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继军

这把清代龙纹玉斧（如图）长26
厘米，最宽处10.7厘米，厚1.8厘米，
重87克，质地为和田青玉。该斧由
两部分组成，其一为腾飞的巨龙，龙
口大张，龙尾卷曲，龙须后扬，作升腾
之状，颇显神韵；其二为开刃的斧头，
斧背厚实，斧刃薄削，两侧斧尖微翘，
寒气微露。与一般玉斧不同的是，这
把斧头中央有一圆孔，孔型圆润，尺
寸与两侧开口匹配，相得益彰；加上
其设计精巧，以龙身为斧柄，浑然天
成。其质厚温润细腻、脉理坚密，表
面有油脂光泽，轻微敲击可闻清脆、
洪亮之声，手触处，有凉意来袭。

玉斧出现于新石器晚期，外形为
一种扁平的梯形器，上端有孔，可缚
扎执柄，下端有刃。玉斧的前身为用
作猎杀武器的石斧，以玉制作后逐渐
演化为氏族酋长或部落联盟首领执
掌的王权象征物。比如，出土的一件
商晚期兽面纹玉戚（戚源于斧），青黝
色泽间杂黄褐色，正背面均浮雕以兽
面纹为主题，辅之以旋涡纹、三角形
垂叶纹，经考证它并非实用器物，而
是一种礼仪用器。商周以后，玉斧少
见或不复存在，直到明清之际，因仿
古的兴起，才又出现，风格不再简朴，
且大多为礼器，用来辟邪。

明代皇帝的龙袍下端，绣有两
把“斧头”，也与斧为礼器有关。这
两把“斧头”叫黼（fǔ），释义为古代
礼服上绣的斧头状花纹。作为12
章纹之一，黼，取的是割断、果断之
意。又如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之
意；山，取其稳重、镇定之意；龙，取
其神异、变幻之意等。

这把龙纹玉斧中间的孔可系带
悬挂，寓意“斧到祸去，福到家中”。

□朱卫东

盛夏季节，一只清凉爽脆的
冰棒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消暑佳
品。冰棒又叫冰棍、冰糕、棒冰
等，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冰
酪”，一种用奶和糖制成的冰
块。现代意义上的冰棒出现于
20 世纪初，民国时期传入我
国。早期的冰棒，没有包装纸，
盛放在盒内，和冰激凌类似。

1932 年，上海海宁洋行开
始生产和出售带有包装纸的冰
棒，这种方便实用、又大幅度降
低生产成本的冰棒深受市场欢
迎，各大城市的冷饮公司纷纷开
始效仿。最初的冰棒纸，采用的
是普通的食品包装纸，几乎没有
图案和文字。随着市场竞争，各
家冷饮公司争相从欧美引进先
进的设备，开始印制色泽鲜艳、
图案精美的包装纸。这些冰棒
纸上，除了常规的冰棒品牌和生
产厂家地址外，还印刷有充满诱
惑力的图案和文字，能够有效地
激发顾客的购买欲。

笔者收藏了 3张民国时期
的冰棒纸。第一张是三十年代
北美公司出品的“明星牌”冰棒
纸(图一)，我国最早的冰棒品牌
之一。这张冰棒纸呈长方形，底
色为白色。纸张的左右两侧各
有数十颗闪烁的蓝色星辰，最上
方是蓝色的“北美公司出品”和

“明星牌”等字样，中央部位有一

颗硕大的星星图案，星星上是英
文的“Frozen Sucker”，汉语的

“冰棒”，文字白蓝相间，具有强
烈的视觉效果。纸张的最下方
是繁体的“上海泰兴路一七八
号”，表明了生产厂家的地址。
整张冰棒纸色泽明快，图案简
洁，带给人一种仿若走进冰雪世
界的清爽感觉。

另两张冰棒纸都是上世纪
四十年代青岛出品的。第一张
（图二）主色调为绿色，纸张上下
分别是中英文的“兹美冰糕厂出
品”以及“普集支路十八号”“电
话一八一八”等字样。主图案是
一位妙龄美女，卷发披肩，笑脸
盈盈，左手拿着一只冰糕，正朝
口中塞去。另一张（图三）生产
厂家是青岛制冷店，地址为陵县
路四十一号，电话（二）二五四
七，主画面采用黑白套色，颇具
漫画色彩，一位少年从远处奔跑
而来，左手翘起大拇指，右手举
着一只大冰棒。少年衣带翻飞，
开口大笑，笑声几乎都要从冰棒
纸上飘落下来。这两张冰棒纸
上都印刷有“卫生冰糕”之类的
广告文字，这也是民国时期冰棒
纸的一大特色。

