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瓷话

□王继军

前几日，笔者从旧货市场淘得一只上世纪
70年代的白瓷水壶（如图）。壶高约20厘米，
造型非常别致。壶盖的顶部上翘呈枝丫状，壶
嘴细长，壶柄弯弯，一只黄喙白羽的小鸟正栖
息在壶柄的顶端，回首顾盼，萌态十足。壶顶
和底座上都绘有红蓝双色的花纹，壶身是精工
手绘的山间梅竹图，山石嶙峋，梅花娇艳，几枝
淡淡的竹叶若隐若现。

花鸟山水是传统中国画最常见的题材，画
作者往往以花鸟写意，山水寄情，透露出一种
清新脱俗的格调。在这只壶上，小鸟虽不是画
面的一部分，却也和梅花、山石宛然一体，动静
相映，独具匠心。

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壶还另有玄机。拎起
壶倒水，壶身上就会发出清脆的鸟鸣声，仿若是壶
顶上的那只鸟儿在唱歌。原来这是一只大名鼎鼎
的鸟鸣壶。鸟鸣壶是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制造出

来的，这种壶的壶顶上往往铸有一只小鸟，往
壶里注水、摇动、倒出，都会发出鸟鸣声。

仔细观察，发现秘密就在这只小
鸟身上。把壶捧在手中，会发现小鸟

的肚子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圆孔，
利用水流和空气摩擦产生共

鸣振动，圆孔内就会发出
鸟鸣一般的声响。

同样的原理，还

有会发出呦呦鹿鸣声的鹿鸣壶。翻转水壶，底
部有“湖南永胜”的名款，永胜是上世纪湖南醴
陵的著名陶瓷厂家，鸟鸣壶就是这家公司最负
盛名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这只鸟鸣壶采
用了釉下彩的技艺。釉下彩又叫“窑彩”，先在
晾干成型的无色瓷胎上绘制出纹饰，然后覆盖
上透明釉料，入窑高温煅烧而成。醴陵是釉下
彩艺术的发祥地之一，釉下五彩瓷更是以其质
地精良、色彩丰满的艺术特色蜚声海内外。

鸟鸣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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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帮俊

生活中经常见到一些老人爱揉搓
手中的小铁球，以此达到健身的目
的。不过，那天，我在公园里见到一位
老者，他手中揉搓的却是一对儿核桃
（如图）。

这让我很奇怪，就问老者：“大爷，
这玩意也可以替代小铁球？再说了，
这核桃棱角多，不像铁球那样圆滑，揉
搓在手中不难受吗？”老者笑道：“找的
就是‘难受’。玩核桃就是利用核桃的
尖刺、凸起和棱角，采取揉、搓、压、扎、
捏、蹭、滚等技法运动双手，压扎手掌
上的穴位，刺激反应区，达到舒脉通
络，活血化淤，强身健体，减缓衰老的
效果。另外，这核桃皮厚质坚，经过手
长期的揉搓，汗的侵润，加上油脂的渗
透，最后会成为一件亮里透红，红中透
明的艺术收藏品，特别有意义。”

仔细看了看，老者手中的这对儿
核桃呈红玉色，颜色特别漂亮，而且大
小、花纹、重量都差不多，就像一对双
胞胎，与我们常见的食用核桃有些区
别。

老者介绍，他手中的这对儿核桃
叫文玩核桃，文玩核桃大致分为铁核
桃、楸子、麻核桃3种。铁核桃的纹路
一般比较浅，尖比较小，个头比较大，
适合初玩者；楸子的特点在于多变的
造型，纹路深，适合健身；最贵的当属
麻核桃，配得上“质、形、色、个”的完美
要求，主要品种有狮子头、虎头、官帽、
公子帽、鸡心、罗汉头等。

据记载，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不
仅把玩核桃不离手，而且还亲自操刀
雕刻核桃。故有“玩核桃遗忘国事，朱
由校御案操刀”的野史流传民间。清
朝乾隆皇帝不仅是鉴赏核桃的大家，
据传还曾赋诗赞美核桃：“掌上旋日
月，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涌，何年是
白头？”到了清末，宫内玩赏核桃之风
更甚。当时京城曾传言：“贝勒手上有
三宝，扳指、核桃、笼中鸟。”每逢皇上
或者皇后的生日，大臣们会将挑选出
来的精品核桃作为祝寿贺礼供奉，由
此可见，在当时，手中有一对儿好的核
桃竟成了身份、身价和品位的象征。

文玩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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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真铭

在中国古代，乌龟被视为一种神
圣的祥瑞之物，跟龙、凤、麟三者并称

“四灵”或“四神”，备受人们崇拜。远
古时期，龟甲曾经和贝壳、珠玉一样，
作为实物货币使用，在市场交易中发
挥交换媒介的作用。西汉武帝时期铸
造的“白金三品”货币中也有一种仿龟
甲形状、呈椭圆形的龟币。

