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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瑞锋

今年是辛丑牛年，中华民族悠悠
5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以农耕
为主还是游牧为主的民族，牛和人的
关系都很密切，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
重要位置。

春秋战国时代文献中，把牛列为
“六畜”之一，其他“五畜”分别是马、
羊、猪、狗、鸡。《三字经·训诂》中，有

“此六畜，人所饲”的语句，并精辟评
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
备祭器⋯⋯”秦朝颁布的《厩苑律》中
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可
见，牛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农
村春节时常贴的斗方“六畜兴旺”就来
源于此。

“自古以来，牛就是人类的好帮
手、好朋友，做为大型牲畜，它主要兼
具肉食和役使的双重用途，另外，不同
的朝代，它还是图腾和祭祀用品。”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盖之庸一言以蔽之，道出了千
百年来牛和人的终极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袁靖在一篇文章中称，世界上最早
驯化的水牛出现于南亚地区，时间可
追溯至距今 5000 年前。可见，牛和其
他“五畜”一样，最早也是野生动物，在
遇到人类这个强大的直立行走动物
后，经过被刻意地控制、训练，最终成
为了人的好帮手、好朋友，为人类在耕
作、战争、交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考古资料显示，目前发现的远古时
代的牛的遗存有不
少。距今六七千年
前的河姆渡和罗家
角遗址发现了水牛
遗骨，这是我国所
知 最 早 被 驯 养 的

牛；重庆自然博物馆藏有十万年前的野
牛化石；吉林省博物院藏有一枚新时期
时代的牛角；2018 年，河南省许昌市发
现了一副3000年前的牛骨⋯⋯

由于和人结缘深厚，从远古开始，
牛的身影和故事就留在了历代文学艺
术、民俗传说和社会生活中。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阿贵沟，因
有大量世界闻名的阴山岩画而广为人
知。这些岩画题材广泛，有动物、人
物、神灵、器物以及天体等，其中动物
题材中就有很多牛的形象，这些牛或
和其他动物在一起，或单独存在。在
其中一块面宽 133 厘米、高 82 厘米的
大石上，单独刻着一头大牛，它看上去
安详温顺，前胸宽敞，后身瘦窄，嘴里
似乎还咀嚼着什么，和我们日常生活
中见到的牛一模一样，给人以真实自
然的感觉。

“岩画的题材都来源于自然和生
活，是作者真实生活的记录。”巴彦淖
尔市阴山岩刻保护管理局局长朱明哲
说，根据刻画手法，这副岩画的创作期
应该是在距今 4000 多年前的青铜器
时代，可以看出，牛和古人的生活早就
息息相关，不然不会刻画地这么形象
细致。

在上海博物馆藏着一件春秋晚期
的青铜器——牛形牺尊，它的牛鼻上穿
有一枚巨大铜环。“说明在春秋时期，
就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化
牛，使其耕作了。”盖之庸说。

查阅史料，从夏、商、周青铜时代
开始，因为劳作和战争的需要，这个时
候的牛和马一样，尤为重要，而到秦始
皇统一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后，随着
牛耕的发展，牛超越马一家独大，成为

“三牲”之首，成为了高级祭品，古称
“太牢”。

牛虎铜案就是牛成为祭祀礼器和
祭品的重要物证。1972 年，江川县李
家山古墓群遗址第 24 号墓坑发掘出
来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器，就是牛虎铜
案。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
肉祭品的礼器。牛虎铜案就是用来盛
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
的献祭。

1967 年，陕西歧山县贺家村出土
一件商晚期水牛尊，它是一种盛酒器，
通高 24 厘米、长 38 厘米、腹深 10.7 厘
米，表面遍满不同的纹饰，有虎纹、卷
云纹、小鸟纹、饕餮纹等。“在殷人的观
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的
大角的水牛更具灵性，所以让它充当
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担负通天地神兽
的重要角色，主要用于祭祀。”盖之庸
说，牛尊的器身满饰动物纹，在商周时
代的神话和美术中，动物或动物纹样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祭祀中被视作
神奇力量，扮演沟通天地的助手。

在辽代契丹人心中，牛是他们无
比崇拜的图腾。《辽史·地理志》记载：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
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
黄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
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
八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青牛白
马”传说，八部就是契丹八部，是契丹
族人的起源。契丹人对这个说法深信
不疑，在木叶山给白马神人和青牛仙
女建立了始祖庙进行供奉，而且“每行
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
忘本云。”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牛
最基本的耕作用途以及作为图腾和祭
祀的信仰已日渐消失，未改变的，依然
是它作为肉食和取暖的作用以及所代
表的勤奋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

