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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很
小的时候，有一只神奇的摇篮，
神奇的摇篮，那是一副雕花的马
鞍，伴我度过金色的童年……”
这首享誉海内外的歌曲《雕花的
马鞍》，用质朴的语言唱出了蒙
古族同胞对马鞍的殷殷情怀，马
鞍，是他们一生都为之割舍不下
的迷恋和牵挂。

“我是蒙古族，生在马背上，
长在马鞍上，我就是喜欢马，喜
欢马鞍，喜欢和马有关的一切物
品。”说这句话的，是在呼和特市
塞上老街开着一家古玩店的王
殿和。

王殿和今年74岁，通辽人，
“我8岁开始骑马，一直到16岁
还是一年级。不学习，一天到晚
就是待在马背上，在草原上疯
跑。”说起马，王殿和流露出向往
之情，眼神不自觉地飘向他收藏
的众多马鞍和马具上。

王殿和从 1989 年开始收
藏与马有关的老物件，迄今近
30年，共收藏了400多副马鞍、
100多对儿马镫以及众多的马
嚼、马铃、马棒、马印、马笼头、
马绊等马具。

在他的古玩店里，马鞍和马
镫被摆放在玻璃柜里，其他的马
具或挂在墙上，或拴在房梁上，
一眼望去，满满都是和马有关的
物件儿。

王殿和说，他收藏的400多

副马鞍都是百年以上的老马鞍，
造型有羊尾、驼峰式的，也有大
包、小包型的，材质都是用树根
雕刻成的，有水柳根、榆树根、枣
树根、杏树根的等，这样的树根
做出来的马鞍结实，汽车也压不
烂；马鞍图型有掐丝珐琅、错金
错银、象牙镶嵌、手工雕刻的
等。年代最早的是明代阿拉善
公主马鞍，最晚的是民国马鞍。

对明代阿拉善公主马鞍，
王殿和视若珍宝。

越是珍贵的东西，往往越来
之不易，回忆起淘到这副马鞍的
过程，王殿和感慨万千。

“2000年的时候，我听说阿
拉善盟一户牧民家里有副明代
马鞍，就兴匆匆的赶去了。到后
了解到，这户牧民家祖上是王
爷，这副明代马鞍就是祖上一位
公主用过传下来的，并且马镫、
马褥子等都齐全。”王殿和说，他
一见到这副马鞍就打心眼儿里
爱得不行，“工艺太讲究了，掐丝
珐琅的，马鞍上所有颜色都是用
矿物质配制的，红色是珊瑚粉调
配的，白色是珍珠粉调配的，蓝
色是蓝宝石调配的，绿色是绿松
石调配的，太漂亮了，所有颜色
调配好后镶进去再烧，工艺很复
杂……”

可是，王殿和强烈的购买欲
望被这家男主人泼了凉水：“宁
死也不卖。”第一次就这样无功
而返。因为实在是喜欢这副马
鞍，不甘心的王殿和此后又连续
两次从呼和浩特市跑到阿拉善
盟向这户牧民家表明心意，但是

终未能如愿。
就在他抱憾打消了购买念

头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转机，
这家女主人给王殿和打来电话，
称准备出售这副马鞍。王殿和
未及多想，第4次启程奔赴阿拉
善盟。原来，这户牧民家的外孙
女考上了名牌大学，急需用钱，
四处筹措不上，无奈之下决定出
售这副马鞍。这一次，王殿和不
仅心愿得偿，而且还同时淘回了
3副白铜马鞍。

现在，展柜里众多的马鞍
中，这副颜值出众的阿拉善公主
马鞍作为镇店之宝，被摆放在C
位，骄傲地接受着南来北往的人
们行注目礼。

在内蒙古，王殿和可以说是
较早开始收藏马鞍以及马具的
藏家了，他收藏的马鞍样式精
美、配件齐全、历史久远，在收藏
圈很有名气，很多人曾高价求购
他的马鞍，都被他一口回绝了。
他说，老马鞍是历史活教材，现
代的马鞍制作得再精美，也不及
老马鞍有份量。

