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瑞锋

佛教由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迦毗
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创建以来，至
今已有 2500 多年，传入我国后，影响
深远，始终拥有广泛信众。信众对释
迦牟尼佛以及他的 10 大弟子迦叶尊
者、阿难尊者等都无比尊崇。为此，千
百年来，历朝历代或手绘、或雕塑、或
烧造，用种种手法创造出了这些形象，
以满足信众顶礼膜拜的心愿。通辽市
博物馆镇馆之宝——辽代迦叶尊者、
阿难尊者白瓷像就是其中难得的精
品。

迦叶尊者瓷像高 27厘米，宽 12厘
米，座高 8.5 厘米；阿难尊者瓷像高
27.6 厘 米 ，宽 12.5 厘 米 ，座 高 8.5 厘

米。这两尊瓷像为定窑精品，胎质细
腻，釉色润亮，是目前我国仅存的两尊
白瓷佛像。

细观两尊白瓷佛像，迦叶尊者呈
老者造型，光头，双目圆睁，额头、下
颌皱纹刻划清晰，身着交领袈裟，衣褶
密集，左手抚膝，右手随意放在胸前，
依坐 3孔石座上；阿难尊者青年造型，
光头，慈眉善目，身着交领袈裟，衣褶
密集，左手抚膝，右手执念珠平举至胸
前，倚坐 3孔石座上。

史料载，迦叶尊者修 12 头陀，能
堪苦行，在 10 大弟子中号称“头陀第
一”（头陀，出自梵语，原意为抖擞浣
洗烦恼，佛教僧侣所修的苦行。后世
也用以指行脚乞食的僧人。又作“驮
都、杜多、杜荼”）；阿难尊者是释迦牟
尼佛堂弟，虔诚追随释迦牟尼佛。公
元前 513 年，释迦牟尼佛 53 岁时，19
岁的阿难因为年轻，加之记忆力超强，
被选为释迦牟尼佛侍者，侍奉释迦牟
尼佛 27年，期间一直跟随释迦牟尼佛
到各地传道弘法。

这两尊白瓷佛像个性分明，表情
传神，写实性强。老年的迦叶像须眉
毕现，目光如炬，表情深邃睿智；年青
的阿难眉眼纯净俊朗，单纯可爱，尤其
他们的头部和手部塑造得极为生动，
足见辽代雕塑艺术功力极强。

如此珍贵难得的白瓷佛像能完好
无损的流传至今，说起来要感谢经常
身在考古发掘第一线的文物工作者
们。

1980 年，由郑隆任队长的内蒙古
文物工作队来到通辽市（原哲里木盟）
库伦旗前乌力布格村，发掘辽墓并临
摹壁画。

工作期间，他们听当地老乡说，辽
河对岸有农民在村外取土时，挖出了
3 个瓷人。郑隆非常重视，当即派队
员金申和原哲里木盟博物馆馆员刘宝
平前去探访查看。

两人趟水过河走了十几里路，终
于找到了这个农民。当他们说明来意
后，农民拿出了瓷人，但是其中 1尊残
损严重，无头部，另外两尊基本完好。
金申看到后，暗吃一惊，确定这是辽代
白瓷，并认出完好的两尊瓷像是释迦
牟尼佛 10 大弟子中的迦叶尊者和阿
难尊者。

国宝级文物岂可轻易错过。经过
讨价还价，3 尊白瓷佛像终于成为通
辽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史料记载，唐代以后，中国汉传佛
教由盛转衰，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
锐减，昔日大型佛像艺术创造的辉煌
已不在。但是，因为佛教信仰在民间
基础深厚，小型佛像塑造并未受到影

响。
宋、辽金之际 ，战乱导致铜资源

匮乏，瓷器生产空前发展，除官窑外，
民窑遍地开花。为了满足广大信众的
信仰，需要安置于寺院或者家庭佛堂
的佛像仍在大量制作，瓷质佛像日趋
增多，这两尊白瓷佛像就是当时的作
品。

民窑烧造的瓷佛像虽然无大型佛
像的气势，但是胜在造型丰富多彩，釉
色有别，别开生面，体现了民间艺术的
多姿多彩，直接反映了民众的佛教信
仰。

迦叶尊者、阿难尊者白瓷佛像艺
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很有特色，一方面
继承了唐代造像典雅端庄的遗风，同
时吸收了南宋造像的写实手法，并且
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
情趣和表现技法，整体风格体现出多
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展现出辽代造像
独特的文化艺术风貌。

