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Factor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Jingdezhen Ceramic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  
 

Shanqing Liu1, Xiaolan Ye 2 
1Business School,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P.R. China, 330022 

2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P.R. China, 330022 

Liushanqing88@163.com, yexiaolan518@163.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historical analytic metho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factor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Jingdezhen ceramic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 The finding indicat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action (chaos caused by war)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Jingdezhen ce-
ramic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 is both overall, and also localized. Both good and bad. Anlushan Rebel-
lion and two Song chaos caused by war brought the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formation of Jingdezhen ceramic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 The former objectively provided the quite good political bases for the labor 
resources which Jingdezhen ceramic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 need. The latter as well as Ming Dy-
nasty's unification directly provided the very rare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final formation and the consid-
erable development of Jingdezhen ceramic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 Li Zicheng uprising, San Fran-
cisco Rebellion,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is a heavy blow to Jingdezhen ceramic indus-
trial cluster. Sometimes, this fight is almost devastating. 

Keywords: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 Jingdezhen ceramics; military factor ；War; Chaos caused by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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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法研究了军事因素对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变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军事行动（战乱）对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变所产生的影响既有全局性的，

也有局部性的，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安史之乱和两宋战乱对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

带来了积极影响。前者客观上为集群所需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比较好的政治基础，后者以及明朝的统

一则直接为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最终形成和长足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明末李自成

起义、三藩之乱、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抗日战争则沉重打击了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这种打击有时

几乎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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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是《中国政府政策对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

群形成、演变的影响研究》的姊妹篇。同样是在《基

于生态因子与层次分析法的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

形成因素作用研究》【1】的基础上的后续研究。军事涉

及军队和战争问题。为了研究更好进行，本文将军事

因素界定为为了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即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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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乱。主要研究与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形成、

演变相关的几次战争或战乱。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将

这些战争或战乱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景德镇陶瓷特色

产业集群产生积极影响的，另一类是对景德镇陶瓷特

色产业集群产生消极影响的战争或战乱。以下的研究

就从这两个方面展开，比较详尽的分析了每次战争或

战乱对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产生的影响，这种影

响的程度或者结果如何。 

2 有利于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的

军事行动 

就地缘政治来讲，从江西乃至全国来看，虽然浮

梁早在唐代就是全国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其茶叶税收

占全国茶叶税收的八分之三，但其经济远称不上十分

发达,其政治、经济、军事价值并不很大。据罗二平、

胡菁惠统计，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两千多年的时段里，

发生的战乱有两次，一次是明末李自成起义，一次是

太平天国运动；如果加上元末红巾军起义，则共有三

次【2】。但是，根据本文的资料统计，在景德镇陶瓷特

色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时间内，则总共发生了元末

战乱与明朝的统一、明末战乱、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抗

日战争等军事行动。安史之乱和两宋战乱虽然没有在

景德镇区域内发生，但是由于这两次战乱对景德镇陶

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巨大作用，

因此，也将这两次战乱一并计入。 

2.1 安史之乱 

中国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人

身依附关系为标志的身份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

会等级制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流动的严格

限制等。而身份制则又是同土地所有制、户籍制联系

在一起的。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中央集权统

治受到严重打击，势力日衰，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均田制受到了破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也难

以实行。780 年，唐期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推行使

户籍制发生了重大转折。经过中晚唐 100 多年藩镇的

割据和战乱，以及唐末农民战争，终于造成了社会上

士庶合流的现象，到五代十国时期，门阀制度实际上

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身份制和社会等级制终于被淡化，

以至于失去了意义，对社会流动（包括水平的社会流

动和垂直的社会流动）的严格限制也在这段时间放松

了。经过“安史之乱”200 多年的过渡期，中国封建社

会终于实现了从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3】。等级制

崩溃，为雇佣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保证，为宋代原

始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劳动力基础。 

2.2 两宋战乱 

战乱首先使北方各大名窑受到毁灭性打击，人力

资源损失惨重，或死或逃亡南方，失去了正常的生产

条件，基本上失去了竞争力。“靖康之乱”后，北方磁

州窑部分工匠南迁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继续烧制瓷

器【4】。 

其次，战乱造成江南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成为

城镇人口增加与市场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移民潮的出

现，实现了主要陶瓷市场从北方向南方的空间位移。

在靖康之乱期间，江西人口损失将近一半；大约有 500

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并在各地定居下来【5】。移民的涌

人，填补了战乱人口锐减形成的需求缺失。更重要的

是，人口构成的变化改变需求格局，表现于需求层次

的提升与需求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官

僚贵族迁居临安，形成高水平消费需求。除了皇室之

外，移民中还有富室大贾，周边地区迁入临安的一般

也都是各地的富有家庭，这些富有阶层，具有较强的

消费能力，尤其是高消费，从而推动奢侈品、高档商

品和娱乐服务的市场需求【6】。宋室南渡，北方名窑瓷

器不易获得；杭州作为南宋都城的巨大规模，对周遍

地区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景德镇抓住了这一历史机

遇，凭借自然优势，加紧仿制各地名瓷，满足市场需

求，逐渐成为瓷业集大成之地。 

第三，南宋的偏安一隅，宋金对峙，南宋江南区

域人口的缓慢恢复为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市

场需求。江、淮之间和汉水上游因居南北交界地带，

为南宋境内战争开始最早、结束最晚的区域，人口损

失最为酷烈，有的地方人口甚至减少了 90%。但经过

战乱以后的恢复发展，到高宗末年，南宋境内的人口

数量已接近于北宋后期的水平，其中，江南成为南宋

人口增长的主要地区【7】。人口的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消

费需求，从而刺激了景德镇等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快

速成长。 

宋室南渡为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的最终形成提供

了最为关键的历史机遇。根据南宋蒋祈的《陶记》所

述，其时，景德镇的总人口数千户，为当时的“巨镇”、

“雄镇”，达到县级城市水平；市镇居民可能以工商业

为主，具有专业化的特点，有瓷窑 300 余座，也有一

般士人，设有学校----长芗书院；所产瓷器“交易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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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侩主之” 【8】。 

