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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燕青

精品荟萃

亮相上林湖畔

越窑风韵展﹄上林湖畔开展
——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西周晚期提梁卣带盖、战国原始青瓷龙首鼎、东汉水波纹三足香薰、唐莲
花纹粉盒……展柜中的 70 多件瓷器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造型精美，色泽圆
润，基本上能够代表着所属年代的烧制水平。从西周的原始瓷到南宋的青瓷，
整个展览系统地呈现了越窑青瓷从孕育、发展到成熟的整个历程。
展品造型多样，不一而足。晋代鸟形灯盏，高 4.5 厘米，口径 10 厘米，底径
5 厘米，侈口，斜弧腹，平底，釉色清亮。灯盏中心立着的鸟，直视前方，展翅
欲飞，反映了魏晋时期的人们向往着远离尘世、羽化归仙的境界。北宋喜鹊牡
丹纹粉盒，高 6 厘米，腹径 14.5 厘米，底径 10.5 厘米，此款粉盒做工精细，器型
精美，内外施青釉，由盒盖和盒身两部分组成，盒盖刻牡丹喜鹊纹，寓意着幸
福美好和繁荣昌盛。时隔千年，今人仍然能够透过这些瓷器了解古人的审美情
趣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
不同阶段的瓷器在制作工艺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审美标
准，而通过这些差异，就能大致了解整个越窑青瓷发展脉络和工艺变化。唐多
足辟雍砚，面径 18 厘米，高 6.5 厘米，砚心与边缘之间环以浅沟，下安十二足，
是瓷砚中颇为独特的一种造型。据了解，越窑青瓷中瓷砚有圆盘砚、珠足砚、
箕形砚等，年代的不同，形式也不断演变，辟雍砚是其中的一种。唐宋时期，
青瓷依托明州港大量输往海外，在海外沉船的发掘时曾发现一种摩羯鱼杯，展
品中也有一件五代摩羯鱼杯。摩羯鱼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鱼，龙首鱼身，被认为
是“合水之精，生命之源”，常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其生动的形象比较符合海外
消费者的审美，是研究越窑外销盛况的重要物证。
展品中有一件北宋“太平兴国八年上林窑造”食瓶刻有“明州”“上林窑”
字样，这在青瓷器中极其罕见。此瓶高 37 厘米，口径 12 厘米，底径 10 厘米，盖
径 17 厘米，喇叭形长颈，下腹微收，釉色青中泛黄，颈部置四柄。腹部阴刻有
“明州慈溪县金川乡大户冯氏记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廿四日在上林窑造此食瓶
记”。这段铭文不仅记录了食瓶的制作年代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八年 （983 年），还
记载食瓶的烧造窑口，为研究北宋时期上林湖窑业发展情况提供了确切的实物
资料。展厅还有一件极为珍稀的青瓷器，那是一把“唐代凤头小执壶”，拳头般
大小，是目前国内同类完整器形中最小尺寸者。

公开征集

提高社会参与度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为庆祝这样一个意义
重大的历史时刻，也为了助推青瓷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今年 4 月，主办方开始公开征集此次展览的展
品，主要是以宁波市收藏家协会会员藏品为主，
经过几个月的收集、筛选，最终从 50 多名会员提
供的藏品中挑选出 70 多件精品。
我市是唐宋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青瓷文化
也成为我市地域文化和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上林湖越窑青瓷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最
高水平，是“南青北白”中“南青”的杰出代
表，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到海外。近年
来，我市致力于青瓷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切实有
效地开展了申遗、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青瓷文化
传承园等文化工程，也涌现了一批致力于越窑青瓷
收藏、传播、研究的热心人士，为越窑青瓷文化的
研究、传承与推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次入选展品
出自慈溪、余姚等宁波地区的 26 名私人藏家。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把藏品拿出来供大家参观是一
件好事。”我市藏家华先生说，他收藏有 1000 多件青瓷器，此次
展出了 5 件珍品，“太平兴国八年上林窑造”食瓶就是其中之一。他
说，20 多年前发现了这件青瓷，因为很少见到刻有“明州”字样的物件，就想
方设法地买了下来。
展览现场不仅有精美绝伦的青瓷器，还布置有美不胜收的纹样画。这是出
自我市青瓷文化爱好者沈建桥的作品。受主办方邀请，沈建桥配套展出了 《九
秋风露越窑开》《双龙戏珠图》《听君一曲琵琶语》 等 14 幅越窑青瓷题材画，展
示了越窑烧制工艺流程、青瓷出土原件上经典刻画纹等，并结合自己的理解赋
予了这些作品全新的意境。他打算出版自己所有的题材画，为青瓷纹饰的研究
和青瓷文化的传播尽一份心。
参加展览的还有不少外地的专家和爱好者。中国古陶瓷协会会员、江苏省
古陶瓷研究会副秘书长曹兆浦说，非常荣幸在这充满文化与艺术的上林湖越窑
遗址博物馆观赏到这么多精品瓷器。他说，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极为
崇高的地位，以青碧透亮的釉色影响后世。婺州窑和越窑是姐妹窑址，有许多
相似的地方，加强交流、抱团研究非常有必要，希望这样的展览可以巡回展
出。中国古陶瓷协会会员、湖州市晋唐古陶瓷艺术研究院院长晋武成告诉记
者，此次展览主要是为了展示“母亲瓷”越窑的源远流长，凸显上林湖作为
“瓷都”、“越窑圣地”的地位。与展品同时展出的还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赵自
强先生的书法作品“越窑圣地产秘瓷”，原省文物局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鲍贤伦的书法作品“越窑圣地”，此外，主办方还向公众推出了“最美展品”评
选活动。

