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新文

崔白，字子西，安徽濠梁人，宋
代著名花鸟画家。濠梁，就是今天
的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该镇位
于淮河南岸，河的对岸就是我的故
乡五河县临北乡。崔白一生几乎都
是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情况下
寒酸度过的。好在，因其所绘《夹竹
海棠鹤图》被宋神宗赏识，到图画院
任艺学，后来又升为待招。只可惜
大器晚成，那时他已经是 60多岁的
人了。

正是因为地位卑微，所以他目
光所及的就是平原的寒鹤、野兔、麻
雀……特别是小小的麻雀，成就了
寒门崔白。

《寒雀图》（如图）娟本，设色，纵
25.5 厘米、横 101.4 厘米，藏北京故
宫博物院。崔白的花鸟画最大的贡
献是赋予静态景物动态的美，开了
花鸟画的先河，使人耳目一新。

麻雀是很寻常的灵物，特别在
乡村更是驱之不离地依着你、赖着
你，甚至啁啾鸣叫烦着你。崔白在
《寒雀图》里，惜墨如金，清淡着笔，9
只麻雀各具形态，栩栩如生，或引啄
理羽，或养神闭目，或驰颈呆望；或
萎缩，或倒挂，或收翅……一只是个
体，9只是群体，它们把一树枝丫当
成了温暖家园。

为什么崔白画的是9只麻雀，而
不是6只或是7只呢？这也是个挺有
意思的话题。传说，崔白完工《寒雀
图》的时候，邻居十几岁的男孩儿刚

好在场，看得入了迷，还一二三……
数起了麻雀。回到家里，男孩儿问
爸爸：“你猜崔叔叔今天一棵树上画
了几只麻雀？”爸爸对儿子说：“一只
不行，两只也不行，三只更不行……
那就9只!”儿子两眼盯住爸爸，一时
楞在可那里。半晌，缓过神来，说:

“爸爸，你是神仙，会算啊！”
既然是传说，可信度就大大打

了折扣，今天也无从考证。作为距
崔白家乡仅一河之隔的我来说，有
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或许对崔白
为何不多不少只画 9 只麻雀，能够
寻找到些许的理由。

有年冬天，一向忙碌的父亲忽
然关注起家里的鸡来。他数了几遍
并问母亲，怎么是 10只鸡？母亲点
点头，肯定了是 10只。吃晚饭的时

候，父亲对母亲说，赶明个抓一只鸡
去街上卖了，哪有喂 10只鸡的？不
吉利！母亲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哪里不吉利了？父亲只是回答了一
句话，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现在想来，父亲的意思难道是
凡事留点遗憾或是不足才是最好境
界？虽然至今我也没搞明白，但是，
起码我知道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
心里对于数字“9”是崇拜的。或许，
崔白心里有和我父亲同样的想法。
因为文化、习俗和积淀往往有特定
的地域性。这也仅仅是我的一己之
见，为大家研究崔白作为一个参考。

苏轼对崔白的评价是：“人间刀
尺不敢裁，丹青赋予濠梁崔。”可见
崔白的花鸟画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多
大。

□许志勇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从藏友处见到
民国35年 10月交通部电信员工退休养
老证书（如图），兴奋不已，因为民国时期
的退休养老证书很少见。

持证人为报务员凌润珊，保证人为报
务员周思缵、邵显祖，局长朱一成签发。
朱一成历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电信总局局
长、交通部顾问，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交
通部成立于1927年5月16日，直隶于国
民政府。1928 年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
后，交通部改隶行政院。根据组织法规
定，交通部经营路政、电政、邮政、航政，并
监督民营交通事业。1928年10月，铁道
部成立后，交通部管理经营的铁路事业划
归新成立的铁道部管理。1938年，铁道
部裁撤，其管理经营的铁路业务仍归交通
部管理；同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管辖下的
公路处及军委会管辖下的水陆运输联合
办事处也划归交通部管理。这时的交通
部职权扩大为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全

