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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阳

刺猬形金饰件（如图），长 4.5 厘米，宽
2.6 厘米，高 2.4 厘米，重 8.5 克，战国时期
文物，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

刺猬形金饰件呈圆雕式，中空，用金
片锤揲或模压成立体的刺猬形状，头部前
伸，双前足外露，椭圆形的身上均布满图
案化的月牙形花纹，线条流畅，周边有用
于缝缀的小孔。

1972 年，位于阿鲁柴登以南 3 公里
的沙窝子中发现了包括刺猬形金饰件在
内的一批极其珍贵的金银器，这批金银
器，对研究当时匈奴族历史，尤其是艺术
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阿鲁柴登位
于地处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的北部
边缘，秦汉时有名的“河南地”，就是这一
带。根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
的是匈奴林胡王和白羊王二支，林胡王居
东，白羊王居西，阿鲁柴登属于匈奴河南
白羊王或林胡王其中的一支，在春秋至战
国时期生活于此。

在伊金霍洛旗石灰沟也出土有同类
的银饰，只是嘴、足更具图案化，说明地处
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匈奴器物纹饰、造型
艺术的一致性，应作为衣服上的缀饰。这

类扣形饰及饰件大多应该缝缀在衣服的
衣襟、袖口、裤脚或靴筒等部位，图案布局
和谐，风格独特，制作精美，是中国早期北
方民族文化稀有的艺术珍品。

早期北方民族使用的扣饰，借鉴使用
了大量的中原农耕民族使用的装饰，在使
用的过程中，还把自己特有的动物纹装饰
作风融入，形成了具有强烈北方草原气息
的扣饰制品。而这类由整体近似于圆雕
动物形的扣饰更是两种文化有机结合的
典范，不仅使用起来更加便捷，而且表现
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从造型和工艺看，此时期的匈奴金银
器具有浓厚的战国风格，动物造型占了主
导地位，反映了匈奴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
业为主，兼营狩猎。动物是匈奴赖以生存
的生活资料，把它在器物上用艺术的形象
表现出来，以示匈奴人对动物的一种深厚
感情。从地理位置看，北方草原地区处于
中西文化、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匈奴
的动物造型艺术和工艺充分证实了这一
文化交融的事实。

匈奴金银器中的动物造型，与西方金
银器装饰有着非常相似的一面。在目前
所发现的匈奴遗址和墓葬中，有大量以
动物造型为装饰的器物成为匈奴文化
的主要特征。动物造型是欧亚草原古
代民族通用的装饰风格，分布地域相当

广泛，除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外，在蒙古、
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直至
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国外学者将此命名
为“野兽纹”。根据北方草原地区商周
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动物纹看，匈奴的动
物造型有其发展的渊源，但与斯基泰文
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南俄罗斯斯基泰
文化的遗迹中，出土的动物造型金银器
与内蒙古阿鲁柴登墓出土的虎动物造
型金银器非常相似，被认为是斯基泰文
化传播的结果。

西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以黄金装饰
人身的习俗为一些贵族所接受，春秋时
期，随着中亚地区游牧部落的兴起，除了
装饰品，阿尔泰等地贵族使用黄金装饰
的武器、马具的习俗也影响到了中国西
北地区诸部族以及靠近北方的汉地贵
族。战国时期，南北方文化交流趋于频
繁，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都流行阿尔泰
艺术造型的黄金、银或青铜打制的装饰
品。这种将草原艺术风格的题材和汉地
造型艺术相结合的装饰动物纹的装饰品
在鄂尔多斯等农牧交错地带的古部族大
量出现。可见，这样一种佩戴金银装饰
品的习俗是在夏商之际从中亚草原传入
中国北方地区，春秋至战国早期在中国
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并在战国晚期融入当
地造型艺术之中。

