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爱鱼

这件民国粉彩牧童归晚帽筒

（如图），是我从网上淘来的。

它呈圆柱形，直口，筒腹，高28

厘米。外壁绘牧童晚归读书的感

人情景，画面上春光明媚，绿树成

荫，一个穿着蓝衣的牧童，正骑在

一头黑牛背上，一手拉着牛缰绳，

一手捧着书本，津津有味地阅读

着，他似乎被书中的精彩内容所吸

引，全然忘记了周围风光旖旎的景

象。黑牛则东张西望，一只牛角上

还用红绸系着几卷诗书，缓缓地行

走在林荫路上。整个画面色彩和

谐，构图考究，线条流畅，笔法娴

熟，刻画细腻，完美地表现出孩童

酷爱学习的一面。

这副图画名为“牛角挂书”，说

起来还有则故事。传说隋末农民

起义军瓦岗寨的首领李密少年时

代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因

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

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

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职。但是李

密并不懊丧，回家后发愤读书，因

以放牛为生，故此常坐在牛背上读

书。有一次，李密听说缑山有一位

名士包恺，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

骑上一头牛出发了，牛背上铺着用

蒲草编的垫子，牛角上挂着一部

《汉书》。李密一边赶路一边读《汉

书》，正巧越国公杨素骑着快马从

后面赶上来，勒住马赞扬他：“这么

勤奋的书生真是少见。”李密一看

是他在朝中当侍卫时就认识的越

国公，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行礼。

虽然后来李密下场不好，和部将王

伯当被射死在了断密涧。但是其

年少时“牛角挂书”的故事却得以

留下了勤奋刻苦读书的美谈，并和

“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故事一

起成为《四季读书歌》中“挂角负薪

称李密，囊萤映雪有孙康”的成语

典故。

帽筒最初是置放帽子用的，后

来演变成女儿出嫁时的必备陪嫁

品。在上面绘制牧童读书的感人

画面，就是祝愿子孙后代读书识

文，金榜题名。

民国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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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悦

“虚怀若谷”讲的就是个性文人的
傲然风骨。竹之清高，亦深受历代画家
之喜爱。元人画竹，以赵孟頫(字子昂)、
李衎之名为著，实则高克恭画竹之名，
亦不在二人之下。原因是高氏山水之
名太大，故画竹名亦被山水名所掩。

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
房山，生于山西大同，祖籍新疆，官刑部
尚书。善诗能书通画精鉴赏。山水初
学“米家山水”，后宗董源、李成、巨然画
风笔墨。擅写墨竹，与赵孟頫齐名，形
成南北鼎足之势，被尊为画坛“一代领
袖”。高克恭家学渊源，父学魏晋高士，
崇尚古雅风韵，不乐仕途，远离喧嚣。
虽友多力举荐其入仕，则被其恭然婉
拒。晚岁退隐于大都房山。高克恭为
长子，受家风影响，勤研经学，可喻“识
悟弘深”，后号“房山”之名皆隐有此

故。画“米家山水”，得烟雨空蒙之笔墨
灵韵。在历代宗“米家山水”画人中，深
入骨髓之画境，笔墨画风对后世影响巨
大。

高公性耿介、好嗜酒，若遇知己善
友，则倾心相交，诗酒论画，昼夜盘桓。
酒之正酣时，则下笔如神，往往佳作迭
出，所传世之画迹，亦为后世宝之。其
官居江南时，与李仲芳、梁贡父、鲜于伯
机、柳贯、虞集等名士论画畅游。平生
与子昂相交最厚，多有画作合璧。高公
傲骨清风，平素书画从不轻作，故存世
真迹珍罕少见。

高克恭由于位高名重，历代市井私
坊为获厚利，亦多仿效其画。虽仿作泛
滥充世，然多未见真迹，故画中笔墨之
意境，似与真品相去甚远。高克恭画
作，一得诗助，二得交友，三得酒兴。若
无此三境，画笔焉能笔下生风。笔者曾
于上世纪 90 年代到皖南访友，一藏家
出高房山立轴山水示余。初识画迹陈

旧，确为老画，然细辨则画绢粗糙，不类
元绢之精，且画风也不似高克恭之笔
墨。元书画用绢，承宋绢之细密洁净，
虽显稀松些，但工艺质量还是较高的。
子昂绢本《兰亭》卷，绢质就比较细密匀
净。有可能用的就是嘉兴魏宓家的“宓
机绢”。那么藏家这幅“高公山水”，暂
且不论画得如何，就所用之绢，便可肯
定不是元代的，画风更与高公笔墨无
关。