国国有铁道、公路、电信、邮政、航空并监
督公有及民营交通事业。此后，除公路业
务两度划归军委会设专门机构管理外，交
通部的基本职能未变。

而养老金支给机构为电政同人公益
会，证书号后又特批注，该员养老金限在
沪（即上海）局发给。

该员服务年限为34年，出生年月为
光绪 12 年（即 1886 年） 12 月，至民国
35 年（1946 年）10 月，应为 60 岁退休。
养老金每月 170 元，其实是很微薄的。
国民政府1932年 12月《修正工厂法》公
布，铁路、交通、矿业劳工等特殊劳动者
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陆续建立。交通劳工
的制度又包括交通职工福利，电政劳工
的养老、疾病、工伤保障等内容。而该员
的退休条款按《报务员章程》83条之规
定。其实交通部在《各区电信管理局所
属电信局组织章程》中都已明文电信员
工工资、奖金、抚恤金及退休金等福利。
在这里，不但能见到民国时期普通职员
的生活片段，也能读懂历史书中难以了
解的社会状态。

宋代“石家”款
手执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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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宋代铜镜当中，除了素镜之外，要
以湖州石家镜最为常见，其有“湖州石
十郎真炼青铜照子”“湖州仪凤桥南酒
楼相对石家真青铜照子”“湖州真石三
十郎家照子““湖州真正石小二哥青铜
照子”等多种款识，可谓是当时的名
牌。寒舍所藏的这面手执“石家”款铜
镜（如图），镜身绿锈间掺杂着斑斑红
锈，可见是出土生坑之物，从形制来
看，为开门宋代湖州镜无疑。镜面为
圆形，直径 7厘米，镜面下方带有手
柄，连柄高为 11.6厘米，镜背和手柄
边侧带有凹槽线条，既美观大方又便
于清理，镜背中间长方形框内竖写有
铭文，仔细辨认，为“湖州真石家念二
叔照子”字样，字体以楷书写就，笔画
间朴拙凝重，流露出铸镜者的谦卑和
严谨。

宋时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安
定，经济也相对发展较快，铸造业日益
繁盛，因铜镜铸制在铸造业中属于利润
较高的门类，因而湖州、杭州、苏州、明
州（今浙江宁波）、建康（今江苏南京）、
扬州等地都将铸镜产业作为地方经济
的重要来源。湖州镜从激烈的区域竞
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一个具有标志
性的地方品牌产品，当时不仅有官府在
湖州设立铸镜机构，同时湖州市井也出
现了不少专业从事铸镜的作坊。

从历史资料和传世铜镜来看，湖
州以“石家镜”最为有名，其远销于全
国各地及周边国家，由此可以想象，石
氏是一个传承祖业、以铸镜为生的家
族，铭文标注的“石”这个姓氏，就如后
世“张小泉”在剪刀产品中的影响力一
样，属于当时铜镜产品中的著名商
标。此面铜镜中的“真”表明是正宗优
质的“石家镜”，可见当时市面上也有
仿冒的“石家镜”。至于铭文中为何称

“照子”，而非“镜子”，则是为避太祖赵
匡胤祖父赵敬名讳所致，因此这一点
也是鉴别宋镜的一个重要特征。

□□李笙清李笙清

中国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早早
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了酒的就有了酒的
存在存在。。历代以来历代以来，，随着酿酒工艺的随着酿酒工艺的
传承发展传承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酒文
化化。。

俗话说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酒好不怕巷子深，，但但
好马配好鞍好马配好鞍，，这好酒也要有好的包这好酒也要有好的包
装呀装呀！！于是酒坛于是酒坛、、酒罐酒罐、、酒瓶就成酒瓶就成
了盛酒的主要器皿了盛酒的主要器皿。。历朝历代历朝历代，，无无
论是官窑还是民窑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都生产了大量都生产了大量
的酒器用于盛放的酒器用于盛放、、窖藏美酒佳酿窖藏美酒佳酿，，
或藏之窖中或藏之窖中，，若干年后取出打开若干年后取出打开，，
甘醴馥郁甘醴馥郁，，历久弥香历久弥香；；或置于店中或置于店中
售卖售卖，，古色古香古色古香，，引来众多爱饮之引来众多爱饮之
士流连忘返士流连忘返。。

