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卫东

我的藏品里有一枚一百多年前的清末
时期发行的戒烟纪念章，心形、银质，挂链保
存完好。心形的纪念章上雕印心形图案，心
中有心，寓意同心同德。左右两侧分别是

“同人同志”“劝诫洋烟”等繁体浮雕文字，笔
力苍劲，环绕心形图案排列着。纪念章的背
面图案相对复杂，心形的边缘，盘旋着两条
威风凛凛的银龙，龙须飞舞，龙睛炯炯，鳞纹
片片，清晰可辨。章体正中“同志戒烟会”几
个凸雕大字，颇具视觉冲击力。

清末民初的纪念章大多是圆形的，心形
的较为少见，雕刻有龙纹图案的更属于凤毛
麟角。经历一百多年，纪念章上积淀了一层
厚厚的包浆，显得厚重沧桑。清末的“同人
同志”是同胞和志同道合之意。纪念章上的

“洋烟”指的是鸦片，这一毒品对中国近代历
史影响非常大。“林则徐禁烟”“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等历史事件都和鸦片有关。这
枚纪念章上提到的“同志戒烟会”是清末时
期设立的一个地方戒烟组织，发行纪念章是
为了禁烟。

有意思的是这枚纪念章的收藏经历也
和戒烟有关。我是一名资深烟民，常年烟不
离手，多次尝试戒烟，不但没成功，还给家人
留下笑柄。有一年我到上海旅游，在老城隍
庙附近的旧物摊上看到了这枚纪念章。摊
主介绍，纪念章原本是清末一名地方乡绅的
藏品，乡绅年轻时被大烟俘虏，几年间吸光
了四进的大宅子、几十亩良田。难能可贵的
是乡绅没有破罐子破摔，他戒了大烟，去省
城从学徒做起，十几年后成了腰缠万贯的南
货行老板。年老还乡，他把余生精力用于推
行戒烟，深受乡里爱戴，这枚纪念章就是地
方戒烟会对他的嘉奖。

乡绅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毫不犹豫地
买下这枚纪念章。回到家后，戒烟又被我提
上日程，每当烟瘾作祟，我就摩挲纪念章，用
乡绅的故事激励自己，几经反复，终于成功
戒烟。

助我戒烟的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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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收藏，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中华古代传统之美的喜欢。在收藏爱好者的世界里，挖掘
古代劳动人民的创作之美，是收藏的趣味所在；发掘出藏品独有的艺术价值，分享给更多的人，让
历史得以再现，让文化得以传承，是收藏爱好者的骄傲。

每件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路走来，收藏者的脚印里有欢喜也有遗憾，无论是欢喜还是
遗憾，都是收藏路上的经历，也是我们的话题⋯⋯

□王家年

承安宝货是金章宗完颜璟承安二至五年承安宝货是金章宗完颜璟承安二至五年((11971197--
12001200 年年))所铸异形银币所铸异形银币，，系银铤改铸系银铤改铸，，自一两至十两自一两至十两，，
分五等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每两折钱二贯，，承安五年因发生掺杂铜铅私承安五年因发生掺杂铜铅私
铸等情形停止使用铸等情形停止使用。。著名钱币学家戴葆庭为近代藏著名钱币学家戴葆庭为近代藏
书家丁福保校正书家丁福保校正《《历代古钱图说历代古钱图说》》文稿时文稿时，，认为铜铸的认为铜铸的
承安宝货是假货承安宝货是假货，，他说他说““金承安宝货系银质货币金承安宝货系银质货币，，凡铜凡铜
铸者均是伪作铸者均是伪作””，，这个定论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定论一直沿用至今。。到底有没到底有没
有铜制的承安宝货呢有铜制的承安宝货呢？？史书文献上没有记载史书文献上没有记载，，也没有也没有
出土资料佐证出土资料佐证，，几乎所有与承安宝货有关的书籍和文几乎所有与承安宝货有关的书籍和文
章章，，众口一词地说铜质品为伪品众口一词地说铜质品为伪品、、赝品赝品。。

