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笙清

钟馗，字正南，是古代神话传说中
的“赐福镇宅圣君”，著名的民间神。
据刊行于清初康熙年间的《历代神仙
通鉴》所载，钟馗为陕西终南山人，虽
满腹经纶，却因相貌丑陋而进京应试
落选，激愤之下撞阶而亡。天宝年间，
唐明皇偶患疾病，久治不愈。一天夜
里，唐明皇梦见钟馗吃鬼，醒来后病
愈，便命宫廷画师吴道子根据自己梦
中所忆绘成《钟馗捉鬼图》挂于宫中，
辟邪镇妖，以求平安。

我国民间以其最会捉鬼，可以起
到守门、护福、镇宅、驱年兽（古时传说
中的一种野兽）的作用，所以自唐代开
始，每到岁末，都有请钟馗进家门驱鬼
辟邪的习俗。经过代代传承，时至今
日，我国一些地方春节期间仍有张贴
钟馗像镇宅辟邪，以及“请钟馗”“跳钟
馗”“闹钟馗”来达到过太平年的传统
习俗。

自从吴道子绘《钟馗捉鬼图》后，历
代画家根据关于钟馗的多个版本的民
间传说，如“钟馗嫁妹”“钟馗赶考”“钟
馗赴宴”等等，绘制了很多不同的钟馗
形象，或威严愤怒，或和善友好，或出
游，或酣睡，或戏弄小鬼，抑或因醉酒被
小鬼戏弄等等，千姿百态，不一而足。

因为钟馗是道教中的门神，所以
画的最多的还是钟馗像，家家户户于
春节期间将“赐福镇宅圣君”钟馗像张
贴于大门、中堂之上，寄托了百姓除邪
驱祟、追求平安的一种祈盼。

这幅清末著名画家任颐所作的
《醉钟馗图》（如图）绘于1881年，起手
有胡公寿题跋：“彼何人斯？步履蹒
跚，云是钟馗，赴宴乍还，途逢一鬼，厥
状狰狞，愿为童仆，负荷而行。舌咋口
张，鬼力微薄，失足难防，心惊胆落。
馗老曰吁，安步当车，我毋尔啖，尔毋
我虞。戏题醉钟馗画，为以诚仁兄之
属以正，胡公寿题。”

这幅画的布局疏朗开阔，画面上
除了钟馗与一小鬼之外，别无陪衬的
辅助景物。只见钟馗头戴皂帽，身穿
红袍、白裤，腰束玉带，脚蹬黑靴。侧
身弓腰，虽然醉状毕露，但眉开眼张，
虎目圆睁，胡须似钢针一样，给人一种
凛凛不可侵犯的不怒而威之感，与古
籍中有关钟馗的形象描述深相契合。
在钟馗前方，是一个衣衫褴褛、裸臂赤
脚的小鬼。小鬼秃头小眼，面目丑陋，
弓腰驼背，双手背负后面。此刻，钟馗
的双臂正搭在小鬼肩上，小鬼侧着的
脸孔扬起，似乎实在背负不起钟馗庞
大沉重的身躯，张开大嘴气喘吁吁。

题跋者胡公寿也是一位中国近代
书画名家，书画兼工，其书风老到，张
弛有度，颇有章法，既为画面进行了注
解，又独具体势。任颐擅画人物，尤其
善于处理人物的心理活动，如钟馗威
严中微微流露出来的淡淡笑意，隐隐
有作弄小鬼的戏谑成分，使画面显得
诙谐有趣；而小鬼因为害怕而流露出
的紧张表情也一览无余，二者神态迥
然不同，赋予了画面更多的艺术张力，
加上典雅清丽的设色，使画面洋溢着
一缕活泼生动的气息。