这是一件明代磁州窑烧造的酒这是一件明代磁州窑烧造的酒
罐罐（（如图如图），），高高5858厘米厘米，，口径口径1515厘米厘米，，
底径底径 1717 厘米厘米，，釉色呈乳白色釉色呈乳白色，，器壁器壁
厚重厚重，，端庄大气端庄大气。。细颈细颈，，溜肩溜肩。。腹部腹部
肥阔肥阔，，显示出极大的容量显示出极大的容量。。腹下收腹下收
敛敛，，平底无釉平底无釉。。敞口敞口，，圆唇微撇圆唇微撇，，颈颈
部有两圈水波纹部有两圈水波纹。。溜肩与上腹部溜肩与上腹部，，
有两圈鸿雁纹有两圈鸿雁纹，，另有另有““韩相韩相（（湘湘））子子、、
吕洞宾吕洞宾、、买卖买卖、、和合和合””等字等字。。腹部除腹部除
了直线纹和水波纹外了直线纹和水波纹外，，还有鱼纹还有鱼纹、、斑斑
点纹和卷草纹等辅助性纹饰点缀其点纹和卷草纹等辅助性纹饰点缀其
间间，，主题纹饰为花卉主题纹饰为花卉、、叶子叶子，，以尖状以尖状
或篦形工具轻轻划出枝蔓叶的脉或篦形工具轻轻划出枝蔓叶的脉

络络、、花瓣间的外廓花瓣间的外廓，，以及其阴阳面和以及其阴阳面和
细小的花蕊等细小的花蕊等，，简单明了简单明了，，活泼洗活泼洗
练练，，轻松舒展而又极有动感轻松舒展而又极有动感。。吕洞吕洞
宾和韩湘子都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宾和韩湘子都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
八仙之一八仙之一，，而八仙亦是明代瓷器上而八仙亦是明代瓷器上
非常流行的图案非常流行的图案。。相传韩湘子在天相传韩湘子在天
庭吹笛庭吹笛，，以解心中怨恨以解心中怨恨，，吕洞宾听到吕洞宾听到
笛声充满幽怨笛声充满幽怨，，便以琴声作为回应便以琴声作为回应，，
合奏出一曲合奏出一曲《《逍遥游逍遥游》。》。在这件器物在这件器物
上上，，独取八仙中的韩独取八仙中的韩、、吕二仙之名刻吕二仙之名刻
于其上于其上，，可能有作为可能有作为““饮酒逍遥饮酒逍遥””的的
广告词的作用广告词的作用，，可见古人亦善于利可见古人亦善于利
用神话传说来进行产品推广了用神话传说来进行产品推广了。。

酒罐颈间靠近上腹部的地方酒罐颈间靠近上腹部的地方，，
自左至右刻有自左至右刻有：：““知味且亭知味且亭（（停停））车车，，
闻香须下马闻香须下马””，，字号比上面的字号要字号比上面的字号要
大一些大一些。。这两句更是通俗易懂这两句更是通俗易懂，，取取
自唐朝李白自唐朝李白““闻香下马闻香下马””（（一说为苏一说为苏
东坡东坡））的典故的典故，，意思是说赶路的人闻意思是说赶路的人闻
到酒香味儿到酒香味儿，，再也迈不开步了再也迈不开步了，，赶紧赶紧
下马入店尽情品尝下马入店尽情品尝。。字句对仗工字句对仗工
整整，，简明扼要简明扼要，，直接道出美酒的妙直接道出美酒的妙
处处，，极具诱惑力极具诱惑力，，令那些饮中君子怦令那些饮中君子怦
然心动然心动，，起到了广告词的推介效果起到了广告词的推介效果。。

磁州窑借助境内蕴藏丰富的大磁州窑借助境内蕴藏丰富的大
青土青土、、耐火土等制作缸耐火土等制作缸、、坛坛、、罐等大罐等大
器的粗胎材料器的粗胎材料，，每年烧制大量大件每年烧制大量大件
酒器酒器，，““南有景德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北有彭城””，，得以得以
与当时有与当时有““瓷都瓷都””之称的景德镇并驾之称的景德镇并驾
齐驱齐驱。。据据《《明会典明会典》》和和《《嘉靖彰徳府嘉靖彰徳府
制制》》等文献记载等文献记载，，磁州窑系生产的瓷磁州窑系生产的瓷

酒坛曾酒坛曾““浮于滏浮于滏，，达于卫达于卫，，以售他郡以售他郡””
““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明代宫廷明代宫廷
有景德镇官御作坊有景德镇官御作坊，，还要吸纳相当还要吸纳相当
部分的磁窑酒坛产品部分的磁窑酒坛产品，，可见磁州窑可见磁州窑
系规模及生产能力之庞大系规模及生产能力之庞大。。

