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件明代成化年制款东方
朔偷桃纹青花盘，瓷盘釉色光亮，青
花发色淡雅，器型规正，明朝后期特
证明显。这类青花东方朔偷桃纹瓷
盘，为当时的外销瓷，是比较有潜力
的投资收藏品种，成化年制款，为清
代寄托款，并非真的是明代成化年
间的产物。

这瓷盘上画的是“东方朔偷桃”
的典故。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
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今德州陵县）
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汉武
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
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
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辞敏捷，
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他
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
当时的皇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
不以重用。

东方朔偷桃的典故源于传说：汉
武帝寿辰之日，宫殿前一只黑鸟从天
而降，武帝不知其名。东方朔回答
说：“此为西王母的坐骑‘青鸾’，王母
即将前来为帝祝寿。”果然，顷刻间，
西王母携七枚仙桃飘然而至。西王
母除自留两枚仙桃外，余五枚献与武
帝。帝食后欲留核种植。西王母言：

“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原地薄，种之
不生。”又指东方朔道：“他曾三次偷
食我的仙桃。”据此，始有东方朔偷桃
之说。传说东方朔长命
18000 岁以上，被奉为寿
星。后世帝王寿辰，常用
东方朔偷桃图庆典。“寿
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元素，被绘画和文房用品
等用作题材。

东方朔在《史记》《汉
书》均有传。《汉书》称其为

“涌稽之雄”，“童儿牧竖，
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
因而取奇言怪语，附著之
朔”。参见“岁星”。又《古
小说钩沉》辑《汉武故事》：

“东郡送一短人……召东
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

‘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
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
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
之矣’。柳守元《摘樱桃赠元居士》
诗：“蓬莱羽客如相访，不是偷桃一
小儿”。以东方朔偷桃为图，表达了
人们祈盼健康长寿的良好愿望。也
有以此图献寿的，其意不言自明。

东方朔是一个协助汉武帝巩固
政权，打败匈奴、扩展疆土的智慧文
人，他饱读史书，精通兵法，由于过
于狂妄自大，一直没得到武帝的重
用。既不重用，也不流放，就这样。
后来汉武帝野心膨胀，到处征战，东
方朔规劝不了，使得民不聊生，他知
道这也有他的责任，因此悄然离开
他过去一直向往的宫殿，归隐田间。

东方朔写有《答客难》、《非有先
生论》抒发不满。其中赋体散文《答
客难》是其代表作，开了赋体文学的
新领域。扬雄的《解嘲》和班固有
《答客戏》，都是由《答客难》的形式
发展来的。东方朔亦著有《神异
经》。在后来的各种记载中，东方朔
的事迹常被神化，将其描绘成暂居
人间的神仙之类的人物。李白也有
诗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
是谪仙。”东方朔同时因其滑稽多
智，被尊为相声业的祖师爷。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
当家。”范成大的这首诗描绘了一幅
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夏日农忙图。说
起绩麻，就不得不提到麻鼓。麻鼓，
又叫麻线鼓、绩麻砣，是捻麻绳用的
工具。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到夏
日，母亲就会将经过浸泡的苎麻剥
下麻皮，用麻刀刮掉硬质木皮（刮
青），获得生麻。生麻再泡在水里脱
胶变软，晒干后，将麻皮一丝丝分
细，这就是绩麻。在将麻皮分细的
时候，需要用麻鼓将麻皮压住，所以
麻鼓的重量，要刚好可以方便地抽
出麻丝。

笔者的藏友热衷于民俗用品收
藏，在他一屋子的藏品中，我看到了
熟悉又陌生的麻鼓，一股亲切的感
觉油然而生。这是一个清代晚期的
石雕麻鼓，底部直径约 5厘米，小巧
可爱，一掌可握。圆形的鼓面，正中
凿出方形的凹坑，契合了古人“天圆

地方”的阴阳学说。同时，小小的凹
坑里放入草木灰或者滑石粉，搓麻
绳的时候用手指蘸灰，可以防滑。
该麻鼓采用麻石雕琢而成，鼓身遍
布着浮雕的芍药花和铜钱印，象征
着富贵花开。麻鼓的正面还雕刻了
两位翩翩起舞的少女和一只绽开籽
实的石榴，寄寓着多子多福。整个
器形古朴雅致，寓意美好。

我国很早就有绩麻的记载，
《诗·陈风·东门之粉》：“不绩其麻，
市也婆娑。”《国语·鲁下》：“公父文
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使用麻
鼓的历史可能还要早。麻鼓一般用
木、石、陶、瓷制作，有扇形、鼓形、方
形等多种。其器身多融入民情风俗
和吉祥纹饰图案，如花草、龙凤、蹲
狮、麋鹿、猿猴等。