蒙古族人的天性里对马有
着恰如血脉亲情一般的特殊感
情，马鞍、马镫、马嚼、马铃……一
切与马有关的物品，都无比珍视。

收藏马鞍的同时，王殿和也
收藏了很多马镫，有辽代、金代、
元代的，也有明代、清代的，其中
年份最久远的两个辽代马镫分
别是男女使用的单腿镫。记者
在展柜里看到，这对儿大小不一
样的单腿镫均为铁质，由于久不
使用，已经锈迹斑斑。单腿镫的

旁边，是几对顶端为龙头造型、
且有着很多小孔的马镫。王殿
和说，这些是龙头镫，古代官员
专用的，龙头镫按孔的多少又分
为九孔镫、八孔镫、七孔镫、六孔
镫等，孔的多少代表着官员等级
的高低。

古时候等级森严，规定老百
姓只能使用无孔的铁质马镫，有
钱的官宦人家使用的是青铜马
镫或者有孔的铁质马镫，铁质马
镫上不仅有孔，还错金错银，非
常漂亮。

王殿和给记者展示了一对
儿清代7孔铁错金马镫，顶端为
两个相背对称的龙头造型，开
口，两龙头中间有一个错金的

“寿”字，龙嘴里嵌着一颗活动的
钢珠。“这是四品官员使用的马
镫，马跑起来时，钢珠会发出像
口哨一样的‘咻咻’声，据此可以
测定风速和马速。”王殿和说。

而那些作为小物件儿的马
嚼、马铃、马棒、马笼头、马绊等，
在王殿和眼里，也具有和马鞍、
马镫同等的价值，尽力收集着它
们，一样儿都不能少。

王殿和已年逾古稀，在呼和
浩特市定居了50多年，但是，他
依然怀恋着大草原，心中经常回
想起儿时在马背上的欢乐时
光。为了延续这份欢乐，很多年
来，身体健硕的王殿和只要有时
间，就会去朋友开的马场里骑上
几圈马，体味策马奔腾的豪情。

马和与马有关的一切，已
经成为王殿和挥之不去的草原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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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
晴。初春之际，草长莺飞，正是春耕的
好时节。这一景致也被绘制在瓷器之
上，让古老的瓷器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春
天气息。

这是一只清代乾隆年间的青花抱
月瓶，高约59 厘米，口沿周边一圈如
意云头纹，瓶颈上绘有翻飞的蝙蝠纹
饰，两侧各镶嵌有一只精巧玲珑的夔龙
瓶耳。自瓶颈而下，均以青花绘出团寿
缠枝牡丹纹。瓶腹形若满月，其上用工
笔手法描绘了一派闲适自在的田园耕
耘景致。一面为“耕”（（图一图一）），梧桐树
下，阡陌交通，农舍隐隐。一位老农左
手持鞭，右手扶犁，身前的耕牛头颈向
下，牛尾上翘，沿着田埂一步一步地拖
着犁铧向前走。另一面为“耙耨”（（图图
二二）），农夫站立犁耙之上，随由耕牛拖耙
前行。一只田园犬在远处眺望，似乎在
等待农夫忙罢归来。翻转瓶身，底部有

“大清乾隆年制”6字篆书款印，字迹苍
劲，色泽艳丽。整件器物雍容大气，釉
下钴蓝鲜艳翠亮，尽显清中期官窑瓷器
之风采。

瓷瓶上的画作取材自传世名作《耕
织图》。自清康熙三十五年，春耕图纹
开始出现在官窑制瓷之上，故宫博物院
收藏的清康熙青花春耕图碗，就是其中
最著名的一件。清乾隆年间，瓷器生产
空前繁荣，烧制工艺和釉彩装饰均达到
登峰造极之地步。清代许之衡在《饮流
斋说瓷》中形容当时瓷器“至乾隆，精巧
之至，几于鬼斧神工”。特别是青花瓷，
造型追求规整厚重，胎体细密紧致。釉
彩工艺汲取康熙瓷器“五色青花”的优
点，又有创新，呈色浓郁深沉，对后世影
响深远。纹饰上更是深受传统文化影
响，写意豪放，颇具神韵。以这件抱月
瓶为例，瓶颈绘有蝙蝠纹饰，“蝠”即