2.3 元末战乱与明朝的统一 

元末战乱既给景德镇带来了灾难，也为其带来了

机遇。至正十二年（1352 年）徐寿辉起义军攻克浮梁，

元兵反扑，自 1352-1354 年，浮梁经历了兵火、灾荒、

疫疬。《湘湖冯氏宗谱》道：“人民十死八九，市乡房

屋，悉为灰烬，田园荒芜，道路阻塞”，“累世豪杰不

少，乱离之后，能世其业者，亦不多见”。这是就景德

镇本身而言。 

另一方面，从全国来讲，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

（1351 年）红巾起义开始，中原及其边缘地区即今河

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陕西及江苏北

部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

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相比之下，东南地区的

战事则较为缓和。明太祖以南京为基地，经营江南，

江西是第一个设立行省的地区。明军进兵湖广、两广、

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北伐中原的主力虽从南京出

发，军需给养却有相当多依赖于江西。而且，北伐偏

师也是从江西、湖广进军河南、陕西、四川的。随着

明军的推进，开始了江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

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大军便在这个时期形成并

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而江西商人

经营的商品，又多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粮食、

布匹、木材、纸张、瓷器等，适合经受战争劫难地区

的需要
【9】。凭借这种历史机遇，景德镇陶瓷产品的国

内市场得到进一步开拓。 

3 对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产生消极影响

的军事行动 

在与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相关的几次军事行

动中，明末战乱、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数次

军事行动对整个集群明显造成了重大打击。 

3.1 明末战乱 

明朝末年爆发的李自成农民起义，造成景德镇窑

户残破，瓷业极为凋零。直至清顺治 11 年，部分恢复

御窑，情况才开始好转【10】。 

3.2 太平天国运动 

景德镇在清朝经历了两次战乱。一次是康熙年间，

因三藩之乱，乾隆《浮梁县志》卷五《陶政》记录了

景德镇当时的情景：“民居被毁，而窑基尽圯，大定之

后，烧造无从”。经过清政府的大力扶持，景德镇瓷业

很快恢复。另一次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天国战争

期间，江西商业资本遭到毁灭性掠夺和打击。曾国藩

不仅以江西、安徽作为扼制、反击太平军的基地，更

以江西为军费的筹集地。五年之间，通过厘金及其它

手段，在江西征得白银 840 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

一半以上，接近清政府在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

而在两淮盐商中征取的全部“捐输报效银”。这个数字

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何况以小本经

营为特色的江西商人【11】。景德镇瓷业资本本来就不太

雄厚，这样一来，更加减少。另一方面，景德镇几经

战事，瓷厂被迫停烧。御窑厂在咸丰五年（1855）停

止生产。直至同治五年（1866）后才逐渐恢复生产。

战争导致景德镇瓷业“匠少技劣，制造失传”（同治十

一年九江关监督景福奏折）。 

景德镇瓷业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受到技术、经济的

双重打击，这种打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毁灭性的。

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出银 13 万两修复官窑，清政府也

拨款并派专人督窑。在政府的扶持下，景德镇陶瓷特

色产业集群逐渐出现转机【12】。此后，虽然官窑也偶

尔开展一些瓷器新产品的研发、试制活动，但是其重

点已经主要不是创新，而是如何恢复到雍干时期的水

平了。 

3.3 抗日战争 

抗战期间，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坯

坊、窑房大面积遭受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 33

座，整个瓷业生产陷入低谷。 

4  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政治最

高表现的军事行动（战乱）所产生的影响既有全局性

的，也有局部性的，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 

元末红巾军起义是有确切记载的发生在景德镇区

域内比较早的战乱；加上后来的几次战乱，虽然对景

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

是，这几次战乱均发生于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早

已经形成甚至在全国居于垄断地位而其他陶瓷产业集

群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的时期。由此，景德镇在相当长

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陶瓷特色

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为景德镇陶瓷制造工艺、技术的积累、顺利传承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二是这种和平、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吸

引其他动荡陶瓷产地的技术人员，加强了景德镇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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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集群与其他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交流，有利

于其吸收别地的经验，推陈出新，加速和促进了景德

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安史之乱和两宋战乱对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

带来了积极影响。前者为集群所需的了劳动力资源提

供了比较好的政治基础，后者以及明朝的统一则直接

为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的最终形成和长足发展提

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 

明末李自成起义、三藩之乱、太平天国运动以及

抗日战争则沉重打击了景德镇陶瓷特色产业集群，这

种打击有时几乎是毁灭性的（如太平天国运动、抗日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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