随着时光流逝，农家捻麻绳的
人少了，麻鼓自然也成了闲置品。
在过去，它们大多成了不起眼的杂

物，被人家扔在角落或置放
在窗沿上几十年，被岁月遗
忘，蒙上一层灰土。如今，
麻鼓历经时光的打磨和洗
礼，逾显古韵雅致。除了捻
麻线的用途，观赏价值也很
高，尺香插底座、烛台座、茶
道壶承、茶宠、茶杯底座、文
房镇纸、禅底座……搭配起
来都极为古朴完美。过去
农家的常用物品就这样摇
身一变，成了当代人追忆乡
愁的收藏品。

这件清代紫檀木五屏风围子
罗汉床，是一件难得的紫檀木大
件。此床的围档用五面雕嵌精美
的大理石屏风组成，配以精美复杂
的雕花，特别是牙板圆雕的拐子龙
纹，气韵生动，格外华丽贵重。罗
汉床，是可以卧躺坐靠而随意性较
大的方便型床。换言之，是一种休
息床而不是正式的眠床。罗汉床，
一般体形较大，又有无束腰和有束
腰两种类型。有束腰且牙条中部
较宽，曲线弧度较大的，俗称“罗汉
肚皮”，故称“罗汉床”。

中国古代家具中卧具形式有
四种，即榻、罗汉床、架子床、拔步
床。后两种只作为卧具，供睡眠之
用；而前两种除睡眠外，还兼有坐
的功能。古代中国人睡觉有大睡
和小睡两种，大睡就是晚上正式的
睡眠，小睡指午休等小憩，榻和罗
汉床用于小睡，可以用来招待客
人，而架子床和拔步床用于大睡，

不能用来待客。
民国以前，甚至民国初年，国

人待客的最高级别一直在床上或
炕上。通览历朝历代的绘画作品，
频频可以见到古人以榻或罗汉床
为中心待客的场面。明代以后，特
别是在清代，这种礼仪已成定式。
因此，罗汉床由朴素向华丽发展，
逐步强调自身的装饰。

明清时期罗汉床的制作有许
多区别，首先用
大理石做围子
是明代家具中
不曾见的，其次
是围子装石形
式也不同。清
代工匠往往先
用芯板夹住大
理石，再装入框
架中，而明式做
工往往直接将
石装入框架，有

时由于石板不平，框架打槽也随形
弯曲，凡此类施工手法，年代一般
较早。罗汉床腿弯曲度大，俗称

“香蔗腿”。从床腿亦可区分出明
代还是清代，清式鼓腿膨牙与明式
的大挖缺做工，区别完全在于对罗
汉床腿的理解，明式罗汉床挖缺腿
足，给人有力度但十分含蓄；清式
罗汉床的类似腿足，在力度上更活
泼，显得夸张了一些。

华丽贵重的罗汉床
□朱积良

清代紫檀木罗汉床

“琉璃钟，琥
珀浓，小槽酒滴
真珠红。烹龙炮
凤玉脂泣，罗帏
绣幕围香风。”这
是唐代诗人李贺
的《将进酒》，描
写了当时的社会
上层聚众饮酒的
华美场面，寥寥
几句，色香味俱
佳，令人神往。
这里的“琉璃钟”
便是指琉璃材质
的酒盅。

这只藏品为清代聚宝盆，便是琉璃材质。这
只聚宝盆看上去像一只三足鼎中，装满金银元宝、
珊瑚铜钱、金锭如意。在顶端，有一个大大的金元
宝，浮刻有“五路进财”四字，在元宝上，站着五位
手拿兵器元宝的将军，看来，他们便是五路神了。
根据《封神演义》的记载，五路财神为元帅赵公明、
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和
利市仙官姚少司。在聚宝盆的盆身上，有三面葵
花纹开窗，其内分别浮刻“聚”“宝”“盆”三字，看
来，正是聚宝盆无疑。事实上，这只聚宝盆能够分
成三部分，三足鼎为一部分，鼎口堆垒的财宝为一
部分，站立五路神的大元宝为一部分。它由于使
用了黄色琉璃，看起来珠光宝气、金黄耀眼，好像
真是黄金制作而成。

其实，使用琉璃制作聚宝盆是有出处的。春
秋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之后，为了避
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就辞官归隐，并化
名鸱夷子皮经商致富，被时人称作“陶朱公”。相
传，范蠡的商业成功便得益于一只琉璃聚宝盆。
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但后世的人们宁愿相信这
种聚宝盆真的存在，于是便制作了这种琉璃聚宝
盆。不过，这样的聚宝盆，放在家里满室生辉，赏
心悦目，又表达喜庆，寓意吉祥，当真是一件不错
的艺术品呢！更何况，它本身已经成为历史！

东方朔偷桃纹青花盘

□王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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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冠兰

