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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精致美丽的金银器、瓷器，珍
稀神秘的壁画、佛教器具，以及玉
器、石碑等一大批珍稀文物出现在首
都博物馆时，观者无一不为它们的绝
世芳华而惊叹不已。随着讲解员精彩
的解说以及介绍文字的逐一展开，展
现在观者面前的，已不仅仅是这些文
物凝聚了千年岁月的惊艳外表，更是
一幅幅契丹人生产生活的游牧场景，
乃至大辽人纵横疆场、积极发展对外
经贸、兼容中原优秀文化的辽阔画面。

近日，“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
文物暨南京建城1080年展”在北京首
都博物馆落下帷幕。展览结束后，记
者采访了相关人士，听他们聊聊有关
展览的故事。

辽南京即现在的北京

据了解，此次展览原本为期 3个
月，从2018年 9月 6日开始，到2018
年 12月 9日结束，但是展览开始后，
观者如潮，反响热烈，应观众的要
求，延长到2018年12月23日结束。

郑承燕研究员是内蒙古博物院保
管研究部主任。她介绍说，此次展览共
展出全国17家文博机构270件（套）辽
代精品文物，其中内蒙古192件（套），一
级文物占了三分之一，多来自内蒙古文
物考古研究所和赤峰市的各旗县区。

展览分5个部分，分别为五京备焉、
四时捺钵、南北面官、华夷同风和塔寺
巍巍。这5个部分风格各异却又浑然一
体，仿佛描绘勾勒出一幅辽代全景图，
为观众详细解读辽代的历史文化。五京
备焉全面介绍了辽代的5个都城，即上
京、东京、南京、西京和中京，其中上京
是现在的赤峰市巴林左旗，东京是现在
的辽阳省辽阳市，西京是现在的山西省
大同市，中京是现在的赤峰市宁城县，
而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2018年是辽南
京建立1080周年的重要纪年。“看得出
来，首都博物馆在该时间节点举办这次
展览含有纪念意义，这也体现了博物馆
在社会角色中的重要担当。”郑承燕说。
第一部分展示了当时作为政治中心“五
京”的繁盛风貌。

游牧民族天性逐水草而生，四季游
走不停。“辽代有两个突出的政治制度，
一个是‘五京’，一个是四季捺钵。”内蒙
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辽金
史学会副理事长盖之庸侃侃而谈。“捺
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意为行宫，后被引
申为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

盖之庸说：“辽代虽然有‘五京’，但
是皇帝并不常住京城，他和重要的朝臣
们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巡行于不
同的地方，皇帝到哪里，哪里就是行政中
心。比如，冬季到最热的地方，夏季到最
凉快的地方；春季打天鹅，夏季狩鹿，秋
季猎虎，冬季钓鱼。除了渔猎，主要就是
处理政务。”展览的第二部分四时捺钵，
讲的就是辽代这一独具特色的政治制
度。这部分展品以游猎出行之时的穿戴
用度为主，华美精贵，同时也体现了草原
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审美风格。

后三个部分呈现了广阔疆域下，
辽代的统治策略与社会文化。辽代统
治者针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社会发展阶
段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
方法，建立了两套行政体制，即南北
面官。北面官统治契丹和其它游牧民
族，南面官仿唐制，管理汉人。在民
族交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汉人、契
丹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吸
收借鉴，在出土文物、葬俗、塔寺建
筑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特点。

文物会说话

270 多件 （套） 展出的精品文物
中，无疑，来自内蒙古的文物最为抢
眼，尤其它背后所揭示的辽代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生活习俗
及其与汉文化的融合交往，更是让人
品味良久。

据介绍，汇总历年来全国每年评
出的10大考古发现，内蒙古总共占了
10 多项，其中和辽代有关的占了 6
项，6项中有5项是辽代墓葬的考古发
现。1985年发现于通辽市奈曼旗青龙
山镇的陈国公主墓便是这些墓葬的代
表。陈国公主墓挖掘出的随葬品精美
奢华，让人叹为观止。随葬品中除了
公主和驸马覆面的金面具，还有银丝
网衣、银鎏金冠、金花银靴、珍珠琥
珀头饰、项链、琥珀璎珞以及各种玉
佩等，共有3000多件。其中作为契丹
族特有丧葬习俗用来覆面的公主金面
具，也在此次展品之列。时过千年，
金面具依然光亮如新、熠熠生辉，一
出场，便引来人们的诸多好奇目光。

据考证，陈国公主死时年仅 18
岁，在她去世后没多久，35岁的驸马
也撒手人寰。“契丹族只有两个姓，一
个是皇族姓耶律，一个是后族姓萧，
在当时，后族有着比肩皇族的影响
力，可以说两姓共同统治着辽国。为
了大权不旁落，辽国出台了一项政治
制度，同姓不能通婚，只有耶律和萧
两家才能通婚。”盖之庸说，姓耶律的
陈国公主是辽圣宗的亲侄女，圣宗特
别疼爱她。她下嫁的后族驸马是她的
亲舅舅。公主身份的尊贵，后族的显
赫，使得公主的陪嫁品远远超出普通
人。据考证，展出的公主金面具就是
陪嫁品之一。此外，驸马生前的衣
服，包括在墓葬中发现的随葬品，基
本都是公主陪嫁过去的，这些也是
《辽史》中记载的送终之具。