□王继军

听说我喜爱收藏，乡下的邻居老沈特
地拿出一个油纸及软布裹着的小包。颇为
好奇的我打开一看，一把精致的小刀引入
眼帘（如图）。

原来这是一把清代道光年间的剃头
刀。该刀由刀身与刀柄两部分组成，其中
刀身长 8.5 厘米，宽 4.2 厘米，工艺为混合
铁；刀柄长 11.7 厘米，宽 1.8厘米，材质为
较贵重的红木。在刀柄与刀身的结合处外
部，由黄色精铜包裹，不但起到了增加牢固
度的作用，与红色刀柄相互映衬，更平添了
几分绚丽的色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
于保养细致得当，刀身几无锈迹。要不是
表面内陷及凹槽处熟旧的包浆，实在令人
难以相信这是一把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剃
刀！从刀身设计看，其刀背厚重而刀刃轻
薄，用手指轻轻触摸刀刃，可感受到其刃锋
利无比，令人脊背忽生一股凉气。

“可别小看这把普通的剃刀，它还救
过一个人的命呢。”老沈的话中带着些许
自豪。原来，老沈祖上就有剃头的手艺，
这把剃刀就是他的高祖父特地请人打造
的。抗战时期，一组八路军小分队被打
散后到村子里隐蔽起来，其中一人右臂
受伤，老沈的父亲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
用这把剃刀割开伤员的伤口，帮他取出
了子弹。后来，为逃避战乱，老沈一家搬
迁，成了我们村子里唯一的外姓人家。

一把剃头刀

□李晋

泰州博物馆所藏李鱓《玉兰海棠图》（如图），长 193 厘
米，宽 105 厘米，属于一幅中堂作品。

李鱓，清代书画家。字宗扬，号复堂、懊道人，江苏兴
化人。康熙五十年举人，曾为宫廷作画，后任滕县知县，为
官清廉，以忤大吏罢归。在扬州卖画。为“扬州八怪”之
一。擅画花卉虫鸟，初师蒋廷锡，画法工致；又师高其佩，
进而趋向粗笔写意，并取法林良、徐渭、朱耷。因在扬州见
石涛作品，遂用破笔泼墨作画，风格一变。

画中定格的或许是二百多年前江淮某处花园的场
景。是图绘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已近古稀之年的画家
可能是看到了玉兰和海棠开放后，触景生情，画完后，他回
顾了自己的艺事生涯，想到了当前的生活状态，于是意犹
未尽地在画的左上方题写了一诗——“少年囊笔走蓬瀛，
垂老甘棠种海滨。无复心情画姚魏，何如人索玉兰春？”

晚年的画家，心已静如止水，功名利禄只是浮云的代
名词，昔日常画的富贵牡丹，已无心再画，而先开花后长叶
的另类花卉——玉兰和海棠，却入了画家的法眼，它们淡
然高洁的品性，无疑左右着画家的笔触，这种平淡，隽味深
长，并非索然无味，而这样的画面流传了百年，依然值得让
后人回味。

玉兰和海棠盛开在纸端的花园里，它们和谐地展示着
各自的美感，边有花草、山石点缀，山石嶙峋突兀，以线条
勾勒，内中施加适当皴染，外棱角以墨色点苔，突出山石的
肌理效果。玉兰树在山石前方，白色的花儿有的已绽放开
来，宛若白蝶般簇拥在一起，有的只是半开半放的花朵，甚
至有的只是花苞，尽显含蓄之美，不同的花朵状态符合植
物的生长规律。

山石的后侧，是几株海棠，它们好像被罩上了一层薄
纱，如梦如幻般地隐现在画面中，但海棠的形象却是婀娜
多姿，如雾里花、水中月那般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美丽，它
与近处的玉兰一虚一实，把远近景的层次凸显了出来，把
画面填充得灵动而富有生趣。玉兰和海棠在表现手法上，
虽偏于工笔，却不囿于繁密的描写，让两种冰清玉洁的物
象有了最深刻的表达，这显现了李鱓对外界的敏锐洞察，
而在他窥视世间动态之时，我们从画中也能揣摩他的艺术
人生，正所谓诗人卞之琳《断章》中所说的“你站在桥上看
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玉兰海棠图》

