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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军

藏品：铜手炉。
年代：民国。
规格：炉身最宽直径 14.5 厘

米，底面直径12厘米，高7.5厘米，
重达645克。

特点：白铜质地，取下镂空雕花
的外盖，可以看到炉身内壁厚实，用
料足，工艺考究。手炉的两侧各有
一个提耳，与半圆形的提把连接，方
便实用。炉身外侧刻有精美图案，
近处的楼阁与远山呼应，一叶扁舟
泛行湖面，颇具诗情画意。炉底雕
刻三个隶体汉字：姚春和。

渊源：说起姚春和，收藏界熟悉
铜货的人无一不知。

蔡甸姚家岭隶属湖北省武汉
市，是马沧湖腹地的一个半岛，姚家
岭的人在老武汉开有三家鼎鼎大名
的铺子：万年街的姚楚记盆盘铺、名
医姚欣安开的九千年药店、水塔对
面的姚春和铜货铺。其中，姚春和
的铜货因为在1915年旧金山巴拿
马世博会上得了金奖，名声最响，生
意最大，有“南有铁生姚春和，北有
寅生万丰斋”的美誉，其产品国内知
名，远销欧美。

其实，姚春和之所以能成为名
店，和其有着过硬的掌作师傅有
关。他们和大多数手艺人一样，经
过近乎残酷的学徒生活，天天都在
坚硬的铜材上运刀如笔，心无旁骛
几十年，才具备了精湛的手艺。据
了解，凡是当年宽裕的家庭，大多是
姚春和铜货铺的忠实用户。

1938 年 10月，汉口沦陷。当
时日本人强行征收铜铁，用于制造
枪炮，铜器几乎一件也没有保存下
来，姚春和的生意也止步于此。如
今，铜器作坊这个行业在武汉已近
消失，只留下零星的杰作和一个打
铜街的地名。

点评：包浆熟旧，小巧精致。
藏所：个人收藏。

春和铜炉

□陆明华

藏品：鎏金雕花铜手炉。
年代：明代。
规格：高18厘米，宽31厘米。
特点：器身呈椭圆形，宽口、深

腹、平底。两肩以钉接连长方小铜
片，以连接活把提梁。此器器身提
梁带鎏金。盖亦呈椭圆形，盖面隆
起，镂雕纹饰。下半部分是海水，
上半部分是花卉纹饰。盖面主题
花卉纹饰均有鎏金。

渊源：手炉作为取暖用具在我
国历史悠久，其起源说法不一。有
的说源于春秋时的楚国，楚地潮湿，
楚人将香草放入带孔的熏炉中焚烧
散气，继而发明手炉。明、清两代，冬
季大多烧柴炭取暖。手炉则是旧时
中国宫廷和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取
暖工具，与脚炉相对而言。因可以捧
在手上，笼进袖内，所以又名手手、捧
炉、袖炉，炉内装有炭火，故也称火
笼。

铜暖炉的发展大致可分 3个
时期，唐宋元为早期，明清为鼎盛
期，近代为衰落期。明代中期，青
铜工艺复兴，铜香炉制作空前繁
荣，同时也影响了暖炉工艺的发
展，不仅材质形式日趋多样，在用
途上也呈现高雅的倾向，成为继香
炉之后，又一赏心悦目、值得摩挲
品评的珍玩。

明代手炉纹饰自然，简朴明
白，清代则比较繁缛。但是，它们又
有共同的特点：制炉材质丰富多样，
由于铜合金的发展，出现了红铜、白
铜、黄铜等手炉，也出现了景泰蓝、
铜鎏金等观赏性手炉；使用手炉者
急剧增多，从局限于宫廷少数人扩
展到民间富贵人家；使用者的增多
促进了手炉行业的发展，并且出现
了潘祥丰、赵一大、胡文明等铸铜工
艺名匠；工艺讲究，造型丰富多样，
从早期的方圆二式，发展为六角、瓜
棱形、梅花形、椭圆形、海棠形、龟背
形等，而且纹饰精美。