有一次我逛古玩市场有一次我逛古玩市场，，看到一枚金代的承安宝货看到一枚金代的承安宝货
折五型方孔圆钱折五型方孔圆钱，，青铜材质青铜材质，，生坑入骨生坑入骨，，锈下是黑褐色锈下是黑褐色
地地，，下面是铜色下面是铜色。。从材质从材质、、形制形制、、文字文字、、字体字体、、穿口穿口、、地张地张
等方面来判断等方面来判断，，这枚承安宝货看不出作伪痕迹这枚承安宝货看不出作伪痕迹。。由于由于
铜质承安宝货是伪品的概念早已经深深印在集币爱好铜质承安宝货是伪品的概念早已经深深印在集币爱好
者的脑海里者的脑海里，，所以卖主开不了高价所以卖主开不了高价，，我便买了下来我便买了下来。。

20042004 年年，《，《内蒙古金融研究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帀专刊—钱帀专刊》》第第 22
期刊登了著名钱币研究学家期刊登了著名钱币研究学家、、收藏家裴元博的收藏家裴元博的《《承安承安
宝货确有方孔铜钱真品传世宝货确有方孔铜钱真品传世》》文章文章，，肯定了承安宝货肯定了承安宝货
铜品的存在铜品的存在，，指出曾被专家学者判为假帀的一些金代指出曾被专家学者判为假帀的一些金代
品种的货币确实存在真品品种的货币确实存在真品，，如天辅如天辅、、天眷天眷、、明昌明昌、、崇庆崇庆、、
至宁等至宁等，，只是存世量极少而已只是存世量极少而已。。后来后来，，又读了中国钱又读了中国钱
币博物馆馆长戴志强币博物馆馆长戴志强““读李卫读李卫《《辽金钱币辽金钱币》》有感有感””摘录摘录，，
我对承安宝货有了新的认识我对承安宝货有了新的认识，，承安宝货铸有铜钱承安宝货铸有铜钱、、鎏鎏
金钱金钱、、银钱银钱，，有小平有小平、、折二折二、、折五折五、、折十四等铜钱传世折十四等铜钱传世，，
每等钱都有几种不同的版式每等钱都有几种不同的版式。。

我认为造假钱帀的目的就是获取巨额暴利我认为造假钱帀的目的就是获取巨额暴利。。制制
造假钱帀和作旧的成本不低造假钱帀和作旧的成本不低，，仼何产品要降低成本的仼何产品要降低成本的
途径是扩大产量途径是扩大产量，，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那么作那么作
假的意义不大假的意义不大。。

众说纷纭承安宝货

□江初昕

奇石的艺术价值在于自然天成，每一块奇石都是
自然形成，妙趣无限，处处给人一种真实而毫无做作
的自然美感。闲暇之时我喜欢去江边河畔，边玩边捡
石头，随心所欲，捡到是缘，一无所获也无所谓。有一
天，我和朋友到长江边河滩上溜达，看见一处沙堆里
有块淡黄色的石头。我拿起这块石头端详了半天，发
现虽然纹路不错，但就是不像个东西，扬手准备扔出
去，朋友大喊“停！”，叫我拿在手里不断调整角度，他
则站在远处盯着看。我听着他的指挥，慢慢转动手中
的石头。突然他连喊了几声“停停停”，边鼓掌边赞
叹：“太像了，太像了。”听了朋友的赞叹，我把石头放
在沙堆上，站在朋友的位置朝石头打眼看去，我说：

“是不是像一只金蟾？”朋友频频颔首：“正是金蟾也，
恭喜兄弟，好兆头呀！”正如苏轼的《题西林壁》中所描
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块看似平
常不过的普通石头，因为换了一个角度看，就成了惊
喜。