聚宝盆上琉璃光

□谢丽成

龙舟古玩庆端午

学懂 弄通 用足
□赵畅

绿了芭蕉醉了心
□李喜庆

赛龙舟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
俗活动。相传屈原投江后，楚人划
着龙舟驱赶江中之鱼，以免鱼群吃
掉屈原的尸体，久而久之，就演变
成端午赛龙舟的传统。龙舟形如
神龙，在水面上行走时，显得飘逸
俊秀，从而受到我国人民的喜欢，
以至于时至今日，遗留下众多龙舟
造型的古玩藏品。今天，就以几件
藏品为例，聊一聊龙舟文化。

龙舟瓷摆件。成书于战国时
期的《穆天子传》便有“天子乘鸟
舟、龙舟浮于大沼”的记载，如果所
言不虚，也就是说，大约在西周时
期，我国便已经出现龙舟。可见龙
舟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图

一是一件龙舟瓷摆件，制作于清
代，属于白瓷。它整体呈龙的造
型，龙首庄重威严，龙身两边有栅
栏，中间有四层小楼，最底层是船
舱，船舱上有一处亭台，可以凭栏
眺望，亭台上方还有两层，看起来
就像是两只粽子。这样的情形，令
笔者想起穆天子所乘龙舟，大概也
有这般雄伟壮观，富丽堂皇。

百子赛龙舟粉彩盘。位于广
西宁明的花山岩画上，就有赛龙舟
的内容。这些岩画虽然简单抽象，
但准确传达出远古先民极具想象
力的审美情趣。图二是一只粉彩
盘，制作于清代，便是以百子赛龙
舟为题材。这只盘子敞口，浅腹，
圈足。盘子中间的图案描绘一群
孩童赛龙舟的情形，只见两只小船
行驶在河面上，一只呈现龙的造
型，另一只呈现凤的造型，几个孩
童在撑船，有孩童在击鼓助威，另
有孩童站在船头手拿彩旗指挥。
岸上有一群孩童在围观，为首的孩
童手提炮仗，准备给得胜的一队庆
祝。百子闹春，龙凤呈祥，这只粉
彩盘背后的吉祥寓意不言自明。

童子划龙舟铜笔架。隋炀帝
可谓是龙舟的忠实粉丝，他曾多次
乘坐龙舟出行巡游，如《隋书·炀帝
纪》便记载：“上御龙舟，幸江都。”
图三是一只铜笔架，同样制作于清
代，也是以孩童划龙舟为题材。这
只铜笔架呈龙舟造型，有 6个孩童
坐在龙舟上面，他们憨态可掬，福
态十足，嘻嘻哈哈，相互打闹。笔
架制作精良，造型传神，难得一见。

龙舟和田玉摆件。不仅民间
赛龙舟，宫廷自古也有赛龙舟的传
统，如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金明
池夺标图》，描绘的便是皇家园林
金明池内赛龙舟的情形。图四是
一件清代中期的和田玉龙舟摆件，
龙舟两端分别雕刻成龙首和凤首，
龙首昂扬问天，凤首下垂向地，一
龙一凤，一阳一阴，看起来极为和
谐。在龙舟上，放置两只圆鼎香
炉。由于有些年头，凤首部分出现
明显的沁色，使得这件龙舟摆件散
发着久远历史的气息，令笔者想起
中华民族古老而神秘的龙凤图腾。

“三山缥缈蔼蓬瀛，一望青天
十里平。千骑临流搴翠幄，万人拥
道出重城。今差螮蝀横波阔，飞跃
鲸鲵斗楫轻。且醉尊前金潋滟，笙
歌归去月华明。”这是宋人程师孟
撰写的《端午出游》诗，可以一窥当
年端午赛龙舟的盛况。不过，今日
的情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端
午节这天，全国各地都举办有赛龙
舟活动，锣鼓喧天，呐喊震地，好不
热闹。这是民族文化的延续，更是
民族精神的传承，既承接着过往，
又开启着未来。

清代画家任颐《蕉樱双雀图》，是一幅花鸟画，
初夏时节，怪石上弯曲遒劲的樱桃树红光点点，就
像挂在树上迷人的小彩灯，一丛芭蕉于石后倚势
而出，蓬勃向上，充满生机。一只小鸟立在樱桃树
上，另一只小鸟在空中自由飞翔。南宋词人蒋捷
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夏景，跃然纸上。