名家讲座

解读南宋越窑

南宋越窑有怎样的历史和特色？又有怎样的韵味和内涵？展览揭幕后，陶
瓷专家沈岳明作了题为 《南宋越窑》 的讲座，为广大陶瓷爱好者分享考古资
料，解读南宋越窑的烧制工艺、产品特点、持续时间等。
沈岳明，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长期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主
持了越窑、龙泉窑等窑址的考古发掘，富有多年的考古发掘经验，掌握了大量
一手的资料，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
《六研斋笔记》 中提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
目之，不能别白也”。“一般谈论越窑，说到北宋中晚期开始衰落就不讲了，不
会提南宋越窑。”沈岳明说，但若在文献中仔细找找，还是有关于南宋越窑的零星记载。他查阅了 《云麓漫钞》
《坦斋笔衡》《老学庵笔记》 等很多文献资料，还展示了考古发掘的文物照片和日本大阪、台北故宫等处的藏品照
片，讲解了南宋越窑的特点，比如器物胎壁比较薄，底足低矮圆润，折腹，大致归纳了半浮雕式双线莲瓣、牡丹
纹、箅纹莲瓣等装饰。
沈岳明还从文献和实物两方面做出了越窑停烧时间的推测。实物中，“甲申殿”盘上的字为烧前刻。“甲申”
为绍兴十九年 （1149），可能是高宗皇帝为母亲韦太后庆贺七十大寿，也可能是太庙设立斋殿；
“慈宁”盘上的字
为烧后刻，按照史实，慈宁宫的使用时间为绍兴十二年至绍兴二十九年；“德寿”瓷片也是烧后刻字，高宗是在
绍兴三十二年退位后居德寿宫，这意味着绍兴年间越窑已停烧。因此，他推断为越窑烧造最后下限应在绍兴十九
年到绍兴二十九年。沈岳明渊博的知识、务实的作风、全新的见解让在场的青瓷爱好者受益匪浅，讲座后他们还
围着沈教授请他答疑解惑。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从名不见经传的歌咏团到站上大剧院舞台开专场音乐会，华阳快
乐之声合唱团在短短三年时间实现华丽蜕变，令人啧啧称奇。9 月 19
日，“我和我的祖国”华阳快乐之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在大剧院举
行，用歌声诠释时代精神，为市民送上艺术盛宴。作为一个县市级业
余团体能够举办这样规格的专场音乐会，在全省也是凤毛麟角。
2016 年，慈溪市快乐之声合唱团成立，这正是华阳快乐之声合
唱团的前身，2018 年，合唱团冠名“华阳”，目前已经有 70 多名成
员 ， 获 得 过 宁 波 市 工 会 系 统 合 唱 比 赛 三 等 奖 、 2018 年 “ 心 有 力
量、歌声嘹亮”全国合唱选拔赛宁波赛区第一名，这次举办音乐会是
一次成果展演，也是一次综合性考验。

精彩迭出 堪比专业水准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谁不爱自己的母
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一首 《祖国，慈祥的母亲》 开启了整
场音乐会的序幕，饱含深情的歌唱、丰富优美的和声，将观众的情绪
一下子带入到对祖国的赞美和依恋中。随之而来的都是耳熟能详的经
典老歌，曼妙动听的 《瑶山夜歌》，感人肺腑的 《思念》，高昂激越的
《少林少林》 ……这个平均年龄 58 岁的合唱团用堪比专业水准的演出
奉上了精彩纷呈的艺术之夜。混声合唱、朗诵、四重唱、男声独唱、
钢琴独奏、女声独唱、无伴奏合唱等多种形式的穿插运用，使整台表
演高潮迭出、惊喜不断。无伴奏合唱 《江南古镇》 更是让大家领略了
这一合唱艺术表现之首的独特魅力，这种方式在乐曲编排、声音控制
上要求极高。
当晚的伴奏和指挥都是青年才俊。常驻钢琴伴奏徐卓，6 岁开始
学琴，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朱亚芬、伊丽娜·马格丽娜，曾多次在国
际大赛中获奖，在音乐会现场还表演非凡的琴技，献上了钢琴独奏
《在那遥远的地方》。指挥杨建锋，师从著名合唱指挥家张建国教授、
乌克兰籍专家尼娜·祖布科娃。他的指挥润物细无声，有风的轻柔、
水的恬静、酒的酣醉。
音乐会还邀请了男高音歌唱家于浩磊和女中音歌唱家王碧华助阵
演出。他们都是上海歌剧院独唱演员中的实力唱将，分别
演唱了歌曲 《我像雪花天上来》 和 《感恩》。前者毕业
于沈阳音乐学院，师从曲歌教授、歌唱家魏松等，
曾获第十届“金钟奖”声乐比赛上海地区美声组
一等奖，多次到世界各国出访演出，后者师从
杨岩教授、陈晓副教授，曾获第三十九届意
大利“贝利尼国际声乐比赛”中国赛区三
等奖。