这3张民国冰棒纸，都是我
从外地藏家手中购买到的。历
经数十年风雨侵袭，冰棒纸的色
泽已不再鲜艳，但依然保存完
好。炎热的季节里，仔细欣赏这
些难得的收藏品，仿佛还可以触
摸到那一份远去的岁月清凉。

雁形铜香薰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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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初昕

这件雁形铜质香薰炉（如图），高89
厘米，器物较大，为明末清初时期的器
物。此香薰雁首向天，口半张，舌尖上
翘，曲颈挺胸，做鸣叫状。雁的双掌踏
地，底座配硬木座，用铆钉固定。造型
比例得当，神态栩栩如生，极其传神。
雁形铜质香薰炉铜质金亮，皮色乌黑藏
栗，包浆厚重。雁身錾刻的羽毛历历可
见，雁背开有活动天窗，可揭开盖子，往
里面添置香料，燃烧的烟气从雁的嘴中
袅袅喷出，顿时香气满室。雁腹有一小
排细密的小孔，空气能够进入雁的腹
腔，香料得以缓慢燃烧。

把香薰炉打造成雁之形状，可谓
寓意深远。雁被誉为禽中之冠，自古
就视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全的灵
物，为大家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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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阳李艳阳

小宋自造钧窑大香炉小宋自造钧窑大香炉（（图一图一））高高4242..77厘米厘米、、口口
径径2525..55厘米厘米，，元代元代，，呼和浩特市白塔村窖藏出土呼和浩特市白塔村窖藏出土，，
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香炉直口香炉直口，，圆鼓腹圆鼓腹，，圜底上饰三兽足圜底上饰三兽足，，口沿两口沿两
侧各有一长方形直耳侧各有一长方形直耳。。颈部雕贴颈部雕贴33个麒麟个麒麟，，其间其间
为一方形题记为一方形题记，，刻刻““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
炉一个炉一个””的楷书铭文的楷书铭文（（图二图二）。）。通体施天青色釉通体施天青色釉，，
因施釉较厚因施釉较厚，，以致烧制时纵横流于器表以致烧制时纵横流于器表，，形成天形成天
青釉面与土黄色露胎处的强烈对比青釉面与土黄色露胎处的强烈对比，，具有铜器的具有铜器的
金属质感金属质感，，由于积釉浓淡不一由于积釉浓淡不一，，色彩如水墨画般色彩如水墨画般
晕染开来晕染开来，，颇有水流凝滞之感颇有水流凝滞之感，，其基本釉色是各其基本釉色是各
种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种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具有荧光一般优雅的具有荧光一般优雅的
蓝色光泽蓝色光泽，，色调之美色调之美，，非语言所能表达非语言所能表达。。整体胎整体胎
质层次分明质层次分明，，使人感到内容丰富使人感到内容丰富、、清新清新、、明快明快，，整整
体造型浑圆饱满体造型浑圆饱满，，古朴典雅古朴典雅，，浑厚凝重浑厚凝重，，充分体现充分体现
出元代恢宏壮阔的气象以及中国古代能工巧匠出元代恢宏壮阔的气象以及中国古代能工巧匠
的非凡技艺的非凡技艺，，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完美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完美
结合结合。。小宋自造香炉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器小宋自造香炉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器
型最大型最大、、最完整最完整、、制作最精湛的钧窑香炉制作最精湛的钧窑香炉，，堪称国堪称国
之瑰宝之瑰宝。。

19701970年年1212月的一天月的一天，，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
学生们在呼和浩特市白塔村东南约学生们在呼和浩特市白塔村东南约500500米处丰米处丰
州城遗址参加生产劳动时州城遗址参加生产劳动时，，无意发现了两侧窖无意发现了两侧窖
藏藏，，窖藏为两个盖有铁釜的黑釉瓮窖藏为两个盖有铁釜的黑釉瓮。。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
是是，，两个大瓮中竟还藏着两个大瓮中竟还藏着66件瓷器件瓷器，，分别是分别是：：香炉香炉
11件件、、镂空高座双螭手耳瓶镂空高座双螭手耳瓶11对对、、缠枝牡丹纹瓶缠枝牡丹纹瓶11
对对、、缠枝莲纺瓶缠枝莲纺瓶11件件。。通过研究证实通过研究证实，，这批瓷器属这批瓷器属
于元代窖藏于元代窖藏，，它们代表了元代瓷器制造业的最高它们代表了元代瓷器制造业的最高
水平水平，，其中的这件小宋自造钧窑大香炉更是让人其中的这件小宋自造钧窑大香炉更是让人
惊为天物惊为天物。。