西汉武帝即位后，由于连年征伐，
开拓疆土，国家财政空前困窘，其中军
费开支最为庞大，同时中央政府与拥
有大量财富的诸侯的矛盾日益尖锐
化，于是汉武帝听从御史大夫张汤的
建议，以“检约奸邪恶”“摧浮淫并兼之
徒”为名进行货币改制，发行三铢钱，
同时铸造“白金三品”货币，解决财政
危机，弥补用度不足，并以此来削弱诸
侯实力，强化中央集权。“白金三品”始
铸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此事在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中均有
记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
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又造银锡为
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
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
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
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
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
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
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
者不可胜数。”

根据史籍记载，“白金三品”是以
银锡铸造的镌有龙、马、龟纹样的3种
货币的总称。这3种货币形态各异，龙
币为圆形，重141克，径55.2毫米，高
13.5毫米。其正面凸起，纹饰为一长
嘴、独角、长脖的腾云驾雾之飞龙。背
面内凹，周沿有一圈铭文，铭文译读尚
未取得一致意见，中间有两个方形戳
记，戳记铭文为“少”字。马币形状约
为正方形，重20克左右，边长30毫米
左右，厚2毫米左右。正面是一马纹图
案，这匹马挺胸昂首，三蹄着地，一蹄
抬起，神采奕奕、气势昂然。钱背略
凹，有一个5×5毫米的方形戳记，戳
记铭文为“少”字。龟币为椭圆形，重
12克，正面纹饰为鳞甲状，上有一个方
形戳记，其铭文为“少”字，背面平，有
似篆字样图形。这三品钱上都有方形
戳记，铭文为“少”字，一般认为“少”为

“少府”之意，标明这类钱币是由西汉
王朝掌管皇室财政、铸钱的机构“少
府”统一铸造的，正好印证了《史记·平
准书》《汉书·食货志》等史书所记载

“少府”造“白金三品”的史事。
现今发现的“白金三品”货币（包

括龟币）多为铅质或陶质，而根据史书
记载“白金三品”是以银锡铸造的，因
此长期以来钱币收藏界对西汉铸造发
行的“白金三品”货币材质主要成分问
题存在争议。

《收藏界》2013年第4期有文章披
露，近年陕西西安市北郊已改道干涸
的渭河古渡桥下出土一枚龟纹银币，
呈椭圆形，下端有浇注遗痕，长40毫
米，宽 21毫米，厚处 3.1 毫米，重 10
克。银币正面（图一）呈圆弧状，中间
较厚，边缘薄，表面有蜂窝状龟纹，并
有一“少”字印记；银币背面（图二）有
两个篆字。钱币学家、古文字学家黄
锡全曾撰文释读为“垂光”，并论证“垂
光”为：光辉普照，恩泽人间之意。西
安龟形银币的发现，可称得上是钱币
界的重大发现，使西汉“白金三品”千
年之谜，及多年的西汉“白金三品”币
材之争尘埃落定。

白金龟币

□文勇

这个笔筒（如图）是我向一位酷爱书
法的老先生买来的，筒身用一段竹节雕
成，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

笔筒的直径 10 厘米，高 18 厘
米。筒身刻划的是文王请太公的场
景：渭河水流潺潺，古松苍劲挺拔。松
荫下，左侧有位老者，坐在河边手执鱼
杆在垂钓；中间一头戴斗笠老者，作揖
躬身，情态谦和；旁边是一对夫妇，正
在侃侃而谈。那时周文王正准备伐
纣，访请能人。听闻姜子牙在渭水河
边钓鱼，便亲自到河边拜请姜子牙为
国师，从而成就了大汉王朝的伟业。

笔筒采用的是“薄地阳文”的雕刻
方法。这种雕刻方法是清朝初年吴之
璠所创，发展至乾隆年间时，这种刻法
已经很流行了，上海嘉定一带，就有很
多人传摹。这种雕刻是明画理画法，
要善以景物间的叠压关系来体现空
间，用物象边线的薄厚、起伏来塑造场
景和人物。细致审视，意境典雅，色泽
如珀，布局疏密有致，纹饰简练高古，
刀法精细微妙，整幅图布局疏密有序，
极富艺术感染力。

杂项晒宝

“文王请太公”笔筒

晒宝玉器

高级随葬品龙首青铜灶高级随葬品龙首青铜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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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

□李晋

双尖簪，顾名思义，是两头尖的簪
子，它和单尖簪一样，是古代仕女所用
的发簪。簪的初名称作“笄”。女子插
笄在古代被视为成年的标志。

此双尖玉簪（如图），长约 10厘
米，为典型清代制品，就玉质分析，应
该是和田玉。双尖簪几乎是素工，简
洁的做工看起来颇为玲珑可人，簪子
两头各有两处简易的刻线纹，略带弧
度，前后线条流畅柔和，难得的是簪子
品相较好，一丁点儿毛病也没有。记
得也曾看过不少这样的玉簪，很多都
是断裂的，中间包有银皮，这是古人为
延续簪子使用寿命而采用的一种方
式。

