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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人文之驛」系列活動《中華文化系列》專欄（八十三）

饒足過洋磁灶窯
陳思

華社《中菲人文之驛》熱議文壇(卅二)

尋根謁祖情意深  人文之驛精神長
——參加「根脈尋蹤‧情系桑梓——中菲人文之驛走進世遺泉州」活動感想

謝鴻毓
8月4日下午4時，本人有幸作為「中菲

人文之驛」徵文比賽的獲獎者參加了由中國

駐菲律賓大使館、泉州市人民政府、菲華各

界聯合會共同主辦的「根脈尋蹤‧情系桑

梓——中菲人文之驛走進世遺泉州」在駐菲

大使館舉行的現場活動，與線上、線下近千

名人士見證了這意義深遠的歷史性一刻。

此次活動，由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泉州市人民政府、菲華各界聯合會精心組

織，得到了菲律賓華人華僑、各界人士、華

校領導、師生等人的高度重視。大家齊聚一

堂，共同觀看了《世遺泉州宣傳片》，聆聽

了大使館黃溪連大使、泉州市人民政府蔡戰

勝市長和菲華各界聯合會楊華鴻主席等領導

熱情洋溢的講話。在頒獎儀式結束之後，進

行了南洋華裔族群尋根謁祖綜合服務平台等

系列主題活動以及連線欣賞了泉州特色文化

展示特別藝術節目。

整個活動在熱烈、和諧、激昂的氛圍

中隆重有序地舉行。領導們飽含深情、激奮

人心的講話撥動了在座每一位華人華僑的心

弦，精彩紛呈的閩南文化節目讓我們目睹了

久違的南音神韻、高超的提線木偶表演、豪

邁剛勁的少林雄風以及妙趣橫生的高甲戲等

等。在座的菲華各界精英人士都在整個活動

中通過「觀、聞、賞、憶」，表達了對今後

「人文之驛」活動更多的熱切期盼，也注入

了進一步「弘揚中華文化、薈萃人文精神、

譜寫中菲友誼」的精神動力，共同展望美好

願景！

此次「人文之驛」活動的開展，本人

通過參與學習有了更深一步的瞭解和深刻體

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感想。

首先，我帶著質樸的情感觀看了《世

遺泉州宣傳片》，泉州是歷史文化名城，有

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視頻泉州的著名文化景

點和藝術文化介紹帶我們走進了文化歷史名

城泉州，去領略她獨特的魅力。泉州是我少

年時代求學的地方。我對這座歷史文化名城

有著深厚的情感。清淨寺是宋元繁榮貿易的

見證。開元寺是福建省最大的佛廟，是泉州

重要文化古跡。東西塔是中國現存最高的一

對石塔，氣魄雄奇、建築精湛。老君巖，經

風歷雨、巍峨矗立，與雄厚的大自然渾然一

體。還有泉州的踩高蹺，表演技藝高超，惟

妙惟肖的表演令人忍俊不禁。高甲戲，是閩

南戲曲劇種之一。提線木偶表演，不得不令

人歎服表演者的技藝精湛，講述與提拉抽

線動作的完美結合。泉州東臨台灣，西毗

漳州，是古代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

點。泉州，在青少時代，我的足跡曾經踏遍

了她的每一寸土地，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記

憶。但始終揮之不去的就是她深厚的文化底

蘊和濃厚的藝術氛圍。我深深地為她被評為

「世界歷史文化遺產」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全體菲華領袖和各界人士通過雲端也深切地