钧窑是我国五大名窑之一钧窑是我国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唐盛于它始于唐盛于
宋宋，，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附近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附近。。靖康之变因战乱靖康之变因战乱
停烧停烧，，金大定后恢复并进一步发展金大定后恢复并进一步发展。。金金、、元时期元时期，，
除今河南很多窑场烧钧瓷外除今河南很多窑场烧钧瓷外，，邻近各省的一些窑邻近各省的一些窑
场也都在仿烧场也都在仿烧，，形成一个庞大的钧窑系形成一个庞大的钧窑系。。钧窑瓷钧窑瓷
器的基本特点是窑变成色器的基本特点是窑变成色，，釉色为各种深浅不同釉色为各种深浅不同
的蓝色乳光釉的蓝色乳光釉。。纯粹纯粹、、匀净的釉色匀净的釉色，，给人以极大给人以极大
的艺术享受的艺术享受，，于是有于是有““雨过天青雨过天青””的美名的美名。。小宋自小宋自
造香炉以其浑然天成的釉变造香炉以其浑然天成的釉变，，成为传世钧窑瓷器成为传世钧窑瓷器
中的佼佼者中的佼佼者。。香炉上刻的香炉上刻的1515字铭文字铭文，，使得香炉更使得香炉更
加弥足珍贵加弥足珍贵。。钧窑瓷器在宋代就享有钧窑瓷器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黄金有价
钧无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不如钧瓷一片””的盛的盛
誉誉。。此件造型精美的鼎式香炉此件造型精美的鼎式香炉，，在元代钧窑产品在元代钧窑产品

中脱颖而出中脱颖而出，，成为元代钧窑产品的代表作成为元代钧窑产品的代表作，，4040多多
年年，，虽然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事业虽然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事业
的兴起的兴起，，元代钧瓷出土较多元代钧瓷出土较多，，但尚无超越它的器但尚无超越它的器
物出现物出现，，当之无愧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当之无愧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香炉上的铭文为香炉上的铭文为““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
造香炉一个造香炉一个””，，元代有两个乙酉年元代有两个乙酉年，，一个是元定一个是元定
宗皇后海迷失称制时期宗皇后海迷失称制时期，，即公元即公元 12491249年年，，另一另一
个是元武宗至大二年个是元武宗至大二年，，即公元即公元 13091309年年，，专家普专家普
遍认为香炉产自遍认为香炉产自13091309年年，，因为因为12491249年元朝尚未年元朝尚未
统一统一，，战乱不断战乱不断，，而而13091309年元朝统一全国日久年元朝统一全国日久，，
社会相对稳定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恢复经济得到恢复，，包括瓷器制作业包括瓷器制作业
在内在内，，手工制造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手工制造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由此可以由此可以
推断这件香炉应该是元代中期钧窑的产品推断这件香炉应该是元代中期钧窑的产品。。元元
代寺庙使用的多为小香炉代寺庙使用的多为小香炉，，而这件钧窑香炉体而这件钧窑香炉体
积较大积较大，，极为罕见极为罕见，，此外此外，，目前国内出土的瓷器目前国内出土的瓷器
刻有铭文的比较少刻有铭文的比较少，，而这件钧窑香炉刻有明确而这件钧窑香炉刻有明确
的烧制时间及工匠姓氏的烧制时间及工匠姓氏，，这种带款的器物更显这种带款的器物更显
其研究价值其研究价值，，铭文的铭文的““一个一个””，，有别于元朝使用的有别于元朝使用的
繁体字繁体字，，而是现在使用的简体字而是现在使用的简体字，，这对简体字发这对简体字发
展的研究极具价值展的研究极具价值，，同时对研究钧窑在北方地同时对研究钧窑在北方地
区分布情况和元代瓷器贸易发展方面有着积极区分布情况和元代瓷器贸易发展方面有着积极
的意义的意义。。

此件香炉的出土地点丰州城始建于辽神册此件香炉的出土地点丰州城始建于辽神册
五年五年（（920920年年），），辽金元沿用辽金元沿用，，长达长达450450年之久年之久，，当当
时呼和浩特一带大部分地区长期属丰州管辖时呼和浩特一带大部分地区长期属丰州管辖，，城城
内闻名于世的万部华严经塔内闻名于世的万部华严经塔（（现俗称白塔现俗称白塔））现在现在
仍旧巍峨矗立仍旧巍峨矗立，，高约高约5656米米。。元代初期元代初期，，丰州城不丰州城不
仅仍然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仅仍然是一座繁华的城市，，而且成为东西交通的而且成为东西交通的
枢纽枢纽，，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早在成吉思汗时期，，长春真人丘处机到中长春真人丘处机到中
亚大雪山谒见成吉思汗后东返亚大雪山谒见成吉思汗后东返，，即经过丰州城停即经过丰州城停
留留，，然后返回内地然后返回内地。。元代初期名臣刘秉忠在元代初期名臣刘秉忠在《《过过
丰州城丰州城》》诗中诗中，，有有““山边弥弥水西流山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夹路离离禾
黍稠黍稠。。出塞入塞动千里出塞入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两秋去年今年经两秋。。晴空晴空
高显寺中塔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车马喧阗尘不
到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吟鞭斜袅过丰州。。””的诗句的诗句，，描绘了丰州古城描绘了丰州古城
的繁盛的繁盛。。但是但是，，元末无情的战火焚烧过后元末无情的战火焚烧过后，，这里这里
曾经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从此消失了曾经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从此消失了，，真是真是““丰丰
州城楼无踪影州城楼无踪影，，旷野空余寺中塔旷野空余寺中塔。。””

