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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壶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

“世界上只有一把紫砂壶，她的名字叫宜兴。”

“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

潇洒如少年，朴讷如仁人，飘逸如仙子，廉洁如高士，脱俗如衲子。”

众所周知，宜兴紫砂历史悠久，风格神韵独特，世代相传、推陈出

新、革故鼎新的技艺精髓，蕴藏着宝贵的知识财富，饱含着丰富的紫砂

文化内涵。世人瞩目，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宜兴紫砂陶制作工艺”雄踞传统手工技艺首位。亘古通今，紫砂壶

及其紫砂制作工艺屡获殊荣和赞誉。古今中外，更有无数的制作者、赏玩

者、收藏者赋之以绝妙诗文，冠之以世间美誉。一把紫砂壶，看其型、观

其色、品其韵味，集书画、诗文、篆刻、陶刻于一体，成为独步世界的艺

术品，其间所吐露的喜怒哀乐、所蕴含的万千情结、所展现的唯美意境，

引得人心驰神往、爱不释手、难以释怀。一把紫砂壶，无论是贵为国礼，

还是民间收藏，或者是商务活动中、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演绎着由普

通商品嬗变为纪念礼品、典藏珍品的传奇故事。

中
国
梦 

铁
路
情

高
铁
壶
天
下
行



文化之旅 Cultural Tour

70 CLT 物流时代·物流与生活

情系紫砂壶：
蕴含万千情谊·见证唯美意境

无论是古往今来的经典传承，

还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制作

紫砂壶，从采泥炼制、造型构思、

布局设计、打模成型、到控温烧制，

一块块硬梆梆的“五色土”紫砂

原矿石，陈腐为泥料，真空包装

泥块，从泥条到壶胚，从壶胚到

有嘴有把，再精心雕琢，经过上

千度高温熔炼、二次煅烧、固化

成型，成就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千百年来，紫砂艺人、壶艺大师、

工艺巨匠呕心沥血、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百折不挠，执着于紫

砂文化的艺术创新，青睐于紫砂

器型的日新月异，推动着紫砂技

术的日臻完善，在传承与创新的

道路上异彩纷呈、璀璨夺目。

紫砂有型，谓之神韵优美；

紫砂有意，谓之意味深长；紫砂

有魂，谓之独具匠心。“方非一式，

圆不一相”，宜兴紫砂壶以其得

天独厚的材质和独特精湛的工艺，

借鉴自然形态、世间万物，创造

出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器型，有

秦权、汉瓦和斗笠、箩筐，有松、竹、

梅和瓜、果、梨、桃等传统造型，

更有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造型

层出不穷、百花齐放。  

“人间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

最要得。”宜兴紫砂壶流传至今，

赏心悦目之佳作、惊世骇俗之精品、

身价倍增之神器，屡屡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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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壶是仿人体构造最具代表的紫砂器型。西施

壶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吴梅鼎《阳羡名壶赋》，“西子”

指的就是西施乳；民国时期《阳羡砂壶图考》也有关

于此壶的记载。考证文献资料“西施壶”应是由明朝

万历时期徐友泉首制。因为时人对于生理构造的隐晦

表达，所以西施壶也被称之为“文旦壶”。顾名思义，

灵感来源于西施之乳，言壶之形若美女西施之丰乳，

壶纽似乳头，流短而略粗，把为倒耳之形，盖采用截

盖式，壶底近底处内收，一捺底，后人觉“西施乳”

