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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知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直至今
日仍然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
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
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
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
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那么，古人是如
何拜年的呢？

百官给皇帝拜年

古代称臣见君为朝，君见臣为会，合称
朝会。古代朝会有两种，一为大朝，指皇帝
于元旦、冬至及大庆之日御正殿受群臣朝
贺；一为常朝，指皇帝于平时召见文武官
员，处理政务。前者属于礼节庆贺性质，后
者属于日常公务性质。自汉代以来，每年
的新年元旦，朝廷都要举行元旦朝会，不但
京官从七品以上要参加，而且各地地方上
的太守、通守以及驻守地方的留守、副留守
等大臣通通都要赴京朝集。由清代宫廷画
家绘制的《万国来朝图》，就形象记录了紫
禁城内元旦朝贺活动的画面。值得一提的
是，汉朝前期沿用秦朝旧历，以十月为岁
首，所以元旦朝会也是安排在十月份。到
了汉武帝时期，开始以正月为岁首，元旦朝
会的习俗则流传了下来。

众贺新春的团体活动

如果你在古代身在官场，那么过年时
官员之间的相互走动必不可少。清代春节

时，京官之间盛行团拜，就是一项众多人聚
在一起庆贺新春的团体活动。清代宫廷画
师徐扬所作的《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图》（局
部），画的是初一时，文武百官进京朝贺，市
井百姓也纷纷出门互相拜年，京城新春贺
节的街景，呈现了清朝皇都繁华富庶的景
象。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到：“京
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连年谊，一敦乡
情。”其规模有大有小，有官场同僚间的团
拜，有亲戚朋友间的团拜，也有老乡之间的
团拜。古代的团拜会就好比今天大学里的
老乡会，既能增进友情，又能缓解思乡之
情。团拜会活动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茶话
会、团拜会、春节联欢晚会都属于这种活动。

古代的贺年卡

古时交通不便，过年又很忙碌，加上亲
戚朋友太多，不能一一登门拜年，于是古人
发明了用“拜年帖”拜年的方法，现代人的
新年贺卡就是由此而来。在宋代，拜年帖
称为“手刺”“门刺”，明清称为“寸褚”“红
单”。明代的拜年帖已经从士大夫阶层走
进普通人家，包装也更加精美繁复。比如
有的拜年帖用红绫（一种红色丝织品）制
成，上面撒赤金形成文字；有的拜年帖所用
的材料是整幅织锦，上面的吉祥话语是预
先织成的。到了清代，帖子上不但要署名，
还要用印，而且有了专门盛放拜年帖的拜
匣。它是一种用料名贵的木盒，上面雕刻
花纹，甚至还装饰着金银等物。匣子里除
了放一张拜年帖外，通常还会放一些古玩
珍品，珠宝金银，甚至直接放银票。这样看
来，拜年帖发展到后来，已经很接近压岁钱
红包了。

□王家年

这是一件清代雄晶瑞兽摆件（如图），
长7.5厘米的瑞兽以雄晶圆雕而成，作蜷缩
状，神情很威严。由于这一材质比较少见，
故比较珍贵。

雄晶是什么？相信很多收藏圈中人士
也不一定能说得明白。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一位资深老中医，经过请教，知道
雄晶就是雄黄的结晶体。这种结晶体在清
代被能工巧匠制成工艺品，供达官显贵把
玩、陈设。

雄黄与雌黄，非金属矿物，是形影不
离的共生矿物，在我国被称为“鸳鸯矿
物”。与其共生的矿物还有辰砂、辉锑矿、
方解石、石英等，可组成异常漂亮的共生
组合。

雄黄，橘红色，故有雅称“鸡冠石”；雌
黄呈略带绿色的柠檬黄色。人们根据颜色
的不同来区分雌雄，但是雄黄长时间受光
照射后，会直接转变成雌黄。雄黄为透明
半透明，晶面金刚光泽，断口及集合体为油
脂光泽。从一些雄晶制品来看，在清代早
中期，已被雕成盖盒、关公造像、双人摆件、
鼻烟壶等制品。

清代雄晶瑞兽摆件

多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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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资讯

□李笙清

宋代十分重视书画艺术的繁
荣发展，建国之初，就在宫廷中设
立“翰林图画院”，到了宋徽宗时
期，画学被纳入科举考试之列，分
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
6科，广揽天下画家。在我国源远
流长的绘画史上，宋代山水画的创
作最为突出，不但名家辈出，而且
以不同的笔法来表现各种不同的
山石树木，形成“宋人格法”的各自
独特的风格面貌，影响后世多年，
山西绛州（今山西新绛）人高克明
就是其中名擅一时、较有成就的一
位山水画名家。

