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学富

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寅
《事茗图》（如图），为明代画家、书
法家、诗人唐寅的代表作。据说

“事茗”姓陈，为唐寅的儿女亲家王
宠的友邻，唐寅在走亲家时，王宠
常邀陈事茗陪同饮酒品茗，故唐寅
与陈事茗交往甚多。

唐寅以陈事茗的名号为题作
此图，并将“事茗”二字嵌入题诗
中，非常巧妙，主人翁与画的内容

相得益彰。图的远处崇山峻岭，瀑
布悬空，溪流蜿蜒，云山雾罩，犹如
仙境。近景侧立的巨石，墨色浓
黑，皴擦细腻，凹凸清晰可辨。苍
松翠竹，古木参天，屋舍草庐，淡
雅洁净，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
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属”。主房内，书案之
上摆着茶壶、茶盏等诸多茶具，靠
墙处书画满架，主人陈事茗正临
窗品茗，倚案读书，悠闲自得；偏
房内一童子正在煽火烹茶；房舍外
的右方，银溪如练，小桥卧波，唐寅

持杖而行，后面书童抱琴紧随。描
绘了唐寅深山访友，品茗论茶的优
雅情致。画面虚实相生，层次分
明，生活气息浓郁。观之，如亲临
其境，潺潺的流水声犹在耳畔，清
新的茶香扑入鼻息。画的左侧有
作者自题诗：“日长何所事，茗碗自
赉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
吴趋唐寅。”

唐寅进士科考试，成绩虽佳，
但因受舞弊案连累，进士头衔被罢
黜，发往浙江任小吏。自恃清高的
唐寅辞职回归乡里，潜心书画，游

历名山大川，广交朋友，过起了浪
迹山林，瀹茗闲居的隐士生活，有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唐寅
到了晚年更加纵放不羁，嗜茶如
命，有茶画多幅，茶诗多首。《事茗
图》正是唐寅这种赋性疏朗、闲情
逸致生活的真实写照。

图的右上角有清乾隆皇帝御笔
题记：“记得惠山精舍里，竹罏沦茗
绿杯持。解元文笔闲相仿，消渴何
劳玉虎丝。甲戌闰四月雨余，几暇
偶展此卷，因摹其意，即用卷中原
韵题之，并书于此。”

□李艳阳

碧玉龙(如图)，高 26厘米，直径 2.3 至
2.9厘米，新石器时代，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
他拉村出土，原藏于内蒙古博物馆，后被国
家博物馆征调。

碧玉龙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
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2个鼻孔，
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
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
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
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
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
形。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
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
为光洁，玉龙的重心位置有一孔，用绳吊起
首尾水平，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
展水平。碧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
流利，生气勃勃，器物选料上乘，雕工精细，
神态飘逸，具有明显红山文化玉器形制及
工艺特征，为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堪称国
宝。值得注意的是，碧玉龙形象带有浓重
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
因素。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
华第一龙”。

碧玉龙发现于1971年 8月的一天，当
天下午，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
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果林里修梯田时，发
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石洞
的底部，他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质
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
是一块废铁，收工时顺便把它拿回了家。
他的弟弟张凤良当时才六七岁，看到哥哥
扔在地下的这个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
就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
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起来，过了七
八天，竟然拖出光泽来了，太阳再一晒，就
能看出这是玉。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
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馆所（现翁牛特旗博物
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30
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但他并没有在意，办
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
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
破。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陪葬玉
器，特别是牛河梁遗址发现了2个属于红山
文化时期的玉猪龙。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
旗后，文化馆负责人贾洪恩突然想起1971
年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
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
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
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

赶到北京，请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1971年在三
星他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10多
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
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
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
长，有鳞、角、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
降雨。也有人认为龙在古代确实存在过。
它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的 Crocodilus
Porosus的一种巨型鳄——蛟鳄。鳄类的
寿命极长，可达数百年以上。而且有些鳄类
的动物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气压变化预知晴
雨。每当下雨之前，它会发出怒吼，声音如
雷。龙是人类心目中的雨神、雷神和鼓神。
人们对龙充满了敬畏、恐惧。

中国是龙的国度，中华民族是龙的传
人。龙，是中国古代人们心目中的神。龙的
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
代的肇始紧密相关。因此，碧玉龙的发现立
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碧玉龙的发现，不
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
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碧玉龙对于研究

我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
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龙的传说和龙文化是中国等一些东亚
国家的历史传承，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
文化象征之一。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
称“四瑞兽”。在汉族等一些民族的传统文
化里，常用来象征祥瑞。龙不但是中华民族
的图腾，也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标志。

传说最初的“龙”来自一个团结勇敢且
骁勇善战的部族，他们每攻陷一个部落打败
一个部族的军队，夺得带有部落图腾图案的
战旗后便收藏起来，久而久之，他们已经打
败了很多曾威名远扬的部族，这个战无不胜
的部族把缴获的战旗聚起来并裁下所需部
分，拼凑起来便有了最初的“龙”，龙象征着
至高无上的威力，不容置疑的统治力，所以
龙也是封建帝王的象征。上下数千年，龙已
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
的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
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
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
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
称谓，常令中国人激动、奋发、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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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这件明万历昂首牛形尊（如
图）是当时的文庙祭祀器物，现为
江苏兴化博物馆收藏，与其他 34件
儒学祭器一起被定为国家二级文
物。