点评：工艺讲究，雕凿精细。
这种传世手炉根据其工艺和

纹饰分析，属于文人案上用具。
藏所：个人收藏。

炉暖寒冬

□朱卫东

藏品：景泰蓝袖炉。
年代：清代。
规格：长83毫米，宽 68毫米，

高45毫米，重约303克。
特点：黄铜材质，由炉身、炉底、

炉盖（炉罩）、提梁（提柄）组成。
炉盖镂空雕绘有代表天圆地方

的铜钱纹饰，细长的提梁横贯整只
炉身，炉罩以下直至炉底上下相连，
精工绘就了一幅桃花迎春图，桃叶
青翠，桃枝苍劲。翻转炉底，浅蓝色
的釉彩中有“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
印，字体峭拔秀丽。

渊源：“不数红泥小火炉，青铜
范出小形模。提来缓缓随心便，趋
到炎炎炙手无。”这是清代秀才周心
孩的诗句，描写的是古代的暖手神
器——袖炉。

袖炉源自隋代，在明清时期最
为盛行，器型有八角形、圆形、方形、
腰形、花篮形、南瓜形等。传世的明
清袖炉，精致小巧，造型优美，炉盖
炉身等处往往雕绘有五蝶捧寿、梅
兰竹菊、喜鹊绕梅等吉祥花纹，御寒
保暖之外，还经常被文人雅客摆上
几案，兼做书房雅玩。

袖炉还有一个功能：熏香。袖
炉添香夜读书，这是古人特别是那
些贵族小姐和诗人骚客们的一个雅
好。在袖炉的炭火内加入一些各种
香料混成的香饼，香饼在炭火的熏
烧下会散发出清幽雅致的芳香。清
代张劭的诗句：“松灰笼暖袖先知，
银叶香飘篆一丝。顶伴梅花平出
网，展环竹节卧生枝。”描写的就是
袖炉熏香的情景。

景泰蓝，即铜胎掐丝珐琅，一种
精湛的铜器工艺。先用细扁铜丝做
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出各种图案
花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花纹内，
经烧制、磨平镀金而成。

点评：外观晶莹润泽，釉彩鲜艳
夺目，掐丝流畅，纹饰灵活精巧，非
常大气难得。

藏所：个人收藏。

袖炉生香

□胡萍

藏品：景泰蓝彩婴戏提梁铜
手炉，

规格：炉腹直径 11.5 厘米，
高7.5厘米，重430克。

年代：清代。
特点：椭圆形，圆肩，深腹，平

底。由炉身、炉底、炉盖和提梁组
成。炉盖和提梁髹黑漆，炉盖的
边缘为花瓣状，上面有手工錾刻
的花式网纹，既有利用散热又不
易生锈，非常实用。炉盖边沿和
炉身以深蓝色为地，上面绘满了
淡绿色的勾莲纹和粉红的莲花，

炉身中间开窗绘有两幅图
案。一幅图案以黄色为地，两个
身着红衣绿裤的童子正迈着轻快
的步子兴致盎然地走在路上；另
一幅图案也是以黄色为地，三个
穿红肚兜的童子正在合力搬运一
个硕大的桃子。炉底部浅蓝色的
釉彩中有“乾隆年制”四字楷书印
款。

渊源：这个铜手炉是十年前
姨奶送给我的。姨奶祖上是大户
人家，这个铜手炉已在她家传了
四代。

据专家考证，手炉是从火盆
使用中演变过来的。到了唐代，
由于铜的传热性能好，人们开始
用铜制成手炉，至今已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