在丰州古城内出土的元代窖藏中在丰州古城内出土的元代窖藏中，，发现的发现的66
件较大的瓷器件较大的瓷器，，应为古城西北的寺庙遗物应为古城西北的寺庙遗物，，寺庙寺庙
名称说法不一名称说法不一，，或为宣教寺或为宣教寺，，或为大明寺或为大明寺，，从遗址从遗址
规模来看规模来看，，该庙面积很大该庙面积很大，，有多层殿堂有多层殿堂，，是当时丰是当时丰
州城内重要的建筑群之一州城内重要的建筑群之一。。由于元代战乱纷起由于元代战乱纷起，，
庙内僧人为了保护这批珍贵的佛前供器庙内僧人为了保护这批珍贵的佛前供器，，匆忙之匆忙之
中将其埋藏在寺内地下窖藏中中将其埋藏在寺内地下窖藏中，，上世纪的一次机上世纪的一次机
缘才使得这批珍贵的文物重见天日缘才使得这批珍贵的文物重见天日。。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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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无量寿佛造像

□吴保华

清代粉彩无量寿佛造像（如图），
高32厘米、宽22厘米。

佛像头戴五叶花冠，发髻高耸呈
塔状，正面佩戴化佛像，缯带呈C形飘
拂于耳际。佛面相方圆，宽额广际，细
眉垂目，鼻高耳阔，嘴角内敛，神态安
详。宽肩，身姿丰腴曼妙。肩搭披肩，
胸前饰双重璎珞项链，施彩仿红珊瑚、
蓝宝石诸色珍宝，生动逼真，腰部束
裙，衣褶流畅，铺于腿前。施禅定印，
结跏趺坐于双层束腰仰覆莲花座上，
莲瓣肥腴红艳，与小莲瓣错落分布，排
列规整。帛带绕臂飘扬而过，垂于莲
花座前，动感十足。

佛脸、身等皆施金色彩釉，熠熠生
辉，衬托法相庄严。披帛及袍裙上绘
盘长纹、勾云纹、梅花点纹、宝相花等
吉祥纹样，线条勾勒细腻，描绘精致，
发色清雅。整尊佛像胎体厚重，釉层
饱满，色彩瑰丽，刻画生动。

无量寿佛又名长寿佛、无量光佛、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佛，代
表着智慧，意思是光明无限、寿命无
限，是藏传佛教中最常见的造像之
一。古代造像艺术具有较强的地域
性，产生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佛像
艺术风格。

古代的佛像，材质多种多样，有
木、牙、铜、玉、瓷、石等，其中瓷雕佛像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容易破损，保存颇
为不易，故存世完美的古代佛像相对
较少。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件清代粉
彩描金无量寿佛造像，能够如此完好
地流传至今，实为难得。

（图三）

（（图一图一）） （（图二图二））

（（图二图二）） （（图一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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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龙纹玉斧

“竹林七贤”砚屏

□王家年

“竹林七贤”指三国时曹魏正始
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
王戎及阮咸7人，常在山阳县竹林
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竹林
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
学的精神，但是由于当时的血腥统
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
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
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
一直受到人们敬重。

这是一件清乾隆竹雕竹林七贤
砚屏（如图），砚屏分两部分，屏呈长
方形，木框内以竹雕“竹林七贤”，采
用浮雕、镂雕等技法，凸显出山高云
绕，竹林茂盛，七贤于林中行乐，最为
彰显工艺高超的是中上部镂刻根根
修竹之后，二贤清谈其中，精细之极；
座为红木材质，镂刻以草叶纹。

画面上，貌似闲散的隐逸山居
生活，在纵深处隐藏着创造性的活
力，它直接催生或激发艺术创作的
灵感。宋元时期的隐士多半都当过
官，明清时期的山人多为艺术家。
他们退让、避世的态度，愤世嫉俗的
孤傲品格，将自己的才华和人文情
趣借助于工匠之手，聊写胸中郁郁
寡欢之气，借助花木紫砂，实现艺术
生命的价值，因那器物之中浸透着
更为深广的人文情怀。

晒宝竹雕

杂项
民国
冰棒纸

（请吴保华和江初昕两位作者和
本报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