尊取健壮之牛为形，以精黄铜
铸成，长33厘米，宽44厘米，高13.5
厘米，重 7600 克。造型生动活泼，
牛头上抬，眼睛也随之看着上前方，
牛角弯曲，牛耳下垂，应该表现是一
头具备当地特色的水牛。牛的颈
部、臀部均以阳刻展现缰绳，绳头点
缀以花穗。牛身正中央披着鞍毯，
上刻如意头画意，下方边框浅刻有
祥云纹，牛身中间有一圆孔，可注入
或插物。按文庙祭祀中名称，这件
牛形尊叫做铜牺尊，其有插香、焚香
的功能。

让这件牛形尊身价倍增的是它
身上鞍毯左右有两行铭文，为“兴化
县儒学祭器 万历乙酉知县事武林
凌登瀛制”，铭文交待了器物年代、
用途、制作者等信息，结合地方志推
敲，牛形尊制作于明万历十三年
（1585 年），当时受时局和灾害等因
素影响，兴化文庙祭器多数残缺，知
县凌登瀛获知后，积极组织 500 名
工匠，历时3月，打造出金属祭器36
种，100 多件。事后，凌知县还作
《文庙祭器记》，勒石嵌于文庙明伦
堂西璧，为振兴地方儒学奉献了力
量。

明万历款
昂首牛形尊

多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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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传彬

昭陵“两骏”是我国唐代的珍品，

是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

騧”，现已流失美国100年。

据了解，唐太宗爱马，“六骏”便是

纪念他骑过的6匹战马，分别是平刘黑

闼时所乘的“拳毛騧”，平王世充、窦建

德时所乘的“什伐赤”“飒露紫”，平薛

仁臬时所骑的“白蹄乌”，平宋金刚时

所乘的“特勒骠”，平窦建德时所骑的

“青骓”。

为了子孙记住建国艰辛，也表达

他对这 6 匹骏马的怀念，唐太宗在贞

观十年（636 年）兴建他和文德皇后

陵墓昭陵时，下诏将“朕所乘戎马，

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

右”。

在“六骏”之前，中国石雕艺术均

以宗教为主题，“六骏”是首批脱离宗

教、以生活为对象的石刻艺术，历史价

值高，历代各朝均加以保护。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

命艺术家阎立本、阎立德兄弟用青

石浮雕描刻“六骏”，每块宽 204 厘

米 ，高 172 厘 米 ，厚 40 厘 米 ，重 3.7

吨，立于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各

3 匹。

“飒露紫”是唐太宗东征洛阳时的

坐骑，他在与王世充战役中冲到敌营，

交手后将士失散，将军丘行恭紧随。

敌营一箭射中“飒露紫”，丘行恭把自

己坐骑让给太宗，他把“飒露紫”身上

的箭拔出，牵着马突阵而出。太宗特

命将丘行恭与“飒露紫”一起刻于石

屏，褒其忠勇护驾。石刻上，马头紧紧

依着丘行恭，生动传神。

“拳毛騧”是太宗平定河北时，与

刘黑闼在沼水（漳水）作战时所乘，此

马矫健善走，全身的毛卷曲并呈黄色，

故称“拳毛騧”。这次战斗激烈，“拳毛

騧”连中9箭而死。

另外 4匹战马石刻各有特点：“什

伐赤”毛色纯红，石刻作飞奔状；“白蹄

乌”全身毛皮纯黑，4蹄雪白，石刻4蹄

腾空飞驰；“特勒骠”全身黄白，嘴角微

黑，石刻大步行走；“青骓”毛色雪白。

每一匹战马都记载了大唐帝国的重要

战役。这 4座石刻现在由西安碑林博

物馆石刻艺术馆收藏，“六骏”一字排

开，非常壮观。只是，“飒露紫”和“拳

毛騧”为复制品。

1910 年，“六骏”遭德国古董商劫

盗破坏运走，经地方农民截回，但在民

国初年袁世凯大总统时期，“飒露紫”

和“拳毛騧”不见了。过了几年，“两

骏”出现在纽约，经了解，是被民国时

期很有名的古董商卢芹斋于1918年之

前运到了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

学博物馆。

流落美国百年的
昭陵“两骏”

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龙

鉴赏

□王继军

这枚民国年间的普洱茶团（如
图）长24.5厘米，宽10.5厘米，高9.5
厘米，重 849 克。外表类似古代银
锭，也即民间俗称的“元宝”。

茶团外面紧密包裹着一层薄蜡
纸，纸张的竹帘纹依稀可辨。尤其引
人注目的是，该元宝茶两侧包装纸上
印有清晰的文字，一侧为粗壮的行楷
字“德盛源”，另一侧为繁体楷书“中
华民国九年”。历经近百年存放，元
宝茶毫无破损、虫蛀，已属罕见；凑近
鼻息，隐约可闻厚重浓郁的茶香，令
人称奇。被喻为“有生命的古董、可
以喝的文物”。

这枚民国九年的元宝茶，属云南
普洱熟茶，之所以被制成元宝形状，
取的是“财源广进”之意，其外部常
用盒装，谓之“聚财”。作为采用特
定工艺、经后发酵加工形成的紧压
茶，普洱外形色泽褐红，内质汤色红
浓明亮，香气独特，滋味醇厚回甘。
普洱元宝茶兴于东汉、商于唐朝、始
盛于宋、定型于明、繁荣于清，因而
清代的普洱元宝茶常被作为“贡茶”
献给皇帝品尝。

民国九年元宝茶

《事茗图》

“拳毛騧”。

“飒露紫”。

晒宝马藏 壮美70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