乐此不疲 爱歌唱爱生活

用歌声诠释时代精神

﹃九秋上林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
杯。”9 月 19 日，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九秋上林——越窑风韵展”在上林
湖越窑遗址博物馆开幕。宁波市收藏家协会 26 名藏家的 70 余件瓷器精品缤纷亮
相，给初秋的上林湖增添了古典醇厚的文化韵味。
为促进青瓷文化的交流与挖掘，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宁波市收藏家
协会主办了这次活动。展览由湖州市晋唐古陶瓷艺术研究院、泰康人寿保险宁
波分公司、慈溪市收藏家协会协办，上林湖越窑遗址博物馆、宁波市收藏家协
会陶瓷专业委员会承办，展期一个月。

华华华 阳阳阳 快快快 乐乐乐 之之之 声声声 唱唱唱 响响响 专 场 音 乐 会

■全媒体记者

《我爱你中华》《感恩》《劳动托起
中国梦》《我和我的祖国》 ……高亢的歌
声、深情的呼唤、饱满的精神，让观众沉
浸其中，满腔满怀是对祖国的赞美、对时
代的歌颂、对生活的热爱。这种充满艺术
魅力的声音就来自于这些对合唱痴迷的华阳
快乐之声合唱团成员。他们奋斗在各行各业
各条战线上，也许是教师、也许是医生、也许
是公务员，他们中年龄最大 76 岁，最小 43 岁，都
为着共同的爱好相聚在同一个舞台，他们凭着对音
乐的喜爱和执着，打磨着舞台艺术和声音的完美结合。
男声独唱 《我爱你中华》 的歌唱者陈建平是宗汉街道联
兴村党总支书记，也是华阳快乐之声合唱团名誉团长，十分热爱歌唱
艺术，演唱水平也相当出色，曾经在我省第四届、第五届“我们的村
晚”演唱并获金奖。女低声部的苏瑛不仅自己痴迷于合唱事业，还将
这份快乐传达给身边的朋友家人。当晚，她的亲友团都为她的歌声点
赞，堂妹苏智英夸她唱歌“超 OK，唱得非常棒”，年事已高的父母也
来了，让苏瑛特别激动：
“正逢我父亲 90 岁生日，算是给他的一份生日礼物。”
为筹备这场音乐会，合唱团从去年底开始排练，每星期一到两次，风雨无阻。成员们都放弃了
很多业余时间投入到紧张而充实的练习中。陆军是华阳快乐之声合唱团艺术总监，曾任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文联主席等，在文艺方面才华横溢，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共创作了 1000 多首歌
曲，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 800 多首。近年来，他潜心合唱研究和实践，先后参与组建了多支合唱
团体，为我市的合唱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了圆满完成音乐会专场，身患重病的他还是坚持在一
线，甚至推迟了化疗时间。华阳快乐之声合唱团团长孙君说，合唱能够净化心灵，启迪智慧。团里
的每一个人都将合唱作为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业来对待，每一次演唱都做到准备充分，全情投入，这
才让合唱团的综合水平显著提升，走上了省一级舞台。

砥砺前行 奔向更宽广的舞台
合唱是一门高雅艺术，起源于欧洲 17 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合唱越来越受欢迎，成为具有
广泛群众基础的大众化的多声部声乐艺术形式，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人的声音的控制与声音的造
型。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省合唱协会副秘书长周雪松莅临现场并观看了整场音乐
会。他曾经在去年“心有力量、歌声嘹亮”全国合唱选拔赛上就见识到这匹黑马的爆发力，但音乐
会给他更大的震撼，“声音的控制、情感的表达，都很到位，这么短时间内能有这样大的跨越，实
在是出乎意料。”他说，他在合唱道路上已经走过了 25 年，深知带一个团队非常不容易，华阳合唱
团的出色表现可以说是个奇迹，这在全省绝对是第一个。
为了铸就品牌，合唱团聘请了国家级音乐专家担任艺术顾问，经常邀请省级著名
音乐学院教授授课，知名音乐院校高材生担任艺术指导、声乐指导。“我们团组
建的时间不长，成员都是业余爱好者，总体的音乐素质不高，基本上是零基
础，需要一句一句教，但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 6 个声部的演唱。”陆军
说，下一步着重在人员素质上下功夫，多吸收有音乐基础的队
员，加大音准、节奏、乐理上的培训力度，使合唱团能够
冲出浙江，奔向全国性的舞台。周雪松建议，声音的
统一与磨合、高 音 和 弱 音 的 处 理 ， 都 要 加 强
训练，才能做到完美呈现，他期待合唱
团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作为
慈溪文化品牌唱得更响，走
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