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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藏品：浅绛彩花鸟纹红木插
屏。

年代：晚清。
规格：宽 38.5厘米，通高 68

厘米。
特点：主体红木材质，圆形插

屏中间镶嵌花鸟纹瓷板，下方底
座通体镂空雕刻。插屏底座有五
个支脚，两侧之脚草龙造型，脚上
各点缀一宝珠，内敛中透露富贵
之气。两侧及中央均是缠枝纹，
中央缠枝纹核心方位为火焰宝珠
纹饰，整体繁而不密，大俗大雅。
缠枝表示生生不息，火焰宝珠寓
示光明，匠人的审美理念融入其
中。

镂空雕并不是插屏的艺术聚
焦点，它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插
屏框内镶嵌的浅绛彩瓷板。瓷板
右上方有“丙戌春二月 静学斋
画”款识，行书书写，潇洒利落。
此“丙戌”年当为1886年，这为插
屏断代提供了依据。

由款入画，画中一只鸟儿伫
立桃树枝头，鸟儿以写实手法表
现，色彩柔和，栩栩如生。鸟儿嘴
张开，似在呼朋引伴，也似在准备
展翅飞翔。桃树枝头上点缀着桃
花，花儿或含苞待放，或初露芳
颜，皆以没骨技法画之，用笔洒
脱。枝头右侧又描绘了几片竹
叶，填补了画面空白。

点评：插屏系海外回流之物，
材质精良，做工精美，是完好保存
至今、不可多得的瓷杂精品。瓷
画静中有动，鲜活有味，形象生动
地表现出了春天鸟语花香的景
象。

镂空雕木件极易损坏，瓷板
也是易碎品，历经100多年仍然
保持着极佳品相很不容易，它的
市场价值自然不菲，文化价值更
是无法估量。

收藏者：私人收藏。

鸟语花香春日艳

□李喜庆

藏品：牡丹紫砂插屏。
年代：民国。
规格：宽29.5厘米，高40厘

米。
特点：正面红釉，上剔刻几束

盛开的牡丹，花朵鲜艳夺目，层次
分明，叶子脉络清晰，舒卷自如，
好似微风吹拂中婆娑起舞，极有
动感，让人感受到浓浓春意；背面
黑釉，刻题“富贵寿考”，下为叙事
长文；落款为“内务部记名前平定
县知事吉廷彦敬题”“平定工厂南
云刻”。

渊源：此插屏是山西平定县
知县吉廷彦转任前，送给山西巡
按使金道坚的礼物。金道坚担任
山西巡按使期间，体察民间疾苦，
整饬吏治，诛缴匪徒，使得民心安
定，人人称颂，吉廷彦也受到了他
的青睐提携。1915年冬，吉廷彦
即将转任前，特意让平定工厂制
作了这件紫砂插屏赠与金道坚，
以谢知遇之恩。

上面题字“金衣瑞羽”出自宋
代诗人宋祁的诗句“金衣瑞羽迎
风展，琮栗仙杯压雾斜”，此处名
为赞美牡丹国色天香，实为寓意
祝愿金道坚富贵长寿。

插屏造型古雅，小巧玲珑，多
搁置于厅堂条案和书斋几案之
上，起点缀环境和美化空间作
用。如果上面再饰以山水等风
景，则更美，可以开阔视野、消除
疲劳，使人身心舒畅。

古代王侯贵族及文人雅士对
插屏制作要求颇为讲究，材料主
要有瓷器、玉器、象牙、云母、水
晶、琉璃、大理石等。镶嵌工艺上
还使用了珐琅、翡翠、金银和红珊
瑚等贵重物品。