面具根据当时人社会地位的不
同，材质也不同，皇族、大贵族用金
的；地位稍低的，用银的，再往下用
铜的。“面具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根据个
人的相貌就做好的，根据陈国公主的
面具，可以看出她是个脸型圆润的胖
公主。”郑承燕笑道。

为什么契丹人死后要覆脸？有很
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人死了样子
不好看，所以要遮盖；还有一种神秘
的说法是和灵魂有关。至于真相是否
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不
过，最有趣的说法竟然和当时的流行
趋势有关。据史书记载，辽代信奉佛
教，时尚女子都爱往脸上涂一层黄色
的金粉，美其名曰佛装。据此想来，
爱美的契丹人死后也不忘打扮自己吧。

“每件文物都会说话，它们的背后
都有着关乎方方面面的精彩故事。”郑
承燕说，这次展览，内蒙古把一部波
澜壮阔的辽代史带到了观众面前。

多件文物首次露真容

此次展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文
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协办，首
都博物馆和内蒙古博物院共同承办。
高规格的展览让内蒙古原本不轻易亮
相的文物也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四季山水图》首露芳容。

《四季山水图》 本是辽代庆陵中
的壁画，反映的是辽帝在春夏秋冬 4
个季节捺钵时的情景，非常具有研究
价值。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我
区一位画家，以 1:1的比例对壁画进
行了临摹。由于摹本面积巨大，且存
世只此一份，多年来一直被妥善保管
着，逢此机缘才面世。《四季山水
图》 分为春、夏、秋、冬 4幅图，均
高为2.4米、宽 1.8米左右。观众通过
图可以看到庆陵所在地庆云山当时的
四季风貌：山缓地平，水草清浅，花
木枯荣，出没其间的是野鸭、鸳鸯、
天鹅、梅花鹿、野猪等野生动物，这
些动物有的在奔跑，有的在游水，有
的在觅食，有的在嬉戏打闹……观此
图，人们也许可以脑补出一副辽帝忙
完公务后，徜徉于山水间的悠闲画

面。
所有展出的内蒙古文物中，秘色

瓷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亮点。千年以
来，历代文物考古研究收藏者对秘色
瓷都是只知尊贵，未见尊颜，人们都
只能从古书的记载中来了解。《吴越备
史》《十国春秋》《宋史》 等书籍都有
吴越国钱氏向中原王朝进贡秘色瓷的
记载。唐朝文学家陆龟蒙也在诗作
《秘色窑器》 中，用“九秋风露越窑
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概括秘色瓷的
美妙无比。然而宋朝之后，关于秘色
瓷的记载越来越少，因为实物失传千
余年，以致于许多人怀疑它是否真的
存在过。

1987年 4月，随着陕西法门寺地
宫被打开，谜一样存在的秘色瓷终于
从史书中走进了现实。考古专家们在
地宫中除了发现佛骨舍利等大量珍宝
外，还有就是秘色瓷。这是秘色瓷千
余年后第一次现身世间。28 年后的
2015年 9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从我区多伦县发掘的辽代贵妃墓葬
中，再一次发现了秘色瓷。“其他地方
陆续也有零星发现，但是现存世不足
百件。”盖之庸说。

据记载，秘色瓷是唐代直到宋
初，古越州名窑 （今浙江一带） 进贡
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是越窑青瓷中
的精品，为皇家专用之物，“臣庶不得
使用”。秘色瓷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
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从配
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
是秘不外传的，因此被称为秘色瓷。
这次展出的鹦鹉纹银釦口青瓷执壶，
就让观众亲眼目睹了秘色瓷举世无双
的风采。如今，烧制秘色瓷的工艺已
经失传。

