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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忠

我手中有一枚品相极佳的1937
年版的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共和
国）爱德华八世五先令银币（如图）。
这枚银币上的爱德华八世为侧面像，
铸工精湛，版式漂亮。

爱德华八世，是英国现代史上一
位著名的人物，他是爱情至上的理想
主义者，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
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于 1936年 1
月20日逝世，本应由长子威尔斯亲王
（即爱德华八世，生于1894年 6月23
日，卒于 1972 年 5 月 28 日）继承王
位，谁知他未能正式加冕。原来他早
在登基前，就对平民出身且离过两次
婚的辛普森夫人动了真情，并执意要
与她结合。这一违背英皇室规定的消
息震惊了英国朝野。最后爱德华八世
为了爱情，决定放弃王位，于1936年
11月16日宣布逊位，降为温莎公爵，
与辛普森夫人结婚，让其弟约克公爵
（即现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之父）继
承王位，史称乔治六世。

由于英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爱德
华八世的头像一直没能像该国其他国
王一样，出现在英国本土发行的硬币
上，但是世界各地英联邦成员国和地区
的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不爱江山爱美
人”的温莎公爵，曾多次将他的头像铸
在币面上发行。硬币上的爱德华八世
大多为侧面像，英俊潇洒，不戴皇冠。

世界上曾经发行过爱德华八世头
像硬币的国家和地区有加拿大、澳大利
亚、南非、新西兰、斐济、南罗得西亚等。

爱德华八世
五先令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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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芳

上个月在市郊一老农那里淘得一
个清朝中期的刀马人将军罐（如图），
高23厘米，绘有山水，在口沿绘有杂
宝，青花渲染。

此罐器形优美，品相完好。直
口、丰肩、敛腹，罐身有活灵活现的刀
马人作战图象，远远望去仿若一个头
戴盔甲、挺胸凸肚的古代大将军，亦
像一个憨态可鞠的人站在眼前，让人
心生爱意。

将军罐因罐盖形似古代军士的头
盔而得名，始见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
朝康熙时期已达到鼎盛。康熙时期的
将军罐，以青花瓷将军罐最有艺术收
藏价值，用途也逐渐广泛起来。青花
瓷将军罐，古时工匠做工十分考究，先
拉坯再施以一层釉，高温煅烧下来，罐
子圆润，难见瑕疵，青花图案则活灵活
现，含蓄却又极富动态美，容易让人遐
想联翩。

将军罐的用途十分广泛，罐底拉
了孔的一般是古人用来盛放骨灰的；
底部无孔的一般体形小巧玲珑，罐身
附有精美图案，是用来摆放和观赏的；
也有一些大的将军罐是用来盛放各种
食物的。

清刀马人将军罐

□陈卫卫

驰名世界的电影表演大师赵丹
(1915-1980)，不仅在银幕上创造了
林则徐、李时珍、聂耳等熠熠生辉的形
象，而且还是科班出身的书画家。赵
丹的绘画艺术之高，是关山月、李可染
和吴作人等国画家所一致公认的。

用赵丹自己的话说：“搞电影，我
本来是业余的。画中国画，才是我学
的专业。”1930年，15岁的赵丹考入上
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黄宾虹、潘天寿
和郑午昌，专攻山水国画。赵丹以奔
放洒脱的才情构思挥洒，作品既有黄
宾虹的清逸华滋，也有吴昌硕、潘天寿
的雄健古拙。笔墨精到的《葫芦图》
（如图），即是赵丹的一幅代表作。

此图设色浑厚，极具大巧若拙之
妙，画面充满了吉祥如意和温馨愉悦
的氛围。几丛葫芦从幅外的棚架上挂
下，藤蔓盘旋往复，贯通全画，显得奔
放不羁而又生机盎然。葫芦的用色轻
重有别，各显老嫩之姿，量感与质感俱
佳。在布局章法上也颇费经营，密处