我满心欢喜把“金蟾”拿回家，用尺子量了一下，
底宽 15.6 厘米，高 14.9 厘米。整块“金蟾”呈蛋黄色，
圆润光滑，特别是背部的花纹，略带有一丝黝黑色的
线条，显示出金蟾独有的纹路。“金蟾”的头宽大，嘴巴
微微凸出，口阔，吻端圆，吻棱显著，虽没有张嘴开颌，
但也看得出是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金蟾”的头顶上
还有一处微微凸起的棱角，这是蟾蜍有别于其他蛙类
的主要特征。足趾虽不明显，但雄壮有力的腿半蹲，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最生动的是“金蟾”鼓起来的
眼睛，凸出的眼睛是蛋黄色的，眼圈四周是黑色的眼
睑，双眼紧盯前方，仿佛在等待猎物出现。整只“金
蟾”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对于金蟾，前人早有记载，《淮南子》:“日中有踆
乌，月中有蟾蜍。”《后汉书·天文志》注:羿请无死之药
于西母王，娥窃之以奔月，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
光”，故旧时称科举高中为“蟾宫折桂。”此外，金蟾还
象征财运，古代有刘海修道，用计收服金蟾以成仙，后
来中国民间便流传“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传
说。所以，朋友为我与这只“金蟾”结缘鼓掌喝彩。

险遭丢弃的“金蟾”

□吕冠兰

《拾遗记》记载，海外有三座仙山，方
丈、蓬 莱、瀛 洲 ，“ 形 如 壶 器 ”（长 得 像 葫
芦）。古代夫妻新婚要喝合卺[jǐn]酒，卺
是将葫芦剖开制成的瓢，合卺即两个瓢合
成一个葫芦，象征夫妻合体。根据闻一多
先生考证，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也写作
瓠檥）、女娲都是葫芦化身，就连开天辟地
的大神盘古（也写作盘瓠）也是葫芦，可
见，中华文化和葫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在我国民间文化中，葫芦更有着丰富
的寓意，“葫芦”谐音“福禄”；葫芦藤蔓缠
绕，结子众多，有多子多孙的象征。我收
藏着一对粉彩描金双耳瓶便是以葫芦为
题材。这对双耳瓶平口、长颈、丰肩、鼓
腹，外撇圈足，颈部有螭龙状双耳，螭龙做
回首状，颈下系有圆环。它们也叫葫芦
瓶，从器型来看，颈部渐粗，至肩部收起，
就像葫芦上面的“小肚子”，腹部隆起，就
像葫芦下面的“大肚子”。葫芦瓶口径 11.4
厘米，底径 14.2 厘米，高 44.5 厘米，口沿处

有一圈回形纹，颈部有缠枝宝相花纹，肩
部有双几字纹，底部有蕉叶纹，足部有缠
枝花纹。瓶腹上铺满葫芦纹，葫芦藤蔓弯
曲，蜿蜒如龙蛇；叶子肥大，张开如手掌；
花朵丰腴，形状如五星；葫芦有大有小，五
颜六色，铺展开来，令人眼花缭乱。在葫
芦丛中，点缀有翩翩飞舞的红色蝙蝠，动
感十足。瓶口描金，瓶内为绿地，整体来
说，这对双耳瓶构思精巧、纹饰精美，制作
精良。

这对瓶子是我在洛阳西工区王城广
场地下古玩城发现的。那天我和闺蜜逛
古玩城，转了大半天，没发现心仪的宝贝，
隐隐有些失望。准备离开时，路过一家店
铺，被店主手中的瓷瓶吸引得迈不开腿。
瓶上布满葫芦纹，葫芦不仅藤蔓茂盛、叶
片肥大，还果实累累。我拉着闺蜜进去观
赏，惊喜地看到柜台上还放着一只，原来
它们是一对。闺蜜不由叫道：“好可爱的
葫芦娃！”可不，一只只葫芦挂在藤蔓上，
就像动画片《葫芦兄弟》里与蛇精勇敢作
战的葫芦娃。我家儿子今年三岁半，他最
喜欢看的动画片就是《葫芦兄弟》，只要葫
芦娃们一出现在电视上，他就高兴地又跳
又笑。有时候，他正哇哇大哭，只要说“给
你放葫芦娃吧”，他就会立即停止哭闹，安