（图片来源于网络）

牛形牺尊。

牛虎铜案。

负重拓荒 “三牲”之首
□黄邦在

连环画俗
称“小人书”，兴
起于上世纪二
十年代的上海，
随着时代变迁
逐渐进入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
上世纪五六十
年最为辉煌，七
八十年代到达
顶峰。但从上
世纪九十年代
初起，由于电视
文化不断普及，
艺术欣赏多元
化，连环画编创
进入衰退期，新
创作出版的连
环画凤毛麟角。

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后期
起，沉寂已久的
连环画峰回路
转，成为了收藏
市场的宠儿，与
邮票、钱币、火
花、磁卡、烟标
等并列为八大
小众收藏品。

近 年 来 ，
连环画更是走
俏藏市，一些老
版连环画在连

拍会上频创新高。尽管目前连环画升值很快，
但是，也不是所有“小人书”都具备收藏价值。按
出版年代先后，连环画收藏基本可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民国连环画。指上世纪初期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连环画。民国时期
连环画因出版时期很早，发行量不大，现流传于
世的极少，而且大多数品相不佳。由于存世量实
在太少，市场里真正玩赏民国连环画的人其实并
不多。若确有好作品，还是有人追捧的。2003
年10月，在“中国连环画收藏交流网”第11届竞
买交流会上，民国时期出版的一套32册、由陈履
平绘画的《金台传》拍出21万元的高价。

第二类是老版连环画。指 1949 年新中国
成立至 1966 年前发行的连环画。老版连环画
问世时间较早，现存世量很少，属连藏“蓝筹
股”，收藏价值很高。国内真正的连藏大家都以
收藏老版连环画而享誉连坛。只要是品相上好
的老版连环画，售价大都在数千元甚至万元以
上。2009年 4月，在重庆第三届连环画拍卖会
上，一本品相上好的《潘必正与陈妙常》连环画，
拍出了5.1万元的天价。

第三类是“样板戏”连环画。指 1966 年至
1976年期间发行的连环画。“样板戏”连环画备
受市场追捧，收藏价值较高。目前一套全品相

“样板戏”连环画（共八本）最新价高达 5000元
以上，其中一本《奇袭白虎团》就值近千元。

第四类是80年代连环画。指1976年后至
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行的连环画，其中以上世纪
八十年代前期居多。由于这一时期发行的连环
画很多，且距今时间不长，目前存世量还很多，
市场价格不高，一般品种仅售几元钱一本，但部
分发行量少或特殊开本的价值却不低。如黑龙
江美术出版社 1985 年发行、印量仅 2900 册的
大开本连环画《生死场》，品相好的市场价达600
元一本。

第五类是再版连环画。在老版连环画资源
日益枯竭和“连藏”气氛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自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作为尝试，中国连环
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老牌美术出
版社纷纷推出各种再版老连环画。因限量发行
而备受连藏爱好者青睐，不少再版经典品种市
场价大都超过了 80 年代连环画。如顾炳鑫的
32开精装本《渡江侦察记》，2004年12月出版，
发行量仅2000册，定价36元，收藏价格已超过
了300元一本。

民国酒咂

□商原驰

酒，是古代先民从生产生活
中创制出来的佳酿，与五谷杂粮
有关，与所盛器皿有关。甲骨文
中的“酒”字便是一个陶制尖底瓶
的形状。由此推断，我们的祖先
可以用尖底瓶酿酒，也可以用尖
底瓶盛酒。

酒具在中国古代也是五花八
门，爵、杯、盅都是饮酒的器具。
巴林右旗博物馆有一件民国时期
的酒具——酒咂，银制，通高 14.6
厘米、口径 3.9 厘米、底径 4 厘米；
鼓腹、细长颈，盖上有一个吸嘴
儿，与吸管相连插入器中；底部有
用丝扣与器身连接的底座，内置
两个直径为 3 厘米的银制小酒
盅。整个酒咂的大小刚好一个成
年人的手能握住，容积不超过 40
立方厘米，大约能盛三两白酒。
酒咂底部内置的小酒盅，可以供
两个人对饮。

酒咂是草原蒙古族的创造，
他们外出放牧、串门省亲，灌满一
咂酒揣入怀中，赶着牛羊在蓝天
碧草间悠然前行，不时从怀中取
出酒咂，小啜一口。酒在口中打
两个转儿，慢慢咽下，深吸一口
气，再从鼻孔中呼出，甘烈和火热
通过喉咙直达心底，贯通全身，浑
身放松并充满暖意。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在野外
喝上一口自己温热的酒，完全可
以抵御风雪严寒。草原上的人们
把这种以酒暖身御寒的方式戏称
为“内皮袄”。

民国时期版《金台传》。

老版《孟姜女》。

1962 年版《白蛇传》。

1977 年版《渡江侦察记》。

阴山岩画上的牛。

民国酒咂。

哪个年代的
小人书最值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