒿素的
发现，拯救了许许多多疟疾患者的
生命，非常了不起，获得诺贝尔奖
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柳长华教授
也感到很无奈，他说，中国人利用
科技手段研制了青蒿素，它的来源

是我们的传统中医药知识，但目前为
止，与青蒿素有关的专利都不在中
国。更直白地说，青蒿素研制虽然成
功了，但它在利益上和中国没有任何
关系。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个政
府间委员会（RGC）关于“披露来源、

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的三项原则，他
认为可以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写信，
要求这些与青蒿素相关的专利，按照
上述的三原则进行分享。

柳长华教授还认为，政府应该
鼓励国人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业
已形成的高端保护机制，鼓励大家
科技创新，去研发新的药物。同
时，要把我们那些“压箱底”的传
统医药知识保护好，要尽快制定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保护
好这个“源”。他说：“我曾经在
2004 年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
一次开展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项
目，同时还担任了国家传统医药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席委员。传
统中医药的保护，应是国家战略问
题，涉及文化安全、文化利益；不要
老喊‘中医药走出去’，走出去干什
么？不能再‘赔本赚吆喝’了。”

中医药IP要善加保护

柳长华教授认为，西医的预
防和中医的养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概念，但现在电视上《养生堂》等节

目全是西医去讲了，他觉得很滑
稽，这不合适。他认为，这里确实存
在一些误区，医生不能在大众媒体

上很不谨慎地讲“什么病，吃什么；什
么病人用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什
么时候喝什么……”这些原本专业性

很强的医学话题，不能轻易当众谈
论：有些方法可能对张三合适，对李
四就不合适，特别是涉及诊疗的问
题、用药的问题，就更不能随便了。

公众应如何理解中医药文化？
不要轻易地把养生看成一种“吃什
么、喝什么”的问题。有句话叫

“我的健康我做主”，这是当前医改
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以病人为
中心，让病人知道自己的健康问
题，从而懂得怎么去面对。健康问
题不是建更多的中医院、中医馆就
能解决的。把中医药的文化告诉公
众，这十分重要。

老百姓养生要谨防误区

林 海

柳长华柳长华：：中医药文化理应受到保护中医药文化理应受到保护

（罗文华 供图）

现场演示陶艺制作。（朱英炯 摄）

郑宁 现任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主

任、教授，国际陶艺教育交

流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高等

院校艺术教育研究会理事。

（朱英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