簪子得来也是一段传奇，无意间
经过即将拆迁的老城区，看一收旧货
者开心的拿着两根玉簪行走在路边，
上前问价，对方要价高昂，知道无法谈
成后，我准备离开时，他将簪子不小心
坠落于地，其中一个玉簪瞬间分为两
截，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一根双尖
玉簪却丝毫无损。经过此风波后，收
旧货者颇为扫兴，就将两簪一起便宜
转让于我。

双尖玉簪

□李艳阳

龙首青铜灶（图一），长 40厘
米，高 44 厘米，通长 41 厘米，宽
30.1 厘米；龙首高 24.5 厘米。汉
代，呼和浩特市金河镇格尔图村出
土，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这件龙
首青铜灶由甑锅、釜、灶门和龙首
等组成。灶身作舟形，灶下为四蹄
形足，灶上有锅带箅子的甑和盖三
部分，灶身铸成怒目圆睁、大口盆
张的龙首形，龙背上为圆形灶眼，
内置一平底双耳釜。釜之上有深
腹盆形甑相扣，甑底镂孔而成箅
子。这种可拆装的结构又使形体
庞大的灶具能适用军旅或游牧的
需要。

另外，内蒙古博物院还藏有一
件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漫赖村出土
的龙首青铜灶（图二），与格尔图
村出土的龙首青铜灶造型类似。

呼和浩特市格尔图村出土的
这件龙首青铜灶，是当时汉族定居
生活的灶的微缩品。它是内蒙古
出土的青铜灶中体量最大、级别最
高的一件随葬品。而以龙头为装
饰的龙首青铜灶，表明了主人对龙

的崇拜。根据史料记载，汉代以后
多为铁器，极少见青铜器。最原始
的灶是在土地上挖成的土坑，直接
在土坑上悬挂其它器具进行烹
饪。这种灶坑在新石器时代广为
流行，并发展为后世的用土或砖垒
砌成的不可移动的灶，至今仍在广
大农村普遍使用。新石器时代中
期发明了可移动的单体陶灶，为商
周秦汉各代所继承，并发展出了铜
或铁铸成的炉灶，较小的可移动灶
称为灶或镟，实际就是炉。进入秦
汉以后，绝大多数炊具必须与灶相
结合才能进行烹饪活动，灶成为烹
饪活动的中心。

灶，原是汉族定居生活的产
物，《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灶
者，生养之本。”这句话说明汉代
人对“灶”很重视。灶的使用为人
们带来极大的方便，也标志着文明
程度的提高。多年来，我国考古工
作者在全国各地的墓葬中出土了
大量铜灶和陶灶，它们是我国汉代
主要随葬品之一。龙首青铜灶是
做饭用的灶具，在墓葬中作为随葬
品，是冥器。龙首青铜灶是典型的
中原文化产物，在内蒙古汉族聚居
区墓葬中出现，说明内蒙古地区，

尤其是呼和浩特地区是多民族聚
居的地方，反映了民族大融合的史
实。

出土龙首青铜灶的金河镇是
原阳古城遗址，战国时属赵地，该
城与云中古城同龄，开始用作赵国
骑兵训练基地，汉朝时改为原阳
县，原阳县西汉置,属云中郡。在
距今 2000年~1700年间，汉朝在
结束了与匈奴的战争后，在北方今
内蒙古中西部建立8个郡，并且实
行了移民屯垦、开发边疆的政策。
此时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上最早
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该地区古代
历史上建造城市最多的一个时
期。汉朝在这里曾先后建造过各
种城池数十座，其中就包括定襄、
原阳、陶林等一大批著名的汉代县
城。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在
内蒙古考察时说，“早在战国时
期，大青山南麓、沿黄河北岸的一
片原野(呼和浩特平原)就是赵国
和胡人争夺的焦点。”其实这里所
指的赵国的君主就是武灵王，他面
对天下大乱，各国无暇干涉赵国内
政时机，向全国发布实行胡服骑射
的法令。这时的呼和浩特平原已

被赵武灵王占领了，他傍阴山筑长
城，并在原阳建立“胡服骑射”训
练基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是发生在2300年前的一次重大的
军事改革，当时赵武灵王废除宽袍
大袖的传统衣着，汰除当时的兵甲
战车，向游牧民族学习，穿短装长
裤，练习骑射，以骑代车，组建灵
活机动的轻骑队伍。

《战国策·赵策》记载道，“王
(指赵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
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
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当时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
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
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
有骑马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
是此地便被赵武灵王选为“胡服骑
射”的训练基地。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是为
适应同周边国家的军事竞争，这种
军事改革还自觉地吸收了少数民
族文化，这种文化相容互补又形成
了新的文化体系，它不但有草原文
化的精髓，而且还有黄河文化的内
涵，它是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融
汇点和闪光点，形成了呼和浩特地
区所特有的新的文化内涵。

根雕

（图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