感受到了獨具魅力的「世遺之城」泉州的無

窮魅力。泉州，我們為您喝彩！願為您的世

代繁榮而盡綿薄之力！

其次，領導們的講話高屋建瓴，具有

劃時代的意義。講話內容具深度、寬度、厚

度和高度。黃大使指出：「泉州與菲律賓關

係源遠流長。早在宋元時期，泉州人便從刺

桐港出發，順著海上絲綢之路揚帆南下呂

宋，與菲律賓諸島建立起密切的經貿、文化

聯繫。」菲律賓和中國一衣帶水，正是由于

這種特殊的地緣，福建作為中國的沿海地

區，瀕臨菲律賓。菲律賓歷史上移民最多的

就是來自福建泉州晉江人。這些華僑先輩在

菲律賓扎根融合，繁衍生息。在和平的日子

裡，他們和菲律賓人民一起生活，建設美麗

的家園。在受到西班牙、美國和日本殖民者

入侵的時期，華人和菲律賓人民同禦敵寇，

趕走侵略者，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華人華

僑的思想理念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融入居住

國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落葉歸根」到

「落地生根」。這些華人華僑當中數晉江人

居多。蔡戰勝市長由衷地表示：「旅菲僑親

與家鄉的聯繫會越來越緊密。廣大海外泉籍

僑親始終是家鄉最突出的優勢和最寶貴的財

富。疫情隔不斷鄉情，泉州始終能感受到各

位僑親對家鄉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意。」

這是泉州市政府領導對廣大菲律賓泉籍華

人華僑最大的肯定和勉勵。是的，歷代泉籍

旅菲華人華僑對故國桑梓的建設和發展做出

了無私奉獻！他們飲水思源、知恩圖報、樂

善好施、長期致力于弘揚和傳承優秀的中華

文化，慷慨捐資支持華文教育事業的發展，

為家鄉設立各項教育紀念基金，修路建校，

興學傳薪。華人華僑既關心居住國的發展，

也心繫祖籍國的變化。楊華鴻主席也由衷地

表示：「『中菲人文之驛』項目穩步推進，

取得了良好效果，逐漸成為推動中菲人文交

流的優質品牌，成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進一步密切和深化僑胞與祖（籍）

國血脈聯繫的重要窗口和紐帶。」是的，菲

律賓華人華僑希望通過「中菲人文之驛」進

一步瞭解祖（籍）國的發展和變化，感知今

日的中國科技、文化、經濟等方面的驕人成

就。借此契機，作為自己的精神的依托和今

後奮鬥鞭策的力量。同時，也通過這些有意

義的活動激發旅菲同胞爭當成為祖（籍）國

人文精神的繼承者、傳承者和紐帶橋樑。一

直以來，旅菲華人華僑發揚了吃苦耐勞、蹈

厲奮發、愛拼會贏、樂善好施的精神，已經

成為了菲中兩國建設重要的參與者、見證者

和貢獻者！

最 後 ， 此 次 活 動 ， 還 起 到 了 文 明 互

鑒、精神共賞、共見美好的作用。除了讓華

人通過活動進一步深入瞭解泉州，也讓泉州

鄉親增進對旅菲僑胞的情感。一起體味僑親

對于故國家園濃濃的愛，他們在事業有成之

後，仍不忘為菲中兩國的友誼，優秀人文精

神的傳承做出積極的貢獻！菲華僑胞也通過

直觀形象的「世遺宣傳片」和獨具閩南藝術

文化特色的節目充分感受家鄉的文化藝術魅

力！南音、木偶、高甲戲、南少林武術等都

是泉州父老鄉親和海外僑胞最鍾愛的節目，

菲中兩地將繼續弘揚和傳承這些古老的寶貴

的藝術。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正是這種

強烈的家國情懷，深厚的根脈情結，還有豐

厚的人文精神，以及主辦單位的精心籌備、

組織，使本次「根脈尋蹤‧情系桑梓——中

菲人文之驛走進世遺泉州」活動取得了圓滿

成功！衷心地祝願「人文之驛」活動未來更

加豐富多彩，人文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菲

中友誼再譜新篇！

磁灶窯是宋元時期華南地區一處重要
的外銷陶瓷生產基地。《晉江縣志》中記
載：「瓷器出瓷灶鄉，取地土開窯，燒大小
缽子、缸、甕之屬，甚饒足，並過洋。」磁
灶窯址作為泉州城郊規模最大的古窯址群，
其地處紫帽山南麓的丘陵地帶，地勢由西
北向東南傾斜，瓷土資源豐富。境內主要
溪流——梅溪，流自西北，東折而去，匯于
晉江入海，是古代磁灶的主要水上通道。磁
灶境內古窯址多沿溪分佈，數量眾多，尤以
下官路至嶺畔的土尾庵、童子山、金交椅山
一帶最為密集。考古調查共發現南朝至清
代（6-20 世紀）窯址 26 處，其中宋元時期
（10-14 世紀）窯址 12 處，均分佈于晉江支
流九十九溪兩岸的小山坡上。磁灶窯址于
2006年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包含土尾庵窯址、蜘蛛山窯址、
童子山窯址和金交椅山窯址等4處宋元時期
的代表性窯址。