□文/本报记者 高瑞锋
文/李艳阳

黄玉猪龙（如图），现藏于赤

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国家一级文

物。通体黄绿色，有红褐色斑

沁，通体抛光，高7.1厘米、宽5.9

厘米。发现于敖汉旗下洼河西

遗址（属红山文化遗址），没有考

古发掘记录，可能系野外调查偶

得。

目前，已发现的红山文化玉

龙中以碧玉为多，黄玉较少。黄

玉猪龙最早选录在《中国文物精

华》一书中，遂引起学术界关注。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

的典型代表，在红山文化分布区

域内出土了很多，采集品和传世

品也较多。基本特征均如这件

黄玉猪龙一般，C字形，猪首蛇

身，体扁圆厚重，身像猪匍匐在

地，蜷曲状；吻部前伸，嘴微张作

啃地状，有獠牙外露；双目圆睁，

颜面皱纹多道；三角形耳竖起，

尾呈勾形；颈部有小孔可穿绳系

挂。整体形象极富生活中猪的

特征。

猪在红山文化原始农业中

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代把猪称

之为水畜，是雷水之神。祈求天

神降雨、防洪涝等祭祀活动中，

自然就把猪作为沟通人神之间

的媒介物。因此，猪变龙是符合

这一历史背景的神化物。

从其他很多玉猪龙出土情

况看，大都放置于墓主人胸前，

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

般。有学者推测，它们可能是佩

挂于萨满的颈上或缀于神服上

的，其功能是萨满行神事时佩

带，以协助其与神沟通。所以，

玉猪龙既可能是氏族部落作为

图腾崇拜性质的礼器，也可能是

萨满或者巫师祈求天神降雨时

的神器或法器。黄玉猪龙颈部

小孔磨损痕较深，说明经过长期

的垂挂或使用。

敖汉旗是中国龙文化的起

源地，兴隆洼遗址发现的人猪合

葬墓，埋葬的是野猪，具有图腾

崇拜的意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

祭祀坑内，埋葬有野猪头骨及用

石块和陶片摆出的S形躯体，是

该地区最早的猪龙形态；赵宝沟

文化小山遗址出土的尊形陶器

上，发现了刻划完整的猪首龙形

象，惟妙惟肖。红山文化时期的

玉猪龙在敖汉旗境内发现3件，

弥足珍贵。

商代甲骨文的“龙”字与红

山文化玉猪龙的形态完全吻

合，证明红山文化玉猪龙是中

华龙的本源。龙的起源与崇龙

礼俗的形成在敖汉旗境内有相

互衔接的考古实证资料，由此

可确立敖汉旗是中华龙文化的

起源地。

2017 年，黄玉猪龙入选中

国邮政总公司特种纪念邮票，对

外发行3000万张。

邮箱：15868382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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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斌

在我国青铜器中，铜镜是使用年
限最长、遗留数量最多的青铜制品。
五彩缤纷的铜镜文化中，东汉时期的
会稽铜镜图案精美，纹饰精巧，风格
独特，质量上乘。

会稽即今绍兴，是古代制镜中心
之一，会稽所产铜镜世称“会稽铜
镜”。“会稽铜镜”兴起于东汉早期，盛
行于中晚期，最具特色的是画像镜和
神兽镜，它们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独
创一格。画像镜以“神仙车马”画像
镜（如图）和历史故事画像镜两类最
典型，其中神仙画像镜数量最多，且
多为西王母画像镜。西王母是古代
传说中的人物，民间将她当作长生不
老的象征；神兽镜中较多的是纪年
镜，其纹饰、题材除道教神仙图像外，

“伯牙弹琴”等历史人物故事也多有
出现。

会稽“神仙车马”
画像铜镜

多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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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东

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字
眼，母亲也是儿女最好的老师。我国
历史上有很多广为流传的母亲教育
子女成才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被刻
绘到瓷器上，让原本冰冷的瓷器变得
温馨灵动起来。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
杼。”《三字经》仅仅用了12个字，就
刻画了一个贤能的母亲形象。这里
面包含了2个小故事：第1个是“孟母
择邻”，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有一
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先后3次搬家；
第2个是“断机杼教子”，孟母借剪断
织了一半的布，教育孟子在学习上要
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这只晚清
时期的粉彩描金大碗上就刻绘有“孟
母择邻”的故事，碗高8.5厘米，碗口
直径 20.5 厘米，胎质细腻，釉彩丰
润。碗壁上全景描绘了孟母3次搬
迁的画面，画风简洁流畅，人物栩栩
如生。碗内也工笔绘有精美的花鸟
图纹，碗内碗壁，气韵相连，浑然一
体。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
灭……”一曲《满江红》让人读来热
血沸腾，词作者岳飞是名垂青史的南
宋爱国名将，岳飞母亲姚老夫人是古
代四大贤母之一，岳母刺字教子的故

事也流传古今。这只德化瓷盘直径
25.5厘米，瓷质白皙，品相完美。盘
面是岳母在儿子岳飞背上刺字情景
的帖花图案，画面边缘有“岳母刺字
精忠报国”等字样。盘面中央油灯