明清时期，插屏更是受到达
官贵人和文人雅士的青睐，选材
也极尽奢华，黄花梨、紫檀、老红
木、楠木等上等木材成为首选。

点评：整件作品书画兼具，相
得益彰，体现了屏风的素、雅等特
性，尽显书画之神韵，颇具画面
感。雕刻层次分明，构图疏密得
当，刀法细腻精致。

收藏者：山西阳泉博物馆。

春来牡丹是富贵

□胡萍

藏品：黄花梨百宝嵌座屏。
年代：清代。
规格：宽75厘米，高68.9厘

米。
特点：材质为黄花梨，褐黄

色，包浆圆润，分底座和屏体两部
分。

屏体呈扇形，边框光滑细腻，
纹理清晰。正面有用玳瑁、红珊
瑚、贝壳和汉白玉等珍贵材料镶
嵌的6朵月季花和两只小鸟。月
季花有红色、橘色和黄色3种颜
色，左边红色的正开一半，显得小
巧玲珑，风姿绰约；中间两朵盛开
的硕大饱满，色泽鲜艳，好似芳香
四溢；右边的两朵由于屏风面积
有限，只露出半边，如国画中的留
白，引人遐思。最上面的枝梢上
有一朵红色蓓蕾，在叶片的映衬
下，亭亭玉立，正准备绽放芳华。
两只小鸟身上的羽毛纤毫毕现，
栩栩如生，它们相对而飞，似乎正
嘤嘤鸣叫着，在快乐地歌唱春天。

背面以浅浮雕雕刻楷体文字
“糊涂难，聪明难，由聪明而转入
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
心安，非图后世福报也”，后面还
有署名和印章，未可识辨。

底座呈塔基形，用镂雕、浮雕
等技艺在底座上雕刻着缠枝纹、
珠纹和蝙蝠纹等纹饰。

渊源：百宝嵌又称周制，出现
于明代，是在螺钿镶嵌工艺基础
上，加入宝石、象牙、珊瑚以及玉
石等材料形成的镶嵌工艺。用百
宝嵌成的图案花纹会随着照射光
线角度的变化，呈现出各种各样
的光彩，主要出现在我国古典家
具以及工艺美术品上。

进入清代以后，百宝嵌发展
成为家具制作的重要镶嵌技术之
一，通常多用在漆器和硬木家具
上，但是在珍贵的黄花梨座屏上
镶嵌的还不是很多。

点评：古香古色，浑然一体，
古朴典雅，观之让人心旷神怡。

收藏者：私人收藏。

百宝屏风四季春

□朱卫东

藏品：紫檀座屏。
年代：晚清。
规格：宽65厘米，高约75厘

米。
特点：座屏上镶嵌一面瓷画

大师任焕章的人面桃花粉彩瓷
板。只见暮春时节，人家庭院，一
树桃花开得正艳，一名顽童头扎
两只俏皮髻角独自玩耍。假山旁
的两位女子，坐着的笑颜莹莹，慈
爱地看着嬉戏孩童，她身后站着
的女子嘴角微扬，仿佛正和她说
着悄悄话。

瓷画右上角题款为“美色清
华不计年”和“戊寅年冬月巍山任
焕章作”，笔力遒劲峻拨。从题款
可以看出，这件瓷板画烧造于清
光绪四年（1878年），屏风制作当
与瓷板画同一时期。

作者：绘画者任焕章，字巍
山，号南樵，清光绪年间景德镇御
窑画师，文人派瓷画先驱。任氏
瓷画讲究意境神韵，最善山水人
物。他笔下的人物飘逸，花鸟灵
动，山水清雅，皆引领一时风骚。

点评：清代屏风制作考究，集
镶嵌、雕刻和诗书画等多种艺术
形式于一体，其中瓷板画屏风更
是线条和谐流畅，器型华丽多
变。

此座屏造型规整，雍容大气，
历经百余年岁月风雨，瓷画釉彩
鲜艳如初，屏座包浆黝黑亮泽，更
显古朴厚重。

任氏画作以桃花喻美人，借
桃花绘春天，桃花容，佳人面，春
日艳，三者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借鉴传统国画写意笔法，浓淡相
宜，层次分明，以粉色点出桃花，
彩料高凸，灿若繁星；人物体态纤
丽淑婉，轻盈修长，是典型的清代
侍女画作风格，而屏风形制、制作
工艺、人物衣着神态，无不洋溢着
浓郁的年代气息，也为这件屏风
增添了更多古典意蕴。