高克明，生卒年不详，多才多
艺，佛道、人物、花竹、鸟兽、鬼神、
屋宇无所不能，山水画有大气疏阔
超逸出尘的艺术旨趣。据刘道醇
所著《圣朝名画评》记载，高克明于
宋真宗“大中祥符中（1008—1016

年）入图画院，宋仁宗时诏作壁画，
升为翰林待诏”。宋若虚《图画见
闻志》亦载有他于“皇佑元年（1023
年）创作《三朝训鉴图》，画三朝盛
德，凡一百事，共为十卷”的记述，
可见其在北宋宫廷画院以及宋代
画坛的地位。

高克明所作的《溪山雪意图》卷
（如图），纵41厘米，横241.3厘米，
绢本设色。采用全景式的构图，着
重表现自然山水的和谐安然。画面
自右至左，依次安排了岗地、小桥、
河水、溪流、村居、树木、竹林、山岩、
行人等多种自然景观，结构和谐，层
次分明，好一幅雪后溪山美景尽收
眼底。作者没有描绘寒风凛冽雪花
飞舞的冬日特有景象，而是选取皑
皑积雪覆盖山林、坡冈、屋宇、乱石、
小船的场景，来塑造雪后山野的一
种宁静安然的美。只见雪后连绵起
伏的群山堆满积雪，平整的小山坡
上，松林劲拔苍翠，竹林郁郁苍苍，
与皑皑白雪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一条溪流从山涧流淌而下，水势湍
急，注入一湾河流之后，水势趋缓，
显得温柔许多。穿过一条小木桥，
几间房顶堆满积雪的村居房舍掩映
在枯木、青松之下，一人坐于草堂
中，似乎刚从外面回来，头上巾毡未
摘；一个仆人正捧上热茶，脸略扭向
门口，似乎感受到了户外传进来的
缕缕寒意，二人举止神态各异，刻画
得惟妙惟肖。坡下河边，泊着几条
小船，船篷、船身上落满积雪。一条
上有顶棚遮护的蓬船上，一人坐于
舱前船头，若有所思，似在欣赏眼前
银装素裹的雪后美景。溪水对岸，
一座简易的小木桥横跨于溪水之
上，山林下的山路上，一挑担人正迎
着凛冽的朔风踏着松软的积雪匆匆
赶路，与四野宁静安详的景物交融，
赋予画面一种强烈的动感。巨大的
山石之间，松荫之下亦有二处房舍，
与溪流这边忙碌的景象不同的是，
均门扉紧闭，主人仿佛尚高卧未起，
这也体现出作者处理景物的匠心。

笔法疏朗简放，用色古朴雅致，刻画
细致，一笔不苟，只见松根劲张遒
劲，屋舍工笔入微，淡墨渲染，意境
幽深。对画面的结构处理繁琐而不
芜杂，平远、高远、深远兼具，平滩远
渚，山、水、树、石、人、船、屋、桥等一
应布置井然有序，小桥、流水、人家
一样不缺。高克明的山水画的可贵
之处，就在于他并不一味模仿前人，
而是在博采众家所长的基础上，参以
自己的风格，形成具有自家面貌的山
水画境。

高克明绘山水画，从不轻易下
笔，他经常穿行于山林旷野实地观
察，“箕坐终日”而不倦，回家后独坐
静室，构思成熟始下笔，体现了作者
对待艺术创作的严谨态度。《宋朝名
画评》录入北宋初画家90余人，分
人物、山水林木、畜兽、竹翎毛、鬼
神、屋木6门，每门分神、妙、能三品，
高克明的作品被列为妙品第一，给
予了“铺成景物，自成一家，当代少
有”的高度评介。

《溪山雪意图》
□王继军

这是一件明代玉猪挂件（如图），长
4.5厘米，宽2.2厘米，高1.8厘米。这件玉
猪雕工多用薄意手法，线条适中，用刀简
约而不失生动，翘起的短尾、微张的嘴甚
至两鼻孔都清晰可辨，颇具神韵。历经岁
月洗涤，尽管有少许隐裂，但是挂件玉质
通透，包浆自然熟旧，尤其腰部至腹部底
端有一小孔，可用来穿绳，依旧可作吊坠
使用。