闪亮，青烟袅袅，岳飞面带微笑光背
跪在地上，白发苍苍的岳母手持银针
往岳飞背部刺去，一名衣着家眷样女
子站在岳母背后，抬起一只衣袖欲遮
眼，似不忍直视；一名侍女端着盛着

墨汁的碗站在岳母身旁，备岳母随时
蘸取刺字。图中屋内陈设、人物衣着
时代特色鲜明。

“小甘罗十二岁当朝一品，商辂
儿中三元至今扬名。我的儿要用心
学孔圣，娘好比秦雪梅不差毫分
……”这优美的唱段出自戏曲《三娘
教子》。三娘王春娥通过剪断机布
的方式苦心劝导儿子薛倚，薛倚被
三娘的苦心所感动，发奋读书，最终

考中状元。这只民国粉彩老瓷钵，
高 9.5 厘米，口径 13.5 厘米，造型非
常别致。钵体画面选用了“三娘教
子”的故事，庭院中绿意盎然，三娘
端坐在织布机旁，正谆谆教导薛倚
勤读诗书。三娘粗布葛衣，眉宇间
全是对儿子的无限期盼，薛倚发髻
高卷，一副聪慧顽皮的模样。人物
刻画细致入微，粉彩淡雅，生活气息
浓郁。

瓷器上的“母亲教子”

黄玉猪龙黄玉猪龙：：
古代与神沟通的尊崇之器古代与神沟通的尊崇之器

鉴赏

壮美70 镇馆之宝

□李晋

苏州桃花坞一带以盛产年画闻
名于世，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
写道：“桃花坞者，在苏郡城之北隅，
独以刊印‘年画’‘风俗画’有名于
时。自雍正至清季，坞中诸肆，殆为
江南各地刊画之总枢。”全盛时期的
桃花坞，有年画作坊50多家，影响直
至海外。

这张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民国时
期的金钱虎年画（如图）,比A4纸略
大，年画下有小字，为“苏州桃花坞中
王荣兴出品”。王荣兴系桃花坞年画
中的一线品牌，历史悠久，新中国成
立后仍在经营。

年画往往蕴含各种吉祥寓意，这
张《金钱虎》年画象征了滚滚财源。画
面核心为一只仰头翘尾的老虎，其轮
廓以细密小线条构成，看上去毛茸茸
的，很有质感。老虎面相略显威严，双
目瞪视空中祥云环绕的红日，大嘴张
开，白牙紧咬象征着驱邪、迎祥的宝
剑。老虎脚下有蕉叶、珊瑚、万字、方
胜、金钱等吉祥图案。老虎身上蹲坐1
只小虎，应是取子孙兴旺的含义。最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老虎身上布满了
近百枚方孔古钱，古钱上有“生意兴
隆”“一本万利”“天下太平”“顺治通
宝”“五子登科”等内容。整幅图画粗
中见细，洋溢着鲜明的民俗特色。

观这张年画的色彩，系采用套色
印刷而成，先是将画好的稿子贴到多
块梨木板上，接着运用娴熟的刀工，
在木板上分别雕刻出画样，一版一色
依次印到年画纸上。过程看似简单，
实则内中的技巧很难掌握。

民国《金钱虎》年画

《醉钟馗图》

收藏圈

收藏资讯

近日，海关总署举行海关打击象
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新闻发
布会。今年以来，全国海关查获象牙
案件53起，查获象牙及其制品8.48
吨。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国海关共
计立案侦办濒危物种走私案件182
起，其中象牙案件53起；打掉 27个
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71人；
查获各类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共计
500.5 吨，其中查获象牙及其制品

8.48吨。同比都呈上升趋势。
2017年1月1日实施的新版《野

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网络交易
平台违法出售、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而且从2018年1月1日起规定，
我国任何市场、店铺和摊位买卖象牙
及其制品都属违法。

据了解，走私象牙构成犯罪的，
按照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论处。对
于象牙的价格核算，根据有关规定，
一根象牙的价值为25万元，无法确

定是否属一根象牙的，根据其重量核
定，单价为每千克41667元。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走私珍贵动
物制品数额不满 20万元的，处 5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走私珍贵
动物制品数额在 20万元以上不满
100万元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处10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
收财物。 （人民）

全国海关查获8吨走私象牙及制品
走私1根象牙判刑5年以上

缉私人员清点查获的象牙。

“孟母择邻”。

“三娘教子”。
“岳母刺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