“前朝画竹谁第一，尚书高公妙无
敌”，人能如此尊高克恭“画竹第一”，此
也绝非虚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高
克恭《墨竹坡石图》（如图），墨笔纸本。
这幅墨竹图，是高克恭存世唯一的一幅
真迹宝墨，可赞造诣精绝。

对于观察生活的真实性，高公可说
是细致入微。画面写的是雨中竹景，浓
淡两竹竿置于蹲石旁，画得劲健挺拔，
清气逼人。人们常说“画如其人”，此幅
竹品，近同高公做人交友之品性。其官

居高位，家无厚资，只有良田二顷，一生
廉洁。然深知民之痛苦，多体恤护佑。
故高公之画竹，不为奢靡粉黛之习所
染，清风傲骨，欲离喧嚣尘埃之地。此
竹最大之亮点，乃有密友赵孟頫子昂题
诗：“高侯落笔有生意，玉立两竿烟雨
中。天下几人能解此，萧萧寒碧起秋
风。”诗中“天下几人”句，便可看出子昂
先生对于高侯画竹造诣的高度评价。
同时也可深知两人交厚的特殊关系。
从历代名家墨迹来看，真正能让赵国公
亲自题跋的书画很少，除非是前朝珍贵
名迹。历来有“文人相轻”之说，我看子
昂先生并非如此，他更看重的是画家精
湛的画技和深厚的艺术思想。这一点，
足可看出子昂公博大幽深的艺术胸怀。

高公画面几块堆砌的山石，也是画
中的一个亮点，由于画家对董源山水理
解很深。故披麻皴的清润内涵，多得董
源画笔之神韵。款落“克恭为子敬作”，
钤白文“彦敬”。

《墨竹坡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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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庆

这是2005年6月，第一家丝绸之
路博物馆新疆丝绸之路博物馆开馆时
发行的纪念章（如图），其材质为紫铜，
直径10厘米，由上海造币厂铸造。该
纪念币的正面图案由丝绸之路景观、
文物和“新疆丝绸之路博物馆建成纪
念”文字等组成，它仿佛使人看到了一
个熠熠发光的舞台，轮回展示着历史
的珍品和风情景致。其背面的图案巧
妙结合了古道与骆驼的沧桑场景和现
代都市的繁华，独具匠心，展示了丝绸
之路带来了现代繁华，体现出文化和
经济发展的和谐主题。

这枚小小的纪念章，承载了特有
的丝绸之路文化。丝绸之路名垂千
古，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齐心协力、
共同打造的互利共赢、繁荣共进的黄
金通道，对于推动沿线各国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与发展，发挥了难以估量的
历史作用。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
段，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商客云集、驼队
络绎不绝的繁荣盛况。也曾经留下法
显、玄奘、高适、岑参、林则徐、张大千
等历史文化名人西行的足迹。新疆丝
绸之路博物馆展现了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历史遗迹和主要城市的演变过程，
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丰富的人文历史及
商业流通、文化传承等历程。