契丹族影响力强大

纵观此次展览，几乎汇集了全国
所有的顶级辽代文物，这在近年来几
乎是不多见的，产生的影响显然也是
巨大的。浏览网络，只要输入“大辽
五京”，就是海量的信息。除了各路媒
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很多网友也都怀
着激动和惊喜在豆瓣或者博客上写下
自己的观后感。更有观者在观看后，
在留言薄上写道：“看完展览，为我国
统一的多民族历史深感自豪！在中华
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民族也为
塑造这一磅礴史篇书写了不朽伟章。
契丹族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的确，契丹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
一部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持续了200
多年，期间经历了9位皇帝，没有先进的
思想和理念，是不可能统治这么长时间
的。通过文物，就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很
先进。”盖之庸说，在辽代墓葬中发现的
金属器、瓷器等文物中，从上面的纹饰、
题材和工艺，既能看出北方游牧民族的
特色，又能看出中原工艺的影子。这是
契丹族和汉族两个民族相互交融的一
个例证，起到了文化多元一体的奠基作
用和推动作用。契丹族在发展自身文化
当中，不光兼顾中原文化，同时也受到
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在辽代贵族墓葬中都能零星发
现玻璃器，比如此次展出的波斯玻璃
瓶。当时，中原和北方都没有烧制玻
璃器的技术，这些玻璃器都来自中亚
和西亚，陈国公主身上所佩戴的大块
琥珀，来自波罗的海。这说明，当时
的契丹族已经和世界文明接轨了，而
链接东西方文明的，就是草原丝绸之
路。”盖之庸说，契丹人当时跟周边
的国家都有广泛的交往，除了宋朝及
中亚、西亚外，还和后来的西夏王朝
以及日本、朝鲜有经贸往来。契丹兼
容并蓄，吸收了很多先进文化因素，
加之自身的文化，最终创造性地形成
了典型的契丹文化，面具和马鞍就是
例证。契丹文明产生以后，发挥出了
极强的辐射作用，乃至当时很多西方
人认为中国就叫契丹。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收藏》版新年第一期如约和您见面
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感谢广大读者和通讯员给予《收藏》版
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新的一年里，小编向新老朋友致以衷
心的感谢和无限的祝福。在过去的一年里，《收藏》版立足本
土，放眼区外，力争把更多的老宝贝、老古董呈现在您的面前，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对此，小编感到欣慰，也感受到了压
力。进入 2019 年，《收藏》版本着宗旨不变的原则，继续为您

搜罗天下奇珍异宝，让您在大饱眼福、增加底蕴的同时，了解
到更多古今中外关于收藏的动态和故事。

为此，《收藏》版保留和新设立了如下栏目：
“鉴赏”：介绍一些古今收藏名品；“多宝阁”：分类鉴赏

栏目，鉴赏所收藏的玉器、陶器、兵器、瓷器、石头、木艺、钱
币、邮票、字画等；“收藏资讯”：关注国内外收藏界、考古
界、拍卖界的最新动态；“收藏圈”：介绍一些收藏界的人物

和故事。
小编深知，要想把《收藏》版办好，离不开读者朋友的关爱

和支持，为此，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朋友特别是通讯员朋友继续
给予支持和帮助，小编期待着您的参与——提供有关收藏方
方面面的稿件和照片。2019年，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把《收
藏》版办得雅俗共赏，广受收藏界和读者朋友欢迎。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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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近日，苏轼的《木石图》在香港

以天价拍卖成交，他的另一幅传世

之作《潇湘竹石图》（如图，局部）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幅画现

收藏于中国美术馆，为邓拓同志捐

献。

邓拓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

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

家，同时还是书画收藏家。笔者拜

读了他发表于1962年第 6期《人民

画报》上的《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

题跋〉》一文。邓拓在文中说：“苏东

坡所作潇湘竹石图卷，可谓古画中

杰出作品之一……东坡作画，简直

随手拈来，自成一格。无论在纸

上、绢上，随便用墨、用笔，如同写

字一般。细看此图所画潇湘竹石，

更加证明东坡画法具有极大创造

性。”

据邓拓考证，此画创作时间当

在公元11世纪后半期，画卷上有历

代收藏家26人题跋，文字达3000余

言，卷末有题款“轼为莘老作”。邓

拓说：“五字题款语句简练、亲切，与

东坡文章风格一致；字体古朴、浑

厚，一见而知其为真迹无疑。”莘老

即孙觉，江苏高邮人，与苏轼年龄

相当，又是同榜进士，两人关系非

常密切，曾担任过7个州的知府，后

来被列名于“元佑党籍”。此画应

是苏轼为孙觉所作。邓拓在文中

说：“题跋最晚之时间截止于明代

嘉靖辛酉，即公元 1561 年。自此

以后，一直秘藏于金陵李家，不肯

示人，故无人得知，而为明清以来

著录家所未见。”李家视此图为珍

宝，代代相传。后来不知何故，《潇

湘竹石图》与苏轼的另一幅《枯木

怪石图》皆为民国时期著名古董商

方雨楼所藏。曾做过吴佩孚秘书

长的白坚夫从方雨楼的古玩店买

下了这两幅画作，后《枯木怪石图》

被白坚夫的日本夫人在卢沟桥事

变前带回日本，《潇湘竹石图》则一

直为白所收藏。1961 年生活困难

时期，白想将《潇湘竹石图》出手，以

补生计。邓拓得知后，找来白坚夫

表明要购买此画。邓拓“展开全图，

隽逸之气扑人。画面上一片土坡，

两块石头，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

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

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

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经过协

商，最终以5000元成交。他用上《燕

山夜话》的稿费，再变卖自己收藏的

14 幅古画，将画买了下来。1964

年，邓拓请荣宝斋的许麟庐先生从

自己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

《潇湘竹石图》在内的154件佳品，无

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

2012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邓

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特展”，特

意提到：“由于邓拓先生的精心收集

和无私奉献，使很可能湮灭不存在

的众多古代艺术珍品成了公共文化

财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懿德亮

节，令人景仰。”

此图源自网络

邓拓与
《潇湘竹石图》

收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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