鉴赏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彭宝珠

柳树素有“报春使者”的美誉，更兼
有婀娜的身姿，缕缕长丝，向来惹人喜
欢，尤其为无数文人墨客所情有独钟。
其中，诗人贺知章的《咏柳》最为生动形
象，“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诗人通过写柳树的美好姿态和蓬勃
生机来赞美春风，以丰富的想象，把春风
比作剪刀，赞美她裁出了春天。

图中所示是一只民国时期粉彩柳树
黄莺盘，为景德镇窑烧制，直径 25 厘米，
画工精美，釉色润泽，瓷质洁白。上面绘
有柳树黄莺图，柳树枝叶茂盛，桃枝花朵
绽放，两只黄莺立在柳树枝头朝着远方
欢快地鸣唱，边上的蝴蝶则翩翩飞舞，好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粉彩柳树黄莺盘

瓷话

电影海报

晒宝

□李喜庆

《红色背篓》电影海报，主图是主人
公王福山，背着背篓上山的情景：王福山
面带微笑，身背装满日常用品的篓子，精
神十足地走在山间小路上。不远处一个
背着背篓供销职工正举起左手向和山区
群众打招呼。背景是层层的盘山的梯田，
几个供销职工背着背篓向山顶的村庄走
去，山顶村庄的群众正站在村边欢迎他们
的到来。右上角编导、摄影、美工及主要
演员的名单。《红色背篓》是由史大千导
演，程汉焜主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在 1965
年拍摄的故事片，影片描写华北某山区分
销店营业员王福山，为方便群众，促进农
业生产，实行背篓上山，送货上门的故
事。这部影片以北京房山县周口店供销
社的“背篓商店”为原型拍摄的，是我国
第一部反映供销合作社工作的电影。

《红色背篓》

沙窝里沙窝里““钻出钻出””金刺猬金刺猬

杂项 桦木雕牧童骑牛

□张剑

根雕，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
以树根（包括树身、树瘤、竹根等）的自
生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
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
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
品。今天，我们来欣赏一对根雕艺术品
——桦木根雕牧童骑牛。

桦木根雕牧童骑牛（如图），清代，
通高 26 厘米，镇江博物馆藏。作品以
桦木根为材，采用圆雕技法，雕刻出一
对左右相向造型完全相同的
牧童骑牛艺术品。作品雕工
简约，随形而至，塑造了一个
牧童身背斗笠赤足骑在水牛

背上悠然自得的形象。整个作品以形
求神，对儿童面部表情刻画细腻，刀法
浑圆，打磨精到，不留痕迹，表现了牧童
天真、活泼的性格和安闲自乐去放牧的
心情。同时利用桦木自身的瘿结，显示
了水牛的雄健；而以黑色料珠嵌入牛眼
和人眼之中，更起到画龙点睛的神韵效
果。牛足下刻如意云头座，使牧童骑牛
如驾云头，飘然而去观之平添自然情
趣。两件作品包浆温润莹朗，呈红褐
色，色泽厚重，古意盎然。

根雕艺术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示
创造性加工的造型艺术，根雕工艺 讲

究“ 三 分 人 工 ，七 分
天 成 ”，意 为 在 根 雕
创 作 中 ，应 主 要 利 用
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

现艺术形象，辅助性进行人工处理修
饰，因此，根雕又被称为“根的艺术”
或“根艺 ”。这对桦木根雕牧童骑牛
作品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然之形、自
然之美，瘿节参差，纹理扭转奇特，亦
将人为艺术再创造的痕迹藏于不露之
中，从选材、造型、构思，到制作，历脱脂
处理、去皮清洗、脱水干燥、定型、精加
工、配淬、着色上漆、命名等各个环节，
终有所成，整部作品展
现了完美的体面转
换 ，流 畅 的 曲 线 过
渡，最大限度地体现
了人文之美，
是 一 套 不 可
多 得 的 根 艺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