愈密、叶不透风，而疏处愈疏、潇洒自
如，绝不杂乱，足见赵丹的深厚功力。

整幅画注重用气，气之生发、流
走，用笔之收放、行止，既豪迈淋漓而
又娓娓入情，无不展示着赵丹独特的
美学观，虚实灵动之间意趣无穷，将葫
芦的艺术特色凸显得自然清新，表现
出格高意远的艺术效果。

由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经过了
正规训练，使得赵丹的艺术起点相当
高，当年他就得到刘海粟校长“淋漓逼
真、笔墨奔放’的评语。赵丹的作品，
可以说是画如其人，富有豪放潇洒的
风格和鲜明突出的个性，反映了他所
走过的曲折艰辛而又不折不挠、充满
活力的艺术征途。

赵丹的花鸟画，深受李苦禅先生
大写意花鸟画新风范的影响，虽然有
一定写实的成分，但又不是对自然物
象客观的描摹，而是凝练后的创造。
赵丹用笔往往流畅而自信，在随意中
蕴含着朴拙之气，自然含蓄中又具阳
刚之气。他多利用墨色的浓淡干湿、
色彩的冷暖来增加画面层次感，从而
达到了笔简意繁、平淡天真的境界。

《葫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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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胜盼

笔者藏友近来新得一只汉代玉蝉
（如图），其雕工造型之精美，堪称惊艳。

藏友手中的这只玉蝉通体白色，
长5.6厘米，宽 2.8厘米，属于典型的
汉代器物。一般来说，汉代玉蝉呈平
头形的，以西汉早中期的作品为多，圆
头形的以西汉中晚期的作品为多。西
汉中晚期玉蝉的眼珠多跳出轮廓外。
从这个特征上判断，藏友手中的玉蝉，
可判断为西汉中晚期作品。

汉代玉蝉刀法简练，粗犷有力，刀
刀见锋，称“汉八刀”。蝉形比战国时
期薄而大，重视玉料选材，玉色以白为
上。表面琢磨得平整洁净，线条挺秀，
尖端见锋，锋芒锐利，其边缘像刀切一
样，没有崩裂和毛刀出现，尾部的尖锋
有扎手的感觉。线条以直线为多，有
的虽呈弧线，但都是两线交锋而成。
从商周至汉魏，玉蝉较多，从造型艺术
和雕刻手法上看，多是在写实的基础
上作了夸张处理，抓住蝉的主要特征
——目、翼、腹进行概括表现，形象生
动，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

西汉玉蝉

□周洪林

备受球迷关注的第21届世界杯足球
赛于2018年6月14日至7月15日在俄罗
斯境内11座城市中的12座球场举行。在
我国发行的体育题材邮票中，曾多次出现
赏心悦目的足球画面，方寸之间尽显足球
运动之美。

足球运动是一项古老的体育活动，源
远流长。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球
类游戏“蹴鞠”，后来经阿拉伯人传到欧
洲，发展成现代足球。我国于1986年发
行的T.113《中国古代体育》特种邮票，其
中第四枚为“蹴鞠”（图一），“蹴”即为用脚
踢，“鞠”是皮制的球。该套邮票图案取材
自保存于“河南省南阳汉画馆”的汉画像
石刻，画面表现的是两位古代长袖高髻女
子蹴鞠时的情景。

新中国第一枚足球邮票，是1957年3
月 20日原邮电部发行的纪39《全国第一
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纪念邮票一套5枚
（该套邮票于1955年印制，因故推迟两年
发行），其中第三枚（5-3）为“足球运动”
(图二)，图案描绘了两名男足球运动员正
奋力抢夺脚下足球的场面。

2002年 5月 16日，中国邮政发行的
《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纪念邮票一套2
枚(图三)，图案分别为“新的起点”“团结拼
搏”。该套邮票见证了中国男足健儿经过
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冲出亚
洲、走向世界”的夙愿，为中国足球运动发
展谱写了新篇章。

2017年 7月 24日发行的《中国足球
协会超级联赛》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一套
1枚(图四)，邮票画面上的中超标志主色为
橙黄色，图案左侧是一只足球，里面分别
有4种层次鲜明的颜色，很像中国传统京
剧的脸谱。足球上方的熊熊烈火喻示着
中超联赛火一样的激情。在足球右侧则
是中超联赛的英文缩写。副票上的中超
联赛吉祥物“龙龙”是一只颜色醒目、形象
可爱的卡通龙，被设计成活泼的踢球形