““纸上宝石纸上宝石””藏书票藏书票

□□王家年王家年

藏书票起源于中世纪的藏书票起源于中世纪的

贵族阶层贵族阶层，，1515世纪时最早在世纪时最早在

德国流行德国流行，，后来传入美国后来传入美国、、日日

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本等经济发达国家。。藏书票藏书票

作为书籍收藏者的藏书标作为书籍收藏者的藏书标

志志，，通常贴在书籍扉页上通常贴在书籍扉页上，，增增

添书的珍贵和美感添书的珍贵和美感，，形式上形式上

有些类似于我国文人习惯使有些类似于我国文人习惯使

用的藏书印章用的藏书印章，，多数是版画多数是版画

家采用版画的创作手法进行家采用版画的创作手法进行

制作的制作的，，其本身就是一件艺其本身就是一件艺

术品术品，，被誉为被誉为““纸上宝石纸上宝石”“”“版版

画珍珠画珍珠””。。

世界上最早的一张藏书世界上最早的一张藏书

票是为了防止票是为了防止““书贼书贼””而诞生而诞生

的的。。画的是一头刺猬画的是一头刺猬，，口衔口衔

一枝野花一枝野花，，画面上方有一缎画面上方有一缎

带带，，上写一行字上写一行字：：““慎防刺猬慎防刺猬

随时一吻随时一吻””，，以示对偷书者的以示对偷书者的

警告警告。。最初的藏书票最初的藏书票，，只限只限

于版画家自己藏书之用于版画家自己藏书之用，，后后

来发展到为别人创作来发展到为别人创作。。

藏书票题材包罗万象藏书票题材包罗万象，，

有人物有人物、、动物动物、、风景风景、、静物静物、、鸟鸟

兽虫鱼兽虫鱼、、花卉树木花卉树木、、名胜古名胜古

迹迹、、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人体艺术人体艺术、、警警

句名言句名言、、玩具用具等玩具用具等，，有的还有的还

巧妙地将读书巧妙地将读书、、书籍书籍、、藏书等藏书等

内容设计在书票画面中内容设计在书票画面中。。其其

制作方法很多制作方法很多，，有铜板有铜板、、木木

版版、、石版石版、、漏版等漏版等。。藏书票的藏书票的

大小大小，，一般不超过一般不超过77厘米厘米××99

厘米厘米，，画面上要有读书或藏画面上要有读书或藏

书人的标记书人的标记，，如如““某某藏书某某藏书””