一件景泰蓝纯手工作品，需
要经过设计、制胎、掐丝、点蓝、烧
蓝、磨光、镀金等工序才能完成，
非常不易，民间有“一件景泰蓝，
十箱官窑器”的赞誉。

点评：器型古朴，花纹精细，
铜质匀净，釉彩艳丽。

手炉图案上的人物搭配隐含
吉祥寓意，桃子象征健康长寿；儿
童代表人丁兴旺；蝙蝠寓意福来
到。小小的手炉既具有实用性和
观赏性，又寄托着古人幸福长寿，
多子多福的良好愿望，十分难得。

藏所：个人收藏。

婴戏福来

□郑学富

藏品：黑漆描金山水楼阁图
手炉。

年代：清代。
规格：高14厘米，长18.4厘

米，宽12.9厘米。
特点：据故宫资料介绍，该手

炉呈不规则却十分对称的长圆
形，提梁弯曲的形状与炉身的造
型很协调。

炉身四面开光，两两相对。
开光内黑漆地，其上以金漆描绘
不同的山水图景。开光外边饰则
用描金彩漆的技法描绘缠枝花卉
纹。口沿内挂铜胆。盖面为铜丝
编结而成的密网，用以通风换
气。底心有一圆孔用以散热。

渊源：手炉是古代宫廷和民
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取暖工具。我
国手炉起源历史悠久，明清时期，
手炉制作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
界，涌现出大批名家巧匠。晚明
的嘉兴名匠张鸣岐制作的手炉被
称为“张炉”，堪称瑰宝，驰名大江
南北。尤其清代，手炉成为皇家
御用品，制作工艺多姿多彩，材质
增添了漆器、珐琅等品种，精湛绝
伦，格调高雅。民国时期，随着新
的取暖工具的出现，手炉制作的
形状和纹饰趋于单一化，并逐渐
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明清时期名家制作的手炉融
雕、镂、刻、镶、磨等工艺于一身，
汇诗、书、画、印于一器，既是取暖
器物，又是把玩的工艺品，有着较
高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收藏价值。

点评：画面构图讲究，布局疏
朗，远山近石、亭台楼榭、草木飞
鸟都描绘得细致入微，宛如工笔
画，风光旖旎的山水图虽浓缩于
方寸之间，却透露出飘渺深远的
意境。

藏所：故宫博物院。

松灰笼暖

□彭宝珠

藏品：“蝙蝠捧寿”铜手炉。
年代：清代。
规格：高 9厘米，底径 10厘

米，重950克。
特点：白铜材质，炉面是五只

蝙蝠围绕一个变体的“寿”字。
蝙蝠简称“蝠”，与“福”谐音，

人们以“蝠”表示“福”，这样的图
案称为“五福捧寿”，寓意多福多
寿。

渊源：白居易有诗云：“绿蚁
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白居易赞
叹的小火炉，显然最初并非为铜
质而应是陶质，所谓“红泥”是也。

手炉是由火炉演化而来的，
其来历据说与扬州还有关联。相
传隋代，隋炀帝南巡到扬州，时值
深秋，天气寒冷，扬州官员为讨隋
炀帝欢心，就让匠人做了一只小
铜炉，内置火炭，献给隋炀帝取
暖。隋炀帝十分高兴，捧在手上，
称之为手炉。铜手炉的制作到明
清时达到了顶峰，是宫廷乃至民
间使用的掌中取暖工具。

这只铜手炉是我家祖传下来
的。年少时，我便被它奇异的造
型，精美的工艺所吸引，越把玩越
爱不释手，最终迷上了铜手炉的
收藏。

我收藏的铜手炉琳琅满目，
造型多姿多样，有圆形、方形、八
角形、瓜棱形、海棠形等，炉表面
上的图案丰富多彩，有镂空的人
物、花鸟、山水等。每个铜手炉的
炉盖气孔的设计各有巧思，如錾
刻成梅花形、菱形等图案，既有独
特的艺术魅力，又富有实用性，不
论是燃烧炭墼、锯末还是砻糠，都
能更好地散发烟气，形成了艺术
与实用的高度结合。

点评：包浆浓厚，花纹精细，
做工精致。

藏所：个人收藏。

五福捧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