不雅，改称“倒把西施壶”。观壶赏壶，仿佛如西施

一样柔美而风姿绰约，温婉而圆润多情，清妍而温雅

若莲，又有古典女子的娴静气质，婉约多姿。传至今日，

经过历代紫砂艺人改良，西施壶流线做的日益丰满光

润，线条简练、线面精简，壶身极为圆润、腹部中挺、

弧形有度、张力十足；壶盖扁拱与壶身连成一体，壶

钮为圆若乳头状，架构出西施的乳形；壶嘴从壶身直

接伸出，含蓄而俏皮，恰似西施的樱桃小口；壶把弯

曲倒垂，上粗下细，成倒把状，宛若纤细的腰枝；整

个壶型充满圆润丰腴之美，造型秀丽多姿。西施壶的

创作使得人们在感念西施的经典故事时，感受西施壶

的形体极致之美，于女性圆润柔美中更突出文化内涵，

“倒把西施”堪称惊艳之作。

西施壶

“吕氏阴阳太极紫砂壶”是近代鲜见的创

新精品、巅峰之作、典藏珍品。为隆重献礼祖

国 60 华诞，弘扬中国民族文化，吕尧臣、吕

俊杰父子历经 4 年苦心探索，终于将传说中的

“紫砂神器”变成现实，让“阴阳太极壶”得

以重生！作品以“阴阳太极图”为元素，将金、

木、水、火、土五行以抽象方式表达，同时借

鉴明代家具“榫卯”结构，“壶中藏壶”，将

阴壶（黑）、阳壶（红）合二为一，两把壶的“的

手”神似抽象的男女人体，相互勾连寓意阴阳

相生、生生不息的“和谐、生福（壶）”理念。

细节取“6”代表“顺”的寓意，暗藏 6 个“60”

符号对应建国 60 周年，寓意六六大顺，天作

之合。叹为观止的是，两位大师在一件器物上

集阴阳太极、东方美学、道家智慧、“和”文化、

禅茶文化于一身，阴辅阳，阳佐阴，气息相通，

如太极之象，浑然一圆，不仅呈现了中华民族

的智慧之源、男女琴瑟和谐的人体美学，还表

现了古典家具的巨匠巧思，以及新中国成立以

来繁荣昌盛、和睦团结的喜人景象，堪为当今

紫砂艺术的罕见珍品，铸就了当代紫砂器中当

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壶”。 

吕氏阴阳太极紫砂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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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定高铁情：
中国梦·铁路情·高铁壶天下行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中国

铁路营运里程突破 10 万公里，高

铁突破 1 万公里。古有“千里江

陵一日还”，今天迅速演变成为

“千里高铁一日还”， 不知不觉

间，高铁列车已经可以在一日之

间迅速抵达更多的大中城市，“高

铁”链接出行迅即成为首选。正

如《纽约时报》在《高铁改变中

国》一文中称：“高铁以出人意

料的方式改变了中国。”“高铁”

正在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的方式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

喜爱，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以

不同的方式关注高铁、热爱高铁。

当高铁艳遇紫砂，会发生什么

样的故事？谁也说不好，谁也说

不清，就让我们静心、闭目、冥想：

一个是钢筋铁骨，风驰电掣，

承载着万千旅客跨越万水千山，

往返于城市乡村，今朝成为高铁

时代、双城生活、出行首选。

一个是娇俏玲珑，仪态万千，

无数文人雅士赏玩于掌际之间，

沉醉于闻香品茗之际，始终视作

小家碧玉、国粹精品、艺术珍品。

用“金戈铁马”形容高铁列车，

用“紫玉金砂”比喻宜兴紫砂壶，

恰如其分。高铁的“天马行空”

与紫砂壶的“金屋藏娇”，将会

演绎一段怎样跌宕起伏、荡气回

肠、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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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紫砂工艺美术师薛晨芝，

