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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1岁的呼和浩特市人魏利

明身上有多重身份和光环：中国农工

民主党优秀党员、骨雕艺术家，同时还

是中国文联授予的艺术家、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厅认证的研究员。在这些身

份和光环之外，他还是一位收藏爱好

者。魏利明收藏的器物很杂，有玉器、

瓷器、陶器等，其中不乏精美的物品。

魏利明说，骨雕和收藏相互映衬，骨雕

成就了收藏，收藏拓宽了骨雕灵感。

在魏利明家，眼睛随便扫过哪个

地方，总能发现不同的老物件儿。电

视机上方墙上挂着的是家传半面带花

纹的瓷坛子，阳台窗台上摆着的是一

件鸡骨白玉器，墙角里放着的是玛瑙

器物。魏利明笑说，每天看见这些器

物，总能从中找到骨雕创作的灵感。

魏利明从事骨雕创作至今已 21

年，他在经过处理后的牛、羊、骆驼棒

骨上雕刻出各种美丽、灵动的图案，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成为馈赠亲朋好

友的佳品，甚至有些骨雕艺术品还被

带到了国外，并多次获得自治区和市

级大奖。21年的骨雕之路，让他从当

初的默默无名修炼成了如今的骨雕

艺术家。

魏利明说，骨雕是他的事业，收藏

是他的爱好，放下刻刀，收藏几乎占据

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他因骨雕练

就了一双不同于常人的触感敏锐的

手，这双手犹如火眼金睛，成为他收藏

不打眼的“独门秘器”。

10多年前，魏利明到外地出差，在

当地一家古玩店铺中，看到了一个犹如

连体姐妹似的造型独特的酒红色瓷瓶，

瓶身上还绘有金色花纹，通过看、摸，魏

利明认定它是一件清朝年间的物件儿，

果断地将其收入囊中。果然，后经鉴

定，这是一件清朝乾隆年间的枣红釉描

金彩团凤纹连体扁瓶。此外，魏利明还

收藏有一件经过鉴定的明朝宣德年间

的霁红釉留白花卉纹洗。

在魏利明的骨雕工作室，记者见

到了这两件距今已几百年的器物。它

们器型美观大方，颜色雍容华贵，观之

有种岁月沉淀的厚重之美。魏利明

说，这两件器物都是皇宫之物，尤其连

体扁瓶上面的金色花纹是用黄金勾勒

上去的，明宣德时期窑业兴旺，清朝乾

隆年间又逢盛世，皇宫烧造的物件往

往不计成本，才会造出这么惊艳夺目

的“宝贝”。

“身边很多朋友惊讶我的眼光

‘刁’，其实并不奇怪，古代的器物都是

纯手工造出来的，现代的器物基本是

机器做出来的，它们各有不同的痕

迹。我每天握着刻刀，它们的手感不

一样，一摸就能摸出来。另外，鉴别一

件瓷器是否是古代的，看釉也可以看

出来，上百年瓷器的釉色很润……”魏

利明娓娓道出了他的鉴宝“秘笈”。

在魏利明家中，记者还见到了传

说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天珠。魏利明

说，他收藏的天珠共有400多颗，蒙天

珠和藏天珠都有，材质基本为玛瑙，外

表的图案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

用草药配置颜色在玛瑙上绘制后，高

温烧制出来的。这些天珠的图案有日

月星、卍字等。记者数了数，其中一颗

天珠上竟然有7只“眼睛”。

都说文玩圈“水”太深，老物件真

假难辨，何况同时拥有 400 颗天珠？

面对记者的疑问，魏利明说，古人技术

有限，制作天珠打孔时，人工两头对

打，往往打偏，这是鉴定天珠真假与否

的一个方法。记者随手拿起一颗天

珠，看到窄窄的孔道粗糙不平，并不成

一条直线，有打偏的痕迹。

在很多人眼里，魏利明是个怪人，

他自己也认可这种说法。魏利明说，

他和所有人都有距离感，唯独在骨雕

时，在和这些老物件儿在一起时，才能

感觉到真实，感觉到心灵的自由。面

对这些老物件儿，他仿佛自己真的穿

越到了古代，和历史开始对话。

“有句古话叫‘识古不穷，贪古不

富’，不要毫无节制、漫无边际地买回

一大堆旧东西，要看它的艺术价值。

面对一件想要入手的物件儿，如果有

一丁点儿的怀疑就不要买，没有十二

分的把握也不要买。”这是魏利明送给

初期收藏爱好者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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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军