收藏者：私人收藏。

人面桃花笑春风

□王继军

藏品：“梅开五福”插屏。
年代：民国。
规格：宽33厘米，高42.6厘

米，厚3厘米。
特点：外框与座架由鸡翅木

制成，框中镶嵌一块彩绘瓷板，板
上图画色彩分明，主题突出。只
见绿荫丛中梅花盛开，一只喜鹊
登临其上，怡然自得，寓意喜上眉
梢；左侧落款清晰可辨，为“梅开
五福，戊辰年（1928）刘雨岑作于
珠山”。

作者：刘雨岑（1904—1969）
是优秀的民间陶瓷艺术家“珠山
八友”之一，原名玉成，斋名觉庵，
别号澹湖鱼，六旬后号巧翁，安徽
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人，世居
江西省鄱阳县。作为中国陶瓷美
术大师的他，幼年师从知名画家
潘陶宇，中年深得任伯年、新罗山
人的绘画艺术精髓，逐渐形成了
清新雅丽的绘画风格，在“珠山八
友”中最擅长瓷绘花鸟画。

渊源：在民间，梅花不但常被
人们看作传春报喜，更因其有5
个花瓣，分别代表着“福、禄、寿、
禧、财”5个吉祥神，因而便有“梅
开五福”之说，具体为“一曰寿、二
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
曰考终命”，也即长寿、富贵、康
宁、好德、善终。

屏风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物内
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意即“屏其
风也”。不过，其最初是专门设计
于皇帝宝座后面的，是名位和权
力的象征。《史记》中就有“天子当
屏而立”的记载。它始于西周，盛
行于汉唐，明代起逐渐演变为纯
粹的装饰品。屏风分类多样，仅
按照形制，即可划分为插屏、折
屏、挂屏、炕屏及桌屏。因其具备
防风、隔断、遮隐的功能，且起到
点缀环境和美化空间的功效，故
能经久不衰流传至今。

点评：这幅“梅开五福”图中，
梅花正侧疏密有变，勾勒挺劲，鹊
鸟顾盼生姿，惟妙惟肖，整个画面
充满了春天鸟语花香的浓郁气
息，极具艺术感染力。

整件插屏画工简逸生动，题
材高雅大气，加上座架背面底部
刻有精美浮雕，可谓文化与艺术
兼备，不可多得。

收藏者：私人收藏。

传春梅花绽五福

□周小丽

藏品：春日粉彩花鸟嵌瓷插
屏。

年代：民国。
规格：长约25厘米，高约30

厘米。
特点：座框由鸡翅木透雕成

龙首祥云缠枝纹，龙首古朴威武、
祥云缠枝简约灵动，却又不失庄
重大气。龙颈之下是圆形粉彩瓷
板画屏芯。

瓷板画当中一树稠密的迎春
花，紫色的花瓣、金色的花蕊，在
春日的天空下娇艳绽放。两只黄
莺停歇在枝头上，一只尖嘴朝上，
似乎在婉转歌唱；另一只回首凝
望，仿佛也被这美丽的迎春花所
吸引。

作者：瓷板画左下角题“花有
清香”4字，源自苏东坡《春月》

“花有清香月有阴”，落款“丁卯年
刘雨岑作于珠山”。

渊源：屏风在中国古代的家
居装饰中非常重要，最初是用来
隔断空间，以保持一定的私密性，
后来逐渐演化成装饰品，而放在
桌子上的一般都叫插屏。插屏种
类繁多，尺寸不一，它是凡屏扇与
屏座可装可卸的座屏、砚屏等的
统称。

插屏最早的功能是挡风。
古人写字要研墨，而且时间要很
长，一般需要一个小时，研完墨
后，如果赶上吃饭，忘了盖上了，
可能吃完饭墨盒就干了，所以古
人觉得屋里有风的时候，要用插
屏给砚台挡风，因此这类插屏也
叫砚屏。

唐宋时期还有枕屏，就是枕
头上面搁一个屏风以防晚上受
风。明代以前，屏风多为实用，被
归为家具的一种，主要用于遮蔽
和做临时隔断，大都是接地而
设。清初出现的插屏和挂屏，则
开始兼有供人欣赏之用，为生活
平添很多乐趣。

收藏者：私人收藏。

迎春花鸟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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