 金交椅山窯址是目前磁灶窯址中經過
科學考古發掘揭露面積最大、保存最為完
好、出土遺物最多的一處宋代窯址，共發掘
4條龍窯（Y1-Y4）和1處作坊遺址（F1） 。
Y1、Y2、Y3、Y4出土遺物以陶瓷器和窯具
標本為主，此外還有少量制瓷工具。出土的
陶瓷器主要有青釉、醬釉、素胎三種，器類
不多，皆為生活用器。胎質大多夾有細砂，
胎色多呈淺灰色或灰白色。其中，青釉器
佔了半數以上，釉色以青灰、青綠、青黃
為主，大多數釉面瑩潤，玻璃質感強，開細
碎冰裂紋。裝飾技法有刻花、印花、剔刻、
模印、堆貼、雕塑、繪花等，花紋多樣。器
型以執壺為主，出土的窯具多數有刻劃符號
或文字，如1至4道的豎條以及「吳」「李」
「王二」等。

作坊遺址（F1）位于金交椅山北坡西
側的坡地上，介于Y 1與Y 3之間，面積約
250平方米。地勢東高西低、分6個梯狀台
地，發掘總面積約200平方米，發現貯泥池1
處，沉澱池1處，柱洞3個，磉墩4個，灰坑6
處，陶缸10口，路面一段；推斷該作坊是拉
坯、上釉的工作場所，使用年代約為五代至
南宋。出土遺物以陶瓷器及窯具標本為主，
皆為生活用器，裝飾技法主要是刻劃和模
印。此外，還有少量的制瓷工具。

作坊和密集分佈的 4 條龍窯及其所在
的山體、水系構成了陶瓷生產的完整體系。

通過梅溪、九十九溪和晉江水系，金交椅山
窯址的產品可便捷地運往泉州灣的主要港口
並外銷，也可在城郊港口上岸供給城市所
需。這一空間聯繫呈現出陶瓷從製作到運
輸、外銷的完整過程。宋元時期的磁灶窯在
海洋貿易的促進下迅速發展，通過向北方名
窯學習和自我創新以提高生產技術並擴大產
能。窯址出土的大量器物顯示其在制坯環節
採用了模印的方法以提高制坯效率。器物裝
飾方面通過化妝土和多種深色系釉色的使用
彌補了本地瓷土品質欠佳的缺陷。在裝燒方
面大量使用支墊等間隔器進行疊燒以擴大單
位窯爐空間內的燒製量。在生產組織方面，
從窯具上題寫的多個姓氏的人名可以推斷，
磁灶窯可能採用了由多個家庭作坊在一處窯
場中搭燒的聯合經營方式，或是通過署名的
方式以明確製作者的生產責任，並可能存在
職業經理人為財力雄厚的投資人經營窯場。
這些技術、管理方面的創新與提高顯示出本
地陶瓷產業敏銳的市場嗅覺和市場反應。

由此而形成了具有顯著外貿導向的陶
瓷生產基地，其產品是宋元泉州海洋貿易的
主要商品，反映了國家口岸的外貿驅動型產
業結構。由于這裡靠近泉州港口，磁灶窯的
生產者以外貿需求為導向，通過大量生產中
低端產品以滿足海外市場對日用普通器物的
需求，並借由其靠近港口的便捷運輸條件節
約運輸成本，用高產能、低成本的方式獲取
盈利以及通過港口帶來的海外市場信息，針
對海外市場的需求進行特殊產品的定制這兩
方面的經營策略將上述劣勢轉化為優勢。

磁灶窯址中最具典型風格和地方特色
的生活日常器皿當屬執壺、軍持、龍甕、急
須、醬釉扁罐、綠釉花口碟、黃釉鐵繪花紋
盆等，遠銷日本及東南亞各國。常言道，民
以食為天，用于飲食方面的器具便是飲食

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社會程度
發展的不平衡，相對中國普遍使用陶瓷器
這種理想的生活器皿來說，有些國家和地區
則較為落後，依靠的是大自然的天然饋贈；
有些國家和地區發展較快，卻只有上層人物
用得起金、銀、銅、錫等製作的器皿，在更
為廣泛的地區人們依舊沿用著落後的器皿，
據《諸番志》中記載：「登流眉國（今馬來
半島），飲食以葵葉為碗，不施匙筷，掬而
食之」，「蘇吉丹（今印尼爪哇）飲食不用
器皿，緘樹葉以從事，食已則棄之」，「渤
泥國（今文萊）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
器，食畢則棄之」……諸如此類的記載不勝
枚舉，飲食器皿的簡陋或者昂貴，隨著海外
貿易往來帶出去的大量磁灶窯陶瓷器讓東南
亞各國的民眾看到了曙光，于是磁灶窯物美
價廉的日常生活陶瓷器便成了他們的迫切需
要，磁灶窯開始了滿足各國、各民族不同的
生活需要之旅，同時給海外國家和地區人民
的飲食器皿帶來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變革。