等字样等字样；；形状有正方形形状有正方形、、长方长方

形形、、圆形圆形、、三角形三角形、、椭圆形等椭圆形等。。

藏书票强调民族特色和藏书票强调民族特色和

个人艺术风格个人艺术风格，，如欧洲各国如欧洲各国

的藏书票花纹华丽的藏书票花纹华丽，，具有浓具有浓

厚的装饰色彩厚的装饰色彩。。而美国通常而美国通常

用抽象派作品装饰书票用抽象派作品装饰书票。。日日

本的藏书票大多采用浮世版本的藏书票大多采用浮世版

画技法画技法，，绚丽多彩绚丽多彩，，独具艺术独具艺术

魅力魅力。。

许多著名画家如法国象许多著名画家如法国象

征派的奠基人高更征派的奠基人高更、、西班牙西班牙

艺术巨匠毕加索艺术巨匠毕加索、、英国版画英国版画

家贺加斯等人家贺加斯等人，，都创作过不都创作过不

少珍贵的藏书票作品少珍贵的藏书票作品。。一些一些

世界文豪如雨果世界文豪如雨果、、莫泊桑莫泊桑、、福福

楼拜等人楼拜等人，，都十分喜爱藏书都十分喜爱藏书

票票。。英王李尔斯一世英王李尔斯一世、、西班西班

牙菲立浦四世牙菲立浦四世、、美国总统华美国总统华

盛顿等人盛顿等人，，更是藏书票的收更是藏书票的收

藏迷藏迷。。我国著名作家巴金我国著名作家巴金、、

臧克家臧克家、、王蒙等王蒙等，，都有自己的都有自己的

藏书票藏书票。。

藏书票一般分为藏书票一般分为 44 大大

类类：：版画版版画版、、通用版通用版、、印刷版印刷版

和手绘版和手绘版，，其中只有手绘版其中只有手绘版

藏书票是画家一幅一幅绘制藏书票是画家一幅一幅绘制

而成的而成的。。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即使同即使同

一画家绘制的同一题材一画家绘制的同一题材，，也也

常常由于构思常常由于构思、、布局布局、、着色以着色以

及绘制时间的不同及绘制时间的不同，，票面图票面图

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藏书票于上世纪初传入藏书票于上世纪初传入

我国我国，，我国最早的一枚藏书我国最早的一枚藏书

票是关祖章的藏书票票是关祖章的藏书票。。这枚这枚

藏书票贴于藏书票贴于19101910年出版的年出版的

《《京张路工摄影京张路工摄影》》封里封里，，画面画面

是一位书生秉烛展卷是一位书生秉烛展卷。。

我国的藏书票兴起于上我国的藏书票兴起于上

世纪世纪3030年代年代，，这和鲁迅的倡这和鲁迅的倡

导有关导有关。。鲁迅是现代木刻的鲁迅是现代木刻的

创始者和木刻运动的组织创始者和木刻运动的组织

者者。。在他的影响下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产生了

大量木刻作品大量木刻作品，，也涌现出了也涌现出了

一批青年木刻作者一批青年木刻作者。。我国早我国早

期的藏书票古色古香期的藏书票古色古香，，有的有的

还配上了古文篆字还配上了古文篆字，，后来后来，，藏藏

书票的表现形式趋向多样书票的表现形式趋向多样

化化，，不仅有版画藏画不仅有版画藏画，，还出现还出现

了篆刻了篆刻、、剪纸等藏书票剪纸等藏书票，，它们它们

中创作手法有的取法石刻中创作手法有的取法石刻、、

汉画像砖汉画像砖、、壁画而成壁画而成，，有的则有的则

撷取民间皮影撷取民间皮影、、蜡染等艺术蜡染等艺术

精华精华，，或古朴典雅或古朴典雅，，具有浓郁具有浓郁

的金石玺印味道的金石玺印味道；；或五彩缤或五彩缤

纷纷，，精湛隽永精湛隽永，，令人回味无令人回味无

穷穷。。

我国藏书票品种繁多我国藏书票品种繁多，，

有黑白木刻有黑白木刻、、套色木刻套色木刻、、水水

印印、、石版石版、、铜版铜版、、丝网版丝网版、、塑料塑料

版版、、布贴版布贴版、、橡胶版等橡胶版等，，票面票面

构图不拘一格构图不拘一格，，能见高山大能见高山大

河河、、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古今人物古今人物、、飞飞

禽走兽禽走兽、、亭台楼阁亭台楼阁、、风花雪月风花雪月

等等。。在创作风格上在创作风格上，，或粗犷或粗犷

奔放奔放，，或细腻秀美或细腻秀美。。

小小藏书票小小藏书票，，包罗着大包罗着大

千世界千世界，，几乎天下万物均可几乎天下万物均可

在藏书票上展现在藏书票上展现。。而且随着而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时间的推移，，藏书票能够随藏书票能够随

着书籍的发展和普及传承着书籍的发展和普及传承

500500余年余年，，且历久不衰且历久不衰，，这足这足

以证明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以证明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

历史价值历史价值。。一张藏书票就是一张藏书票就是

一幅微型版画一幅微型版画，，它包涵着藏它包涵着藏

书者的情操和对人生的追书者的情操和对人生的追

求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钟

爱爱。（。（如图展示的是几张早期如图展示的是几张早期

的藏书票的藏书票。）。）

鉴赏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晒宝铜语

杂项 晒宝瓷器

清代玳瑁折扇

□彭宝珠

折扇又名“撒扇”，是一种用竹木
或象牙做扇骨、韧纸或绫绢做扇面的
能折叠的扇子。折扇早在明永乐年间
就开始在民间流传，而自明朝中叶到
清朝中叶折扇款已趋完善，为制扇和
藏扇的鼎盛时期。折扇虽然出现的比
较晚，却因为携带方便而备受人们的
喜爱。

我收藏折扇已经有7年了，大大
小小的折扇有100多把，按照扇骨的
材质分，有檀香折扇、象牙折扇、沉香
折扇、粽竹折扇等；按照工艺分，有螺
钿、雕漆、漆上洒金、退光洋漆的等。
不同时期的折扇有着不同的特点，富
有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我收藏的最贵重的折扇是这把清
代的玳瑁折扇（如图），扇面长31.6厘
米，扇骨高 19.4厘米。用材考究，品
质上乘，制作异常精良。这把折扇之
所以特别珍贵，是因为扇子的材质选
用非常珍贵的玳瑁制作而成。玳瑁是
一种有机宝石，特指玳瑁的背甲，具有
独特的神韵和光彩。玳瑁向来被人们
视为吉祥、长寿的珍宝。这把折扇共
18片玳瑁，每一片上都雕刻有花纹，
光亮润泽，非常精美。

年幼时，一到盛夏，我的脖子上总
会长出许多痱子，密密麻麻的，瘙痒难
忍，让我彻夜难眠，爷爷看见了，拿出
这把祖传的折扇，一边为我扇风，一边
为我讲故事。一阵阵凉风抚摸着我的
脸，尽管风很小，但我也感到丝丝凉
意，在折扇的凉风中，我便进入了甜甜
的梦乡。后来，我离开故乡，到外地读
大学后又参加工作，爷爷就把这把折
扇送给了我。

《康巴女孩》

《梦》

《颜之竹》

《好朋友》

《秉烛夜读》

《柴郡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