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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高瑞锋
图/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身穿红肚兜的胖娃娃手捧着金灿灿的
大元宝、脚踩着红红的大鲤鱼；面若芙蓉、身
披五彩霞衣的仕女在花团锦簇的花丛中翩
翩起舞；貌似潘安、美若貂蝉的一对儿古代
新人在大红喜字的映衬下，越发显得幸福美
满⋯⋯近日，当记者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
观园剧场的展厅看到这些讨喜的年画时，立
刻感到一股浓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春
节期间，大观园剧场将展出近 200 幅不同年
代的纸质年画，满足市民对“年味儿”的需
求。

据介绍，这些年画均为一人所有，他就
是呼和浩特市藏家刘双英。今年 47 岁的刘
双英收藏年画有近 20 年的历史，展出的这些
年画，不足他总收藏的百分之一。说起收藏
的初衷，刘双英说无非就两个字“兴趣”。

春节前，年画布展工作越来越忙，刘双
英惦记着他的这些“宝贝”，时不时的到大观
园看看布展的情况。为了便于搬动、摆放这
些年画，他给年画都装订了画框。现在，每
幅年画拿出来，更像是一件件镌刻着岁月年
轮的陈列品，让人观赏之余，久久地沉浸在
过往欢喜的记忆里。

为了淘到这些心仪“宝贝”，早年，呼和
浩特市的人民路旧货市场和大学路旧货市
场是刘双英每个周末必光顾的地方，每次定
有收获。垃圾收购站他也是常客，去的次数
多了，垃圾收购者都记住了他，和他成了朋
友，往往收购到一些“好货”后，都会给他留
着。很多珍稀的年画，刘双英就是这样淘到
的。2006 年，从一个垃圾收购者手里，他搜
罗到了 10 多幅明代手绘年画和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年画样稿。

越淘越上瘾。不知不觉，刘双英至今已
经收藏了 4000 多幅不同年代的年画。

可以想见，4000 多幅年画的题材有多么
丰富：山水花鸟、历史人物、戏曲故事、喜庆
新年等，这些几乎可以组成一个个系列。记
者看到，历史人物的有《毛主席同人民群众
在一起》《周总理在包钢》《朱爷爷到咱草原》

等；戏曲故事的有《西厢记》《梁山泊与祝英
台》，甚至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四大名著的片段；喜庆新年的有
《鱼庆福寿》《娱乐升平》《春满人间》等。

接触的年画多了，刘双英慢慢琢磨出了
一些画里所蕴含的年代特质，“上世纪 50 年
代倡导大力发展经济，画儿以鼓足干劲搞生
产方面的居多；60 年代我国经济困难，在田
间地头奔突的拖拉机成了主角；70 年代的画
儿满满的正能量；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
平提高了，类似于‘手拿结婚证的新人骑着
摩托车’的多了起来。”

刘双英收藏的年画都是纸质的，每幅都像
是他的孩子，承载着他的感情，舍不得出售。
随手拿起一幅年画，他都能回忆起“到手”的经
过：“这幅《阿姨请打伞》，是我10多年前在人民
路的旧货市场上淘到的。看她们的穿着打扮，
抱着孩子的中年女子是朴素的白衬衣，给她打
伞的两个小姑娘戴着红领巾，每人扎着两个小
辫儿，一看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画儿。”

岁月在流转，时代在变迁。近四五年
来，呼和浩特的市场上已经寻觅不到纸质年
画的踪迹了，取而代之的多是覆膜的年画。
而这，勾不起刘双英年少时的回忆。“未来如
果条件允许，我想在家乡清水河县开一座民
俗博物馆，把自己的收藏献给家乡人民，让
更多的人领略到老时光的味道。”刘双英说。

□朱卫东

这本《新年风俗志》（如图）出版于 80 多
年前，较全面地搜集和整理了晚清至民国时
期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农历新年风俗，图文
并茂，琳琅满目，堪称民国时期的“贺岁书”。

书的封面设计比较简洁，主画面选用
了常见的拜年场景，画面上红烛高烧，香雾
袅袅，一对老夫妻端坐在堂前，手持红包;
两个头扎小辫、天真烂漫的孩童正在给老
人磕头拜年。屋内的陈设、人物的衣着都
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画面下方是现代
文学家周作人的题字：“娄子匡编著，新年
风俗志，周作人题”，以及一枚“越周作人”
图章。遒劲飘逸的题字，和鲜艳流畅的画
面相映成彰，令人过目难忘。

书的结构编排除主编者自序外，还分
别收录了周作人、历史学家顾颉刚以及德
国学者爱堡哈特的序言。3 篇序言从不同
角度阐释了搜集整理新年民俗的重要意
义，并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在当时起到了
非常大的“广告”作用。正文部分是 27 篇
风俗志，分别记述了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湖南、湖北、河南以及甘肃、广东、广西、
四川、云南、贵州等 13 个省 27 个地区的春
节习俗，内容包括年节礼仪、休闲游戏、时
令美食等。文字之外，还收录有 26 幅图
画，画面题材有“刘海戏金蟾”“文武财神”
等吉祥图案，也有各地年俗的写真画面，如
广东的舞狮，云南车里的荡秋千，北京的玩
鱼灯、抖空竹等，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年俗提
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

本书原名《中国新年风俗志》，1935年 1
月更名为《新年风俗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
行，我收藏的这本是1935年印刷的第一版。

《新年风俗志》

多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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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曾 侯 乙 编 钟 出 土 41
年。据介绍，由于每次复制都需要
在原件上翻模，为保护文物，到目前
为止，曾侯乙编钟仅复制了 5 套。

