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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乡有放不下的感情”
“非遗”传人施珍的青瓷世界

施珍的上越陶艺研
究所坐落于慈溪上林
湖南岸。7 月下旬，一
场雨后，山色空蒙，给
精心设计的小院平添
几分青翠。

自 2000 年回到慈
溪，高级工艺美术师、浙
江省非遗越窑青瓷烧制
技艺传承人施珍已在上
林湖畔流连了20余年，
采土、淘洗、修坯、刻画、
涂釉、烧制……以匠人
匠心追寻秘色、烧造青
瓷，助力千年越窑窑火
重燃。

近日，施珍完成了
一组新作品：《百年烽
火走向辉煌》。一组四
件青瓷笔筒分别刻画
红船起航、井冈山会
师、革命圣地延安、西
柏坡会议四个场景，献
礼建党百年。

她还计划今年11月
在浙江美术馆推出个展
《上林随想——施珍越
窑青瓷作品展》，并出版
同名图录与专著，为多
年探索做一总结。

个人首展
将于今年11月举行

从16岁开始算，施珍已在陶瓷艺
术上耕耘了30余年。从景德镇到龙
泉，施珍到访过国内许多著名陶瓷产
地，最终还是选择了上林湖作为“安
家”的地点。

“可能是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对
家乡还是有放不下的感情。”施珍说，
自从来到这里，上林湖给了她诸多创
作上的灵感。“这里空气很好，环境也
很好，是一个适合搞艺术的地方。”

她和爱人花了不少时间，将上越
陶艺研究所打造成一个精心设计的艺
术空间，拉胚的教室、工作室、窑炉、展
示厅一应俱全，充满自然与泥土的气
息。

除了创作精品，施珍每年都还会
推出不少文创礼品，让“非遗”走入寻
常百姓家。今年上半年，让她感到最
满意的文创礼品是《湖光山色》对杯，
杯身用了不规则的水纹，而杯盖一个
是“吉祥鸟”，另一个用了小石块堆叠，
模拟湖山的样子，“质感看起来也很像
上林湖边半埋在泥土里的那些碎瓷
片”。

施珍说，上林湖是越窑青瓷的诞
生地，从东汉到南宋，兴旺了千年，但
是因为各种原因，越窑也没落了千
年。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这一
代“回归”者特别需要知道自己要的究
竟是什么。

一方面自然是对传统的恢复与致
敬。施珍曾成功仿制出一套法门寺

“同款”秘色瓷，让秘色瓷的生命得以
延续。另一方面，艺术家也需要彰显
当代的个性。近年，施珍的作品越来
越多地体现出不同于传统的色彩。从
《上林随想》系列，到《春天里》《山峦叠
翠弦纹瓶》《彩云追鱼秘色罐》，她越来
越喜欢在青瓷上添加色彩，使其进入

“现代陶艺”的范畴。
“作为一个陶艺工作者，作品中一

定要有我自己对青瓷的理解、把握，从
造型、装饰、烧制各方面，去完成我心
中的风景。”施珍表示。

今年11月，施珍将在杭州的浙江
美术馆推出首次个人展，以《上林随想
——施珍越窑青瓷作品展》为名，分秘
色重光、青鸟传情、多彩幻境、淡味茶
饮四个篇章，全面展示这些年的艺术
创作成果。这场展览也将是她30多
年“从艺”经历的总结。

记者 顾嘉懿

施珍，宁波余姚人，浙江省宣
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

她的三爷爷施于人是中国现
代陶艺教育理论家、景德镇陶瓷艺
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受家庭氛
围影响，她从小就喜欢这些“瓶瓶
罐罐”。16岁时，施珍赴景德镇学
习陶瓷艺术；1997年，作为我国第
一个陶瓷美术领域的交换生，赴韩
国首尔产业大学陶艺科进修。

施珍身上有着中西合璧的“学
院派”背景，既有来自她的老师，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嵇锡贵等
人的学养，也有西方现代主义线条
化、图案化的风格。

2018年，上林湖后司岙发现秘
色瓷窑址，参观时，施珍注意到出
土瓷片上的双凤纹，尖锐的鸟喙、
展开的双翅、长长的尾羽，展示出
一种独具魅力的自信。

凭借从凤纹中取得的灵感，施
珍设计了一种“吉祥鸟”图案，让
平面纹样化为立体。不久，《吉祥

鸟双耳瓶》《吉祥鸟莲纹盖罐》相
继面世，莹润细腻的釉色与富有
灵气的鸟头浑然天成，既有吉祥
如意的寓意，又有对生命自由的
想象，该组作品为其获得了一系
列荣誉。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去年起，施珍就在酝酿应当
以一件什么样的作品为党庆生？
最终，她选取了党史上四个节点性
的画面，翻刻在四个笔筒上，口沿
的位置，特别设计成心形，代表“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

“这组作品创作难度很高，有
山水、有人物，反复设计过多稿。”
施珍介绍，技术方面则采用了阴
刻、阳刻、堆叠与跳刀等多种工
艺。烧制时，她烧了有20多个，最
终挑出4个作为成品，体现了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组作品表达
了一种热忱和敬意，是对党百年华
诞的热忱祝愿，也是我对越窑青瓷
专业的热忱创新。”施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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