磁灶窯的產品輸入以後，對改進海外
當地民眾的生活方式，起著及其重要的作
用。《諸番志》中記載：波斯國王「食餅肉
飯，盛以瓷器，掬而啖之」。《明史‧外國
四》記載：「文郎馬神（今印尼加裡曼丹的
馬辰），初用蕉葉為食器，後與華人市，
漸用瓷器。」這些地區都發現有宋元時期
磁灶窯生產的碗、盤、盆、碟、瓶、罐等。
《菲律賓發現的中國陶器》一書中說道：
「從中國運入菲島的陶器與菲人早年的社
會及農村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菲人擁有陶
器成為估量個人財富及聲望的主要準繩。」
從這當中也可以看出磁灶窯陶瓷對海外的深
刻影響。再比如說磁灶窯外銷品種中的急
須，它是外銷至日本的一種茶器，閩南人稱
之為「急燒」或者「急燒仔」，在向外傳播
的過程中，急燒也變成了急須。日本稱之為
kyusu，兩者在發音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日本學者森村健一、田中克子等在參觀泉州
古代外銷陶瓷博物館時認為日本出土的急須
就有磁灶窯同類器物造型。當年日本遣唐使
從中國將飲茶之風帶回日本，並發揚光大為
茶道，日本不但保留了「急須」這種原始的
名稱，而且還一直將它作為一種通用的茶器
在使用並沿用至今。在日本京都、博多等地
區出土的磁灶窯急須為我們探討中日物質文
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貴的信息，也是磁灶窯諸

多特色產品中影響海外人們生活習俗的重要
一員。再如磁灶窯的綠釉花口碟，這種生活
器皿在造型和紋樣上深受粟特金銀器的影
響，粟特金銀器常在器壁上捶揲出凹凸起伏
的花瓣狀紋樣，使得器表能看出起伏變化，
立體感十足。在海上絲綢之路航線上的「南
海一號」宋代沉船中就有磁灶窯綠釉印花卉
紋折沿菱口碟出水，該器明顯模仿了金銀器
加工時特有的工藝，根據考古專家考證，
「南海一號」沉船就是從泉州港始發航行在
海上絲綢之路的遠洋商船，赴東南亞、南亞
或中東地區進行海外貿易。因為綠釉印花卉
菱口碟是「定燒」的外銷產品，所以現在所
能見到的完整器只能在沉船出水的器物中和
定燒地菲律賓等國家的博物館、美術館中。
故宮博物院古陶瓷鑒定專家馮先銘先生在
《元以前我國瓷器銷行亞洲的考察》一文中
提到在菲律賓馬尼拉聖安娜發現「福建泉州
窯產品有低溫綠鉛釉印花盤、軍持等器」，
此處提到的泉州窯低溫綠鉛釉印花盤就是磁
灶窯的綠釉花口印花碟（盤）。在馬來西亞
的沙勞越國家博物館裡也藏有磁灶窯的綠釉
盤子。《香港九龍聖山遺址考古發掘簡報》
中明確指出在香港九龍聖山遺址也發現了大
量的花口碟，以磁灶窯的綠釉花口碟為主，
跟南海一號沉船出水的菱口碟屬於同類器
型。由此我們可見，用相對廉價的陶瓷代替
昂貴的金銀器，使得普通民眾都能夠用得上
進而大量的從磁灶窯進口，對當地的生活水
平和習俗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饒足，
並過洋」的磁灶窯業以這些地區大眾的審美
為航標，改變本來供以周邊城市日常生活需
求的方向，劃出一條獨特的航線。磁灶窯也
因此實現了由普通的「內銷民窯」一躍成為
宋元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以「外銷為主、內
銷為輔」的外銷陶瓷生產基地，蜚聲海內
外。

通過對磁灶窯的實地調查和有關考古
資料證實，歷年來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
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斯里蘭卡、
肯尼亞等東亞、東南亞、南亞和東非國家中
多有磁灶窯產品出土，在這些國家的一些博
物館、美術館，常收藏有磁灶窯作品，並發
現于南海一號、華光礁一號、韓國新安沉
船、印尼爪哇沉船、菲律賓呂宋沉船、哲帕
拉沉船等沉船中。

磁灶窯址（金交椅山窯址）是世界海
洋商貿中心出口商品的代表性遺產要素，其
生產體系和生產規模展現了「泉州：宋元中
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強大的基礎產業能
力和貿易輸出能力。2021年7月，磁灶窯址
（金交椅山窯址）作為「泉州：宋元中國的
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的遺產點之一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審議，成功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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