这是一本民国时期《纪念“三八”国
际妇女节宣传大纲》（如图）。该大纲长
21厘米，宽15厘米，共14页。它的封
面为铅印繁体汉字，居中有仿宋字的书
名，右侧是印发时间“中华民国十九年
二月”及毛笔字书写的编号“所字第十
七号”，左侧落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宣传部印”。其右下方钤有方
形及椭圆形印各1枚，但由于时间较长，
具体文字大多已难以辨认。

翻开首页，可见该大纲的第一部分
为“三八”国际妇女节之史略及纪念意
义。其后几页简略地列举了德国、美国
等国家妇女要求平等的示威运动。

1924年 1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妇
女部长的何香凝，在国民党一大上提交
了“于法律上、教育上、社会上、经济上
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
展”的提案，还提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
的设想。是年 3月 8日，由何香凝主
持，中国妇女2000余人在广州第一公
园第1次庆祝自己的节日，提出了“打
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
要求妇女有劳动平等权、教育平等权、
工作权和参政权。

妇女节宣传大纲

多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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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资讯

近日，美国政府向中国归
还361件（套）流失文物。这
是自2009年以来，美方第3
次向中国返还流失文物，也是
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返还。

据了解，这些中国文物
艺术品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
代直至清代，涉及石器、玉
器、青铜器、陶器、钱币、木雕
建筑构件等多个门类，多为
中国古代墓葬随葬器物。此
次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
品于 2014 年 4月由美国联
邦调查局印第安纳波利斯分

局查获。
这是今年1月中美再次

签署限制进口中国文物政府
间谅解备忘录后的首次中国
流失文物返还。

据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
文物超千万件。近年来，国家
文物局通过外交斡旋、司法合
作、友好协商等方式，促成包
括圆明园兽首、大堡子山金饰
片、虎鎣及美国政府3次返还
文物在内的30余批次4000
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人民）

美国向中国归还361件流失文物

近日，一批大型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和
铸造陶范、陶模在河南安阳辛店遗址被发
现，证实辛店遗址是一处以铸造大型青铜
礼器为主的商代晚期铸造遗址。辛店遗
址离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核心区约10公里。

据了解，考古人员在辛店遗址的多
座墓葬内，出土34件商代晚期青铜礼
器。此外，发现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
遗物，如陶范、陶模、陶芯等4000余块，
熔炉壁残块、炼渣残块等约1000块，磨
石、青铜工具、骨制工具等近100件。

“从已出土的陶范来看，该遗址以铸
造大型青铜礼器为主，器形包括鼎、簋、
尊、觚、爵、斝、卣、觥、盉、簇等。”安阳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说，“这批铸
铜遗迹、遗物的发现，再次印证了辛店遗
址青铜铸造规模宏大、工艺高超、产品丰

富的特点。”
遗址内新发现多处商代晚期与铸铜

活动有关踩踏面、烧土面、陶范堆积、残熔
炉底、窑址等遗迹，表明这是一处以青铜
器铸造为核心的手工业作坊区，面积庞
大，分工布局明确。这些遗迹之上，叠压
着5处大型房基和1处地下陶排水管道。

根据近20件青铜礼器上带有的“戈”
字铭文，专家推测，辛店遗址主体族群应
该是“戈”族，这一族群从殷墟二期延续到
商周之际，是该遗址的实际控制者。

“甲骨文中有‘大邑商’的记载，辛店
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展示了真实意义上
的‘大邑商’的范畴，扩大了殷墟的研究
范围，对于研究殷墟时期都城的布局、范
围等，都是一次突破性的发现。”孔德铭
说。 （新华）

河南安阳辛店遗址出土一批商代晚期青铜礼器

收藏圈

□李晋

江苏兴化博物馆藏有明代铜器多
件，这件独角兽铜摆件（如图）应是当中
最重的一件，足有3120克，器型尺寸也
比较大，存世较为少见。

独角兽为精黄铜铸成，因岁月洗
礼，已生就成黑漆古包浆，长 20.5 厘
米，宽12.5厘米，高22厘米，独角兽双
眼圆瞪，抬头正视前方，头上独角呈流
水状，由后弯曲向上，嘴巴微微张开，双
耳耸立，尾如弯钩。其4足站立，其中
后2足呈蹬状，为半蹲势，似乎有随时
跃起之可能。

中西方文化中都有独角兽，中国版
的独角兽又称獬豸、解廌、獬廌等。这
种源于传说中的神兽，为龙之子，体型
大者如牛，小者如羊，全身有浓密的黑
毛，和麒麟长得很像。别看獬豸其貌不
扬，却被古人赋予特殊的内涵。据说它
能分辨是非曲直，见到有人相斗，会用
角去撞击无理之人；它还能辨识善恶良
奸，当看到奸恶之徒后，它会用角把恶
人触倒，然后吞食。故被视作勇敢、公
平之象征。古代有些朝代监察官员或
佩戴獬豸冠、或穿獬豸补服，故又有“獬
吏”之称。