这件酒罐器形硕大这件酒罐器形硕大，，胎体浑圆胎体浑圆
厚重厚重，，属于明代磁州窑烧制属于明代磁州窑烧制，，产地来产地来
自河南自河南。。其装饰沿用了宋其装饰沿用了宋、、元以来元以来
磁州窑最富特征的白釉黑花磁州窑最富特征的白釉黑花。。罐身罐身
上的纹饰布局清晰疏朗上的纹饰布局清晰疏朗，，线条简洁线条简洁
流畅流畅，，构图对称均衡构图对称均衡，，用笔质朴流用笔质朴流
畅畅，，风格自然新颖风格自然新颖，，黑白反差强烈黑白反差强烈，，
富有鲜明的层次感富有鲜明的层次感，，图案清楚醒目图案清楚醒目，，
看上去就像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水看上去就像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水
墨画墨画，，无形之中无形之中，，既提高了美酒佳酿既提高了美酒佳酿
的品位的品位，，又体现了明代磁州窑系烧又体现了明代磁州窑系烧
制技法的娴熟和绘画水平的高超制技法的娴熟和绘画水平的高超。。

磁州窑系属民窑磁州窑系属民窑，，酒罐产量巨酒罐产量巨
大大，，胎质略粗胎质略粗，，装饰也有些过于简装饰也有些过于简
单单。。工匠们写书用词都很随意工匠们写书用词都很随意，，所所
以导致罐身上以导致罐身上““湘湘”“”“停停””二字被错写二字被错写
成了成了““相相”“”“亭亭””，，而且书法草率并不而且书法草率并不
精美精美，，所用诗词所用诗词、、吉祥用语吉祥用语、、警语等警语等
浅白直露浅白直露，，颇多民间俗言俚语颇多民间俗言俚语。。

瓷罐浑厚出民窑瓷罐浑厚出民窑，，一样留下美一样留下美
酒香酒香。。它虽然没有诗仙李白笔下它虽然没有诗仙李白笔下

““金樽清酒斗十千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玉盘珍馐直万
钱钱””的奢华的奢华，，也没有宋代文豪苏东坡也没有宋代文豪苏东坡
《《新酿桂酒新酿桂酒》》““收拾小山藏社瓮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招呼
明月到芳樽明月到芳樽””的高雅的高雅，，但乡土气息浓但乡土气息浓
郁郁，，洋溢着浓郁的民间酒文化气息洋溢着浓郁的民间酒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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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宝铜语

豹形瓷枕

□王继军

这件晚清豹形瓷枕（如图），长
25.5 厘米，宽 11厘米，高 13.6 厘米。
该瓷枕轮廓取自俯卧的大型猫科动物
豹子，其双目圆睁，胡须展开，嘴唇微
合，隐约可见横列的门齿。瓷枕的底
部平整，顶部两侧高中间内凹，易于就
枕，颇具现代的人体工学原理。加上
其外表施以白釉，釉面光滑细腻，人的
头部枕上去毫无被硌的风险。引人注
目的是，这件瓷枕除了大部分白釉外，
底座及豹身多处点缀以黑釉，腰部更
兼青花着色，绘以花纹，于古拙实用之
中平添几分艺术美感。

“枕，卧所荐首者”，《说文解字》
的定义清晰地说明，枕头是用来垫头
的。据考古资料，古人最初是用天然
石块或木头作枕，后来范围扩大，出
现了竹枕、玉枕、铜枕等。隋朝时，瓷
枕作为明（冥）器，用以殉葬。到了唐
代，瓷枕逐渐成为卧室寝具。同时，
尺寸极小的作为书写、医疗用的腕枕
及脉枕出现。宋朝是瓷枕烧造的黄
金时期，不但造型丰富，而且尺寸加
大，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雕
塑、彩绘等。明清以后，随着软枕的
面世，以瓷枕为代表的硬枕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李清照的《醉花阴》里，就提到了瓷枕
的清凉。这里的玉枕，指的就是釉色
细腻如脂，造型典雅华贵的景德镇瓷
枕。乾隆皇帝也曾在瓷枕上题诗：“瓷
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
梦蝶更应安。”可见，上至皇室贵胄下
至普通百姓，清凉沁肤的瓷枕都是心
头之好。

豹子凶猛善搏，善于隐藏，象征
着勇猛与韬略。在民间，豹塑像、图
案也是常用的吉祥物，如各类图案或
装饰物中画“豹脚纹”就是为了驱除
邪气。这件瓷枕顶部绘有豹头纹，相
传枕上去睡觉将不会做噩梦。此外，
因“豹”与“报”谐音，人们也常将豹和
喜鹊画在瓷枕上，表示“向您报喜”，
用以馈赠。

瓷话

《寒雀图》 杂项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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