“福”，蝙蝠飞临寓意幸福从天而降。瓶
腹上的梧桐树更是吉祥的象征，“桐”即

“同”，代表四海归一、天下太平，又隐含
了歌颂皇恩浩荡、祈求时和岁稔之意。

抱月瓶，也称“宝月瓶”，小口，直
颈，圆腹，外形源自宋元时期的西夏陶
制马挂瓶。马挂瓶因左右双系，可挂于
马鞍之侧而得名。这种瓶携带方便，最
初用于行军打仗，传入中原后，逐渐成
为生活用具。明永乐年间，景德镇的御
窑开始烧制青花抱月瓶，经历代工匠不
断改进，器型愈加优美，纹饰也日益复
杂。因乾隆皇帝的垂青，加上豆青釉加
青花以及青釉暗刻等创新装饰手法不
断涌现，这种瓷器一跃成为富贵人家最
重要的陈设瓷器之一，并远销到海外。

青花抱月瓶

多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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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资讯

近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意大
利总理孔特共同见证下，中意双方代表交
换关于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
还的证书。这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
国文物艺术品返还，开创了中意两国文化
遗产合作的新里程，更为国际合作开展流
失文物追索返还树立了新的范例。

据介绍，2007年，意大利文物宪兵
在本国文物市场查获一批疑似非法流失
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随即启动国内司法
审判程序。中国国家文物局得知相关信
息后，立即对接意大利文化遗产主管部
门，开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工作。历
经10余年漫长追索，2019年年初，意大
利法院最终作出向中方返还796件套文
物艺术品的判决。

据了解，这次“回家”的796件套文物
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上至新石器时代，
下至明清民国时期，器物种类多样，保存
状况较为完好，总体价值很高，是中国历
史各时期生产生活场景、精神生活面貌、
文明发展进程的实物见证。 （人民）

意大利返还
796件套中国文物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2件素纱单衣中，
直裾素纱单衣重49克，曲裾素纱单衣重
48克。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4克，一根
长9000米的单丝仅重11克，可谓“轻若
烟雾，举之若无”。

素纱单衣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馆藏
珍品之一，被誉为“世界上最轻薄的衣
服”，这么多年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
实现”。

近日，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南京云锦
研究所，历时两年成功仿制出一件重量
约49克的素纱单衣。这也是素纱单衣
出土40多年来，首次得到官方授权、在
经博物馆相关专家鉴定后得到官方认可
的仿制品。

据介绍，素纱单衣曾深埋地下2000
多年，出土后由于环境骤变，加速其纤维
分子链的断裂，纤维的强度大幅降低。另
外，常年展览、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也加
速了纤维的老化。虽然素纱单衣依然保
持有一定的光泽和弹性，但无论从文物保
管、开放陈列还是文化传承等方面综合考
虑，仿制素纱单衣工作迫在眉睫。

制作素纱单衣时，西汉人使用的三
眠蚕丝纤度只有10.2至 11.3旦，而现代
人培育的四眠蚕丝纤度却有14旦。“如
今吐丝的蚕宝宝被驯化后更胖了，吐出
的丝更重了。”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杨冀
元说，为了更真实地还原素纱单衣的面
料，制作团队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批
瘦弱的三眠蚕宝宝，它们蚕丝的纤度仅
为11旦，比较适合作为原材料来进行面
料的织造。

古代织机的门幅要比现代织机窄很
多，为了仿制素纱单衣，制作团队专门为
其定制打造了一台48厘米幅宽的机台，
并按照当时门幅重新装造。素纱单衣的
几何纹样挑花虽然十分简单，但制作团
队也同样不敢怠慢。他们参考考古报告
记载的纹样内容，经电脑测绘后，再反复
实地采样，一比一还原纹样。

在最后的缝制步骤中，从缝制方式
到走线数量，制作团队力求所有细节都
与原文物完全一致，最终完成了重量控
制在49克的素纱单衣仿制品。 （新华）

湖南省博物馆完成
西汉文物“素纱单衣”高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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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图二））

（（图一图一））

部分返还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