我国仅存的两尊
辽代阿难、迦叶白瓷佛像

多宝阁

“妇女能顶半边天”
年画

□胡萍

前年夏天，母亲拿出了她珍藏
多年的一张年画，我瞬间被吸引住
了。母亲动情地告诉我，这张年画
是她在镇织布厂工作时获得的奖
品。

那是 1975 年的“三八”国际
妇女节，27岁的母亲因为工作突
出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单位在

“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奖给她 1
个搪瓷盆和这张年画。搪瓷盆早
就没有了，年画母亲却一直保存
着。

年 画 名 为“ 妇 女 能 顶 半 边
天”，作者孙奎。画面上，3 名脸
庞红润、风华正茂的女青年紧密
地站在一起，最前面的是名工人，
头戴安全帽，身穿灰色工作服，手
握老虎钳，紧抿着嘴唇，眼睛大而
明亮，看上去对未来充满信心；居
中的是名农民，齐耳短发，红衬
衣，肩扛榔头，淡淡地笑着，似乎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站在最后
的是名空军，身着褐色皮服的她
正笑吟吟地解着帽子上的系带，
似乎刚刚飞行归来。在她们身
后，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把她们
的飒爽身姿映衬得格外端庄、挺
拔。这幅年画构图饱满、颜色鲜
艳，极具视觉冲击力。母亲见我
喜欢，就把它送给了我。

“妇女能顶半边天”，疫情还未
结束，广大的女性医护人员为了救
治病人，日夜奋战在一线，她们是
最可敬的人。

“向雷锋同志学习”
题词邮票

□朱卫东

“向雷锋同志学习”是毛泽东
主席1963年3月的题词，号召全国
人民学习雷锋同志的共产主义精
神品质。在被称为“国家名片”的
邮票上也多次出现过这句影响深
远的题词，鼓舞了几代人学习雷锋
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最早设计有“向雷锋同志学
习”题词的邮票是中国人民邮政
1965 年 8 月 1 日发行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邮票（特 74）。这套为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8 周
年发行的邮票共 8 枚，其中第 2
枚“五好战士”主画面上是两位
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肩背钢枪，手
捧书本，勤奋苦读，争做五好战
士。画面右侧写着这句题词“向
雷锋同志学习”，红色手迹，挥洒
飘逸。

这枚邮票采用影写版工艺，设
计者是赵光涛、王文涛、华克雄，长
48.5毫米，宽27毫米，面值8分，发
行量 600 万枚，在当时影响非常
大。

□郑学富

中国现代杰出画家傅抱石，作为
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在中国现代绘
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笔下的山水
独具匠心，将传统山水皴法与自己创
新的笔法逐渐加以融合，并在不断的
兼收并蓄后最终形成具有创时代风格
的“抱石皴法”，笔致放逸，气势豪放。
他晚年潜心研究毛泽东诗词，于 1963
年到江南写生，泼墨作画，挥毫写诗，
此时所绘画作气魄雄健，大气磅礴，具
有强烈的时代感。他把发表在报刊上
的绘画作品剪贴在一起，题为《毛主席
诗意画》，“春风杨柳万千条”就是其中
1幅。

此画表现的是秀丽怡人的江南景
色，画面主体部分被巨大的柳树所覆
盖，横空出世如同春之帷幕。柳树枝
干以浓墨写出，更显苍劲；长长的柳丝
绿染如茵，犹如瀑布一样飞流直下，随
风舞动婀娜多姿，使人顿觉春风拂面，
和煦宜人。画家只是描绘了飘拂江面
的大片柳枝，便让人联想到了岸上的
柳树成林，郁郁葱葱。而水面上的粼
粼波光，好似春光乍泄，把秀丽妩媚的
江南水乡描绘得生动形象。浓密的柳
荫中，画家又以凝重的墨色描绘了渔
民撑篙江中，船头上的小红旗迎风飘
动，“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诗情画意尽
在不言中，包括撑篙女子的红衣，既实
现了画面的多彩和谐、增添了灵动感，
又点出了画作的象征意义。画中的渔
民不是捕鱼，而是在处理江泥、挖钉
螺、消灭血吸虫。

画上的款识为抱石南京并记，钤
为抱石私印（白文），题句为“春风杨柳
万千条”，这句话出自毛泽东的《七律·
送瘟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血
吸虫病肆虐华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仅江西省余江
县在百余年中，就因血吸虫病毁灭了
42个村庄，荒芜了两万亩良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非常重
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3 年前
后，派出 100 多名医务人员进驻重疫
区余江县除灭血吸虫病，治好千余
人。余江县则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
战斗，半年扫尾”的口号，兴修水利，
填平沟壑，根绝血吸虫滋生地，仅用了
两年时间，就根绝了血吸虫病。

1958 年 6月 30日，《人民日报》发
表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
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毛泽
东仔细阅读后，于7月 1日晨一气呵成
豪迈诗篇《送瘟神》。10 月 3 日《人民