象，身穿一件有中超英文缩写CSL字样的
球衣。整个构图色彩鲜艳醒目，配上黑白
相间的足球，显得动感十足。

我国是亚洲最早引进现代女子足球
运动的国家。1991 年 11 月 16 日至 30
日，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在中国广州
隆重举行。我国于开幕当天发行了J.185
《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纪念邮票
一套2枚(图五)，其中第一枚主图为大红
底色的本届世界女足锦标赛会徽；第二枚
图案是一位飞扬在绿茵场上的女足球运
动员英姿；2007年女足世界杯再次在中
国上海、天津、杭州、成都、武汉5个城市举
行。同年 9月 10日，我国又发行了一套
《FIFA 2007年中国女足世界杯·会徽》纪
念邮票一套1枚(图六)，邮票形状为圆形，
图案中的会徽主体为国际足联女足世界
杯奖杯。

在我国发行的足球邮票中，儿童踢足
球的画面有1966年２月25日发行的《少
年儿童体育运动》特种邮票的第一枚“踢
小足球”(图七)；1978年６月１日发行的
《从小锻炼为革命》特种邮票第二枚“小小
足球传友谊”(图八)，邮票图案以生机勃勃
的春天风光为背景，描绘了少年儿童踢小
足球的场面。

此外，我国在1959年 12月 28日发
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纪念邮票、1963
年 11月17日发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
动会》纪念邮票、1965年9月28日发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运动会》纪念邮
票、1972年6月10日发行的《发展体育运
动》编号邮票、1979 年 9月 15 日发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运动会》纪念邮
票、1985年 9月 8日发行的《第二届工人
运动会》纪念邮票和2012年 7月 27日发
行的《第三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
票均有足球画面。

足球以其独特的魅力拥有亿万球迷，
邮票又以其丰富多彩的艺术感染力拥有
亿万集邮爱好者。观看世界杯比赛，品赏
邮票上足球，方寸之间尽享足球运动的激
情与风采。

鉴赏

紫檀

□王继军

我收藏的这把紫檀木扇是奶奶
送给我的。奶奶说，这是她的外婆当
年服侍一位皇室宗亲时人家送的。
扇子从奶奶的外婆传到奶奶的母亲，
再到奶奶手里，如今再到我手里，愈
发珍贵。

这把扇子的正面（图一）镶嵌着
精美的花鸟，不但色彩各异，而且生
动有趣。只见其中一只喜鹊飞起，头
部朝下，另一只栖息在枝条上，与前
一只目光对视，栩栩如生。周围的梅
花盛开，色彩纷呈，仿佛有暗香浮
动。扇子背面（图二）光滑洁净，木质
纹理清晰可见。这把扇子长30.5厘
米，最宽处19.5厘米。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扇子的扇面和扇柄木质一致，
卯合牢固，如同天成。加上扇面的顶
端呈内凹设计，即便轻微摆动，也可
感受到一股有力的风迎面扑来。

我国堪称“制扇王国”，扇子已有
3000多年的历史。殷代用五光十色
的野鸡毛制成的扇子被称为“障
扇”。顾名思义，当时的扇子并非纳
凉之物，而是作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
阳挡风避沙，或者讲究排场，作仪仗
之用。

战国时期，短柄的扇子开始被民
间使用，原材料也从羽制扩展到竹
制，真正具备了“引风逐暑”的作用。
到了汉代，竹扇、绢扇普遍用来取凉，
形式也逐渐增多。隋唐之后，羽扇与
纨扇大量出现，这个时期的扇子，成
了文人墨客的“怀袖雅物”，他们经常
一边轻摇纨扇，一边吟诗作赋，颇具
品味。到了清代，从文人到官吏，甚
至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无不喜欢摇
扇“摆造型”，很明显，这时的扇子用
作装饰品居多了。如今，尽管有了电
扇、空调，但是我依旧对扇子情有独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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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木扇
（图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