1979 年，复制国宝编钟被专家
学者们提上了议事日程。据湖北省
博物馆前馆长陈中行回忆，复制全
套曾侯乙编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
和众多单位的支持。在他提供的一
份印制于 1984 年 9 月的资料《曾侯
乙编钟复制研究》中记载，当时，湖
北省博物馆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
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
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
技人员，大家通力协作，采用多种技
术手段对这套编钟进行分析研究。
发现中国早在 2400 多年前，就摸索

出了铜锡铅 3 种成分的最佳配方，以
获得优美的音色，并掌握了钟体大
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
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
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
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
的旋律。

复制编钟形似并不难，难就难
在声似，关键是复制的编钟要与原
编钟的发音一模一样，专家学者、技
术人员反复科研试制，逐渐掌握了
塑模、制模、翻模、青铜浇铸、定音等
工艺，众多音乐专家赴现场参与调
音。

1982 年底，编钟复制研究组成
功复制出了上层钮钟 12 件、中层甬
钟 14 件、下层大甬钟 2 件，共 28 件，
基本上做到外貌、声音与原件一致，

并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经验，在编钟
复制技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1983
年 1 月 7 日，国家文物局在武汉召开
了编钟复制研究成果鉴定会，复制
件获得通过与好评。1984 年 7 月，
全套编钟的复制工作全部完成。文
化部于同年 9 月 5 日组织全国多学
科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进行验收，
认为复制件达到了形似、声似的复
制要求，并颁发了验收证书。1985
年，此项成果荣获文化部科技成果
一等奖。

据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馆 长 方 勤 介
绍，第一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后，
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博物
馆又先后为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
厅、台湾鸿禧美术馆、陕西黄帝陵、
湖北随州博物馆各复制了 1 套。从

还原度来讲，存于台湾鸿禧美术馆
的是目前为止还原度最高的 1 套，这

套编钟复制了曾侯乙编钟上全部
3755 字铭文。 （光明）

曾侯乙编钟出土 41 年仅复制 5 套

□肖伊绯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以孙中山
先生头像为主图的民国邮票（以下
简称孙像邮票），基本占据了 1912
年至 1949 年这 37 年间 90%以上
的邮票发行份额。这些邮票被广
泛应用邮政信函的贴用，随之走进
千家万户，成为当时最直接、最普
遍的记忆符号之一。

根 据 相 关 研 究 统 计 ，层 出 不
穷、种类繁多的以孙中山头像为主
图的民国邮票，有数十种版别之
多。或因当时邮票印制技术所限，
或因时局动荡不得不转移，孙像邮
票中有的种类并不在中国大陆印
制，而是委托美国、英国等发达国
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印制，遂有所
谓“纽约版”“伦敦版”“香港版”等
多种版别。这些版别因印制技术
原因而产生的变异、错漏邮票种类
多至百余种，其中不乏存世稀少的
珍贵品种，最为著名的就是在美国
印制的“纽约倒”孙像邮票。

1941 年 2 月 21 日 至 4 月 21
日，邮政部门发行了一套以孙中山
先生头像为主图的普通邮票，编号
为普 22，俗称“纽约版”。图案为孙
中山先生头像居中，边框上印有徽
记，下印“中华民国邮政”字样，邮
票面值的阿拉伯数字分列左右两
边。全套邮票共计 16 枚，均由美
国钞票公司在纽约代印。

这套邮票中元面值票为双色
雕版套印，分、角面值票为单色印
刷。由于通货膨胀，面值过低不适
应当时邮资费用，至当年 4 月 21 日
就停售了。这套邮票印制精美、工
艺精湛且少有变异，但 2 元面值的
邮票却出现了孙中山头像倒印的
变体票，这是双色雕版套印时的工
序误置造成的（如图）。

这枚邮票边框呈蓝色，中心图
案孙中山像呈黑色，分两次印刷，
第一次先印边框，第二次套印孙中
山像，套印时，由于纸置反了，就产
生了孙中山像中心倒印的变体大
珍邮，集邮界俗称“纽约倒”。据统
计，这枚变体票目前存世只有 50
枚左右，是著名的民国珍邮之一。
集 邮 大 王 周 今 觉（1878——1949
年）曾收藏有这枚珍品，一时被集
邮界传为美谈。

民国珍邮“纽约倒”
孙中山头像邮票

收藏圈

青城趣藏
鉴赏

□孟祥海

手炉，是古人冬天用来暖手用的小炉。
它的起源，一说源于春秋时的楚国。因楚地
潮湿，楚人将香草放入带孔的熏炉中焚烧散
气，继而发明手炉；另一说隋炀帝南巡到江
苏，天气寒冷，当地县官让铜匠做了一只小
铜炉，内置火炭，献给炀帝，所以又有“袖炉”
和“捧炉”的雅称，炀帝称之为“手炉”。到中
唐时期，手炉已成为官宦人家的室中用物。
北宋年间，手炉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民
间百姓普遍使用的取暖器具。

明清时期手炉的制作工艺达到了高
峰，晚明的嘉兴名匠张鸣岐，就是一代制炉
顶级名家，他的作品人称“张炉”（如图），花
纹精细、铜质匀净，堪称精品。手炉由炉
身、炉底、炉盖（炉罩）、提梁（提柄）组成，其
形状有八角形、圆形、南瓜形等，其材质大
部分是由紫铜、黄铜、白铜制成，也有少量
瓷器制品。其制作工艺精妙雅致，尤其是
炉盖，作为散热区，往往雕琢得犹如古典园
林中的花墙镂窗一般。这只手炉就是如
此。一个小小的手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传统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手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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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手绘年画。

我爱山丹花。 延安新春。 恭贺新禧。

刘双英和他的年画。

曾侯乙编钟。

（请肖伊绯与本报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