静下来等着看电视。爱子心切，我想把这
对瓶子买下来。店主却一口拒绝：“这是
我刚收的，不卖！”闺蜜问他：“为什么不卖
呀？”店主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动画
片就是《葫芦兄弟》，那时候家里穷，买不
起电视，我就赖在邻居家里，等着看葫芦
娃，赶都赶不走，不知被人家嫌弃了多少
回。前几天去一个藏友家，一眼就相中这
对双耳瓶，好说歹说人家才卖给我，我要
自己收藏这对瓶子。”

“她儿子也喜欢看《葫芦兄弟》”，闺蜜
脱口而出。我悄悄用胳膊肘捅了捅她，她
意识到说错了话，好像占人家便宜似的，
红着脸连连道歉。我再三把玩这对双耳
瓶后，恋恋不舍地告别店主准备离开。

“你们等等，都是喜欢收藏的同道中
人，为了你儿子，卖给你吧，我什么价钱买
的就什么价钱卖给你，一分钱不挣。”店主
叫住了我们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连忙把钱转给店主，和闺蜜一人抱着一只
瓷瓶，喜滋滋地离开了。

回到家里，儿子看着瓶上的葫芦，兴
奋 地 又 叫 又 跳 ，我 心 里 对 自 己 说“ 买 对
了！”等他再长大些，我会告诉他蕴含在葫
芦里的文化，还要告诉他，要感谢一位叔
叔的忍痛割爱，才让我们如愿以偿。

舐犊博取葫芦瓶

□马小江

我有一把晚清时期的银质长命锁，左
右长 10 厘米，上下宽 6 厘米，厚度为 5 毫
米。听母亲说，这把长命锁是我过满月那
天外婆送的。锁的正面有“以介景福”四
个字，为阳文，背面有图案。听母亲说，外
婆的娘家是财主，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
医疗条件较差，小儿存活率低。孩子出生
后，大人怕孩子夭折，有条件的人家就给
孩子戴长命锁。如今，我已经 52 岁，一直
视它为珍宝。

长命锁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前身
是“长命缕”，也叫“长生缕”“续命缕”“延
年缕”“五色缕”“辟兵缯”“朱索”“百索”等
名称。关于佩戴长命缕的习俗，最早可追
溯到汉代。据《荆楚岁时记》《风俗通》《岁

时广记》以及《留青日札》等书的记载，在
汉代，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户户都
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到
了魏晋南北朝时，这股丝绳被移到了妇女
臂上，渐成为妇女和儿童的一种臂饰，不
仅用于端午，还用于夏至。在当时，由于
战争频繁，加之瘟疫、灾荒不断，广大人民
渴望平安，所以用五色彩丝编成绳索，缠
绕于妇女和儿童手臂，以祈求辟邪去灾，
祛病延年。到了宋代，这种风俗继续存
在，不仅流行在民间，还传入宫廷，除妇女
儿童之外，男子也可佩之。每到端午节
前，皇帝在长春殿亲自将续命缕赏赐给近
臣百宫，以便他们在节日佩戴。宋代称这

种五彩丝绳编结物为“珠儿结”“彩线结”，
可见其形制已较复杂,除丝绳、彩线外，还
穿有珍珠等物，在当时京都等地的街市上
还有不少店铺和市贩，专门以销售这种饰
物为生。到了明代，风俗变迁，成年男女
使用者日少，通常用于儿童，并成为一种
儿童颈饰，后来逐渐演变成长命锁。

长命锁表达的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
一般用金、银、铜、玉作材料，与包含一定
寓意的图案相结合。民间有金锁富贵，银
锁平安，玉锁灵性之说。长命锁由谁来送
也有讲究，通常亲生父母不宜给孩子送，
而 是 由 外 婆 或 者 孩 子 的 干 爸 干 妈 给 孩
子。银锁是长命锁的主流材质，一方面因
为它比黄金便宜，另一方面银具有安五
脏、安心神、止惊悸、除邪气等养生作用，
适合体质娇嫩的孩子佩戴，据说宝宝戴银
首饰还有利于排出体内胎毒。

长命银锁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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