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正如朋友所

说：“一如她的壶，精致细腻，

稳重大气，开朗豁达。这样一个

壶艺女子隐藏着的酣畅淋漓的艺

术气象，丰富无边，似江南的秋，

读来是一首很美的诗，让人忍不

住于闲情时去寻觅。”薛晨芝，

出生在宜兴陶瓷世家，以聪慧的

悟性、灵秀的紫砂壶作品而引人

关注。外婆是紫砂工艺厂最早的

紫砂人，父亲、母亲是陶瓷企业

里的主要业务干部，特别是母亲

张秀英，是宜兴青瓷厂出名的女

强人，长期从事陶瓷生产业务管

理，对陶瓷的造型颇有研究。在

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晨

芝自幼喜欢紫砂，她先是研修江

苏省陶瓷轻工业学院陶瓷设计专

业，尔后进入中央工艺美院（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设计系进

修深造。1992 年拜师曹婉芬女士，

具体指导她制壶技法的则是曹老

师的女儿和女婿范建华、陆君夫

妇。此后，拜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

吕俊杰为师，学习吕氏壶艺的风

格和技法。她临仿传统经典名作，

领悟紫砂艺术的本质和内涵，并

逐步走向自己设计、创作具有自

己风格的紫砂壶作品。她的作品

设计理念脉络清晰，紫砂语言清

新，传统中有新意，制作技艺功

底扎实，文化气息浓郁，品位高雅，

秀气里结合了霸气、大气。期间，

经常得到紫砂界吕尧臣、鲍志强、

毛国强、周尊严等大师的具体点

评和指导。本性聪敏的她，从大

师身上学到了许多艺术奥妙和壶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在苏、

浙、沪、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几

个物流人、铁路人、紫砂艺人走到

了一起，情感的聚集、文化的糅合、

跨界的交流、艺术的再现，促成了

高铁列车与紫砂壶技艺的一段美好

姻缘，创造了立意新颖、寓意深刻、

情意无限的高铁紫砂壶。

上海腾远企业的滕忠和林苏，

一个低调内敛，谦逊有礼，睿智

的南方儒商；一个清新婉约，曼

妙灵动，典型的江南女子。生活中，

他（她）们伉俪情深、恩爱幸福；

事业上，他（她）们属于典型的

跨界者，在物流圈里打拼多年，

算不上名人名企，人在江湖却也

潇洒自如。经商之道、待客之道

使他（她）们从一开始使用紫砂壶，

直到喜欢紫砂壶、爱好品茗赏壶

而一发不可收，寻壶、藏壶渐渐

成为了生活和事业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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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真谛，她的壶艺品位有了质的

升华。在谈到紫砂壶的发展，她

说：“我们这一代人，担负着把

紫砂传播出去、发扬光大的责任。

上一辈的艺术家们，一直是在家

潜心研究，做着紫砂，认真踏实，

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们这一代

有责任把老一辈的艺术继承并发

扬光大，要走出去，让更多的人

了解紫砂壶和紫砂艺术，这是我

们家乡的特色，也是我们的骄傲。”

生长在陶艺之家、师出紫砂

名门的薛晨芝老师，也是从一个

偶然的机缘，和滕忠、林苏有了

静心安坐在茶吧品茗赏壶，绝对

是一次惬意之旅。”

“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艺

术创作的感觉，全靠心声的共鸣，

心灵的理解，正所谓“心有灵犀

一点通”。薛晨芝的作品，既有

从传统中吸收的古朴典雅，又有

注进自己艺术思维的清新和飘逸，

高铁紫砂壶则是“高铁和紫砂有

个约会的完美合体”，胜之以型，

赋之以情，以其标新立异、独树

一帜的创作风格，带给大家的视

觉美、触觉美、时代美，就是在

晨芝的手中一次次设计、研制、

修正，直至今天以流动的线条、

俏丽的形态、超强的动感展示在

世人面前，供大家品鉴。

10 多年的缘分之交，日渐深厚的

感情更是让薛晨芝和林苏亲如姐

妹。高铁紫砂壶的创意，就是源

自他（她）们的一次京沪高铁出行，

体验着陆地飞行、感受着风驰电

掣的高铁列车，给了他（她）们

艺术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中国梦、

铁路情、高铁壶天下行”随即定

格为主题，物流人的怡情雅趣，

铁路人的敬业情结，紫砂人的精

湛技艺，为紫砂壶的艺术创作提

供了动力和源泉。遥想“神州大地，

动车飞驰，南来北往的商旅人士

在享受高铁列车温馨服务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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