这件独角兽摆件，做工相当规整，
身上布有流畅的火焰纹，纹理中以阴阳
刻线表示，足见生动精神；脊梁上有崭
刻的阴线纹，开线均匀，以代表其毛发；
肢爪雕刻有横装麟纹，层次感极强。独
角兽周身纹饰细腻紧凑，小处见精，可
以确定为官家铸造，极可能是古代地方
监察机构厅堂之饰物。

独角兽造型
明代铜摆件

晒宝鉴赏

□李笙清

这是一幅《红梅图》立轴（如图），
纵 65厘米，横 32厘米。纸本，设色。
作者是近代书画家符铸，创作于1939
年。除了这首题画诗，另有题识：“己
卯春，铁年。”钤朱文“铸”、白文“符瓢
厂”二印。

符铸（1881—1947），字铁年，号
瓢庵，别署闲存居士、二观居士、铁道
人。生于广东潮州，祖籍湖南清泉县
鸡笼街（今衡南县鸡笼镇），晚年长居
上海，命其居室为脱静庐。符铸为岭
南画派代表性书画家符翕之子，幼承
家学，天资聪颖，7岁书三尺大字于岳
麓山麓，8岁所书楹联被镌刻于衡阳回
雁峰山门，幼时便以能书名闻乡里。
符翕在广东阳山、潮州等地做官20余
年，符铸少年时期便随父久居广东，习
学书画，经常为忙于政事的父亲代笔
应酬之作，以至出现粤中所求书画皆
由“令郎铸儿为之”。37岁定居上海，
以书画自给，42岁出版《符铸书画》。

符铸一生追求书画艺术，晚年手
臂病弱无力仍挥毫不辍，这幅《红梅
图》就是他58岁时的作品。画面上，两
株梅树相依并立，主干粗壮，鳞皴斑
驳，苦藓绕身，浑身上下刻满与风霜雨
雪搏斗的印记，铁干虬枝，亦愈发显示
出梅树生命力的坚韧。枝干虽弯曲盘
旋而上，却愈显遒劲有力。枝节粗细
均称，纵横层叠。或窈窕婀娜，或俯仰
生姿，或像少女怀春回眸妖娆，或如将
军豪迈挥戈舞戟，高低错落，美妙神
奇，赏观之间，令人不禁联想到陆放翁
笔下梅枝“重叠碧藓晕，夭矫苍虬枝。
谁汲古涧水，养此尘外姿”的千般神
态。枝头梅花大小不一千姿百态，有
的含苞待发娇羞可人，有的俏立枝头
迎风怒放。或浓墨重彩，或轻点渲染，
或连串争奇斗艳，或独立孤芳自赏，夭
矫盘错，暗香浮动，尽展梅之风华。

画面构图饱满，布局合理，中部被盘
错多姿的梅枝和盛放似锦的梅花撑满，
右上留出的小部空间与左上方撑出画面
的梅枝相映，留给观者画面之外的无尽
联想。左下方大片留白处，以4行行书
题诗、款识填充，丹青溢香，翰墨传神，诗
句言简意赅，对画意进行了最好的诠
释。符铸书法融合了禇遂良、米芾之法，
行笔硬朗，法度谨严，题画诗和款识主次
分明，字形端正，粗细匀称，苍劲有力。
整幅图境界高远，立意美好，技法精湛老
到，梅花画法兼有徐渭、陈道复笔意，明
暗、虚实处理得当，梅干多变的线条富有
韵律美感，梅枝间千变万化的空间又构
成了艺术上的形式之美，诗、书、画融为
一体，清丽秀逸，展观之间，只见生动飘
逸的书法与铮铮铁骨的梅树和谐共处，
相得益彰，仿佛组合成一支生机勃勃的
早春交响曲，令人赏心悦目，对美好的春
天充满向往。

符铸创作此画，时在 1939 年初
春，上海已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1年
多了。面对日军的黑暗统治，年近花
甲的画家于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呵
开冻墨，力展病臂，以枝干如铁、繁花
似火的红梅题材作画，借梅达意，以

“笔底风光亦有神”来暗喻自己像梅树
一样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以及对正
遭受蹂躏的祖国“病树前头万木春”的
美好祈愿。

《红梅图》

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是这批361件文物中时间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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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店遗址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器。

骨雕巧手识“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