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送瘟神二首》
及这两首诗的手稿。

第1首是回首往事，通过对广大农
村萧条凄凉情景的描写，反映了旧社会
血吸虫病的猖狂肆虐和疫区广大劳动人
民的悲惨遭遇，揭露批判了万恶的剥削
制度，反思以往斗争的历史，证明没有共
产党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希望；
第2首是写新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治山理
水，消灭钉螺的动人情景，纵情讴歌了在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焕发出无穷智
慧和力量，赞颂了他们战胜瘟神和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改天换地，创造新生
活的宏伟气魄和功绩。

首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
尽舜尧”，描绘了新中国春风浩荡、生
机盎然的明媚景象，展现了中国人民
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精神风貌。

晒宝鉴藏

镇馆之宝

送瘟神迎春风

□王继军

我国古代早就对疫
病有针对性的研究，这
套《疫证治例》便是很好
的证明。

它为清代光绪十八
年（1892）木 刻 版 线 装
本，长 25.4 厘米，宽 15.8
厘米，全套 5 卷，作者为
朱兰台。从扉页可见，
该书为“光绪壬辰夏易
知堂藏板（版）”，卷 1 主
要由“序言 4 首（则）、凡
例 15 条、疫病论”组成，
其余各卷则多对疫病、
六经治例、瘟病治例以
及多种疫证、杂证等内
容展开记述，并附若干
医案。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还创制了芦根方等
有效方剂，加以详尽记
载。本套书印刷精致，
内 页 干 净 ，字 迹 清 晰 ，
保存完好，颇为稀缺。

朱兰台字增籍，湖南
湘乡人，生活于清道光
至光绪年间。作为一名
医家，他从医不背古亦
不泥古，能于经典中取
其精，用之于临床得之
妙。他广采百家之长，
自辟蹊径，结合实践，集
30 年经验撰写的《疫证
治例》，见解精辟，芦根

方疗效显著。其所处的
时代正值疫病多发，患
者求治，他多先行述解，
不动辄用寒凉之药，以
免 掩 遏 邪 气 。 经 其 诊
治，轻者随愈，重者必出
此入彼，看邪道在何经，
按经用药，亦可切中病
情。

我国历史上最早记
载的疫情发生在周代。
根据邓拓在《中国救荒
史》中不完全统计，历代
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
代 1次，秦汉 13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次，清代74次。

人类的发展史，可谓
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
历史。秦代律法规定，凡
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
迁所”隔离；唐朝疫情发
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
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
药 方 的 办 法 来 加 以 控
制；宋代对防疫和治疫
尤为重视，用“煎水”来
消灭疾病源头、教导儿童
上厕所要除掉上衣、在杭
州城设立专门的收粪人
等；而清代的康熙皇帝，
则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
广种痘法……可见，从古
至今，防治结合对疫情的
控制极为重要。

□李笙清

这是 1 张民国三十
四年元月十七日卫生署
汉宜渝检疫所颁发给潘
仲 鱼 的 预 防 接 种 证 明
书 。 证 书 为 纸 质 ，长
25.2 厘米，宽 17.6 厘米，
编号 4857，左下角贴有
潘仲鱼的照片，照片上
加盖“卫生署汉宜渝检
疫所”圆形钢印。预防
接种证明为全英文，详尽
记录了1945年27岁的潘
仲鱼于先后接种霍乱疫
苗、天花疫苗、牛痘疫苗、
破伤风疫苗、无伤寒疫
苗、斑疹伤寒疫苗、黄热
病疫苗的时间和次数。
下面还有检疫所所长和
主管医官的签名等。

我国的检疫工作是
从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开始的。那年，暹罗
（泰国）及马来群岛诸地
流行霍乱，我国上海、厦

门等地均被感染，为了
防止进一步威胁其他地
区，上海与厦门海关先
后制定检疫章程，开始
实施海港检疫，随后大
部 分 通 商 口 岸 跟 着 效
仿。

1902 年，位于汉口
的江汉关也开始制定检
疫规则，对船只人员、兽
类、货物等进行消毒，对
进出口船只进行检疫，
以防止人与动物等各种
疫病传入和传播。1929
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接
收 了 海 港 检 疫 管 理 事
务，检疫工作交由武汉
车船检疫所办理。颁发
此证的汉宜渝检疫所前
身 就 是 武 汉 车 船 检 疫
所。

这张预防接种证明
书就是证书人当年为申
请出国留学，汉宜渝检
疫所为其开具的接种证
明，也只有持有该证者
才具有出境资格。

收藏圈

木刻版《疫证治例》

预防接种证明书

迦叶尊者。

阿难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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