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早在
商、周时代，我国已有猪的舍饲。人类最
先开始驯化野猪并作为家畜饲养，可以追
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汉字文化中，上古汉
语具有“家畜猪”概念的词主要有 3 个：
豕、彘、猪。其中“豕”作为象形字，最有代
表性：它像猪形，长吻，大腹，四蹄，有尾；
汉字“家”，就是房顶下面一个“豕”，意为

“无豕不成家”，也就是凡有人居住的地
方，就有人养猪，可见古人早就把猪作为
财富的一种标志了。秦始皇统一文字，

“彘”成为官方认可的正式用词，直至东
汉，“猪”字才恢复使用。

古代的养猪业对猪的分类颇为详细，
因而更多的词汇得以运用。如“豚”指小
猪，“贲”指牙猪，“豭（jiā）”指牯猪等。文
学作品中，一些别称和雅号颇为有趣。比
如杜甫戏作一首解闷诗，就用了“家家养乌
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就是指猪。《朝野
佥载》说，唐代洪州人养猪致富，称猪为“乌
金”，意为猪像黑色的金子。《史记》中，猪被
称为“乌啄将军”，《西游记》中则尊称猪为

“木公”。
“猪入门，百福臻”。我国古代，曾以拥

有猪头骨和猪下颚骨的数量作为富有程度
的象征。因而，人死后将猪骨作为陪葬品，
是对死者的安慰和尊重。又因“猪”与“朱”

“蹄”与“题”谐音，故唐代考进士前以吃猪
蹄子为吉祥，希望能金榜题名。

玉猪挂件

近日，位于韩国西部的忠清南
道泰安郡马岛海域发掘出 113件
文物，包括中国宋元时期的陶瓷、
北宋钱币元丰通宝、朝鲜半岛高丽
时期的青瓷，以及用于停靠船舶的
工具等。

此次发掘出来的墨书铭陶瓷，
共有7件（如图），推测是中国福建
地区所制。照片显示，陶瓷虽然在
海水中浸泡了很长时间，但底部的
汉字，尤其是“纲”字仍然清晰。韩
国国立海洋文物研究所的专家分
析称，“纲”应该是当时贸易商团的
标志。他还高度评价说，这批墨书
铭陶瓷的发掘，为研究中世纪韩中
交流历史，提供很重要线索。

据了解，上述文物是从海底4
艘高丽时期的沉船上发掘出来
的。除了宋元陶瓷，还发掘出 51
件高丽青瓷、15件用于停泊船舶的
锚缀石，以及丰富多样的船上用
品，如砚台、磨刀石、发簪等。发掘
沉船的马岛海域，曾是历史上重要
的港口。北宋官员徐兢出使高丽
时，曾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
书，里面提到他曾经下榻的客栈

“安兴亭”，就位于马岛。 (海外)

韩国海域发掘出
我国宋元陶瓷

近日，保利厦门春季拍卖会

“玄览”夜场在厦门瑞颐大酒店正

式收槌。

当晚夜场拍卖中，焦点拍品清

乾隆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

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如图）

以独立专场上拍，拍品为估价待询

形式，现场8000万元起拍，场内买

家率先应价，出价9000万元，之后

加价到9800万元，破亿元大关后，

以百万阶梯加价，最后以1.3亿元

落槌，加佣金以1.495亿元成交。

本品来源清晰，传承有序，最

早由俄罗斯Rudolf Sterz 所藏，

后由其家族递藏，此后于 1984年

在纽约苏富比（微博）上拍，之后被

张宗宪收入麾下，后由台湾鸿禧美

术馆收藏，于2005年在香港苏富

比上拍，终被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所

藏，13年后再次现身拍场。

本品为清御窑督陶官唐英所

制最巧夺天工瓷器之一，为乾隆重

器之重。据记载，乾隆曾下旨此式

镂空夹宣瓶于年节时成对烧造进

呈。清宫旧藏有一件与本品尺寸、

器型、釉色、纹饰主题均相同，应与

本品原为一对，现藏于北京故宫博

物院。2018年秋拍中，同样是“镂

空套瓶”样式出现的清乾隆洋彩透

雕夹层玲珑尊，在香港苏富比以

1.69亿港币成交。 （雅昌）

清乾隆外粉青釉
内青花六方套瓶
1.495亿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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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画家绘制的《万国来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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