任颐，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
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浙江山阴（今绍兴）
人，自幼随父卖画，后从任熊、任薰学画。在“四
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
者，“海派四杰”之一。他的花鸟仿宋人双钩法，赋
色浓厚，白描传神，颇近陈洪绶。这幅画芭蕉叶以
浓墨中锋勾勒轮廓，线条圆润流畅，富有表现力。
叶面以饱含水份的花青、石绿、明黄等色晕染，色
与水自然交融，显现出丰富的深浅色调的变化，将
叶片鲜活的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画中的怪石和
樱桃树的枝干则以淋漓的水墨挥写，墨色浓淡相
衬，自然渗透，能看出在阔笔墨迹中的按、提、顿、
挫、疾、缓，大都悬腕抒写，气韵流畅，笔笔生动，挥
洒自如。画中的小鸟没有繁琐的细节刻画，仅以
寥寥数笔便点染出它们在静止状态下专注的神态
和自由飞翔的动态，由此可见作者敏锐的观察力、
坚实的素描基础和娴熟的笔墨造型能力。

芭蕉颜色青翠，有着潇洒之姿、出尘之韵，是
古代文人墨客们很喜欢的一种植物，与竹、荷花并
称“传统文化的三大雅”。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曾
于故里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并谓其居“绿
天庵”。《红楼梦》中多处可见芭蕉的身影，除了芭
蕉景点、景物之外，还有很多与芭蕉有关的典故，
如“书成蕉叶文犹绿”“绿蜡”“蕉叶覆鹿”等。海棠
社”的发起人探春，更是为自己取别号“蕉下客”，
理由是园中“芭蕉梧桐尽有”，自己“最喜芭蕉”。
南方有丝竹乐《雨打芭蕉》，表凄凉之音。而在诗
人的眼里，芭蕉常常与孤独忧愁，特别是离情别绪
相联系。“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白居易的《夜
雨》写出了诗人被贬以后夜深难寐，听到雨打芭蕉
的声音，更觉零落漂泊之苦。“芭蕉叶叶为多情，一
叶才舒一叶生。”郑板桥的《咏芭蕉》则赋予芭蕉情
感，将芭蕉写得缱绻多情。

鉴藏，既是一种知识，也是一
项技能。涉藏者要想掌握要领，少
走弯路，并尽快找到登堂入室的钥
匙，则须在“学懂、弄通、用足”上下
功夫。

“学懂”,就是对涉及鉴藏的某
一类藏品要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既要了解其出现背景、发展沿革、
核心技术，也要掌握同类藏品相互
间的逻辑关联、个性差异、变化走
向。事实上，只有对某一类藏品做
到了了然于胸、知根知底，知其然
并知其所以然，鉴藏时才能做到左
右逢源、触类旁通、有的放矢、胜券
在握。比如，你要鉴藏古代越窑青
瓷，那么，至少下面这些鉴藏的业
务知识你是必须熟知和掌握的：为
什么说越窑青瓷是中国瓷器起源
最早、规模最大、烧制最长、影响最
深远的著名青瓷窑群体系？它为
何发轫于商周之间的原始青瓷？
成熟瓷器的标准是什么？为何说
上虞曹娥江中游的上浦、联江和杨
浦等地窑址的设立，开创了中国瓷
业的新纪元？迨至三国两晋，越窑
何以崛起？其造型、装饰、釉色有
何特点？尤其到了六朝，为何还派
生出了德清窑、婺州窑和瓯窑，从
而构成了规模宏大的专烧单色釉
青瓷窑群体系？大唐盛世，是什么
促使越窑走向鼎盛时代？为什么
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开始了秘色
瓷的生产，并获得了“九秋风露越
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赞誉？
北宋中期以后，越窑又因何而逐步
衰落？越窑与龙泉窑、耀州窑、定

窑和汝窑等窑场的兴起，是什么关
系？毫无疑问，如果对上述问题一
问三不知，抑或稀里糊涂、不明就
里，则鉴藏时必然败下阵来。

如果说，“学懂”侧重于对藏
品鉴藏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的话，
那么，“弄通”则更多是对于鉴藏
技能、鉴别技巧方面的娴熟掌握
和运用。说到底，知识是死的，有
时用死记硬背的一些理论框架、
知识条文去鉴藏，难免会上当受
骗。而今收藏市场上的不少假冒
伪劣藏品，就是利用了一些鉴藏
者笃信出版物上展示的藏品通常
都是真的，因而便依样画葫芦进
行仿冒伪造。须知道，历朝历代
都有造假，现在仿制造假技术更
高，于是难免有鉴藏者屡屡吃药
上当。要走出这样的误区，关键
是要在“弄通”上下功夫。对鉴藏
者来说，不仅要掌握必要的鉴藏
知识，更要具备鉴藏的实战能力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知
识与技能的转化上实现骐骥一
跃。提升实战能力，则须向专家
学习，向实践学习，有时恐怕还要
向仿制（造假）者学习，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否则，你连仿制（造
假）的特点、原理都不甚了了，又
怎么可能甄别真假？就比如，有
的青铜器尽管铜质都是老的，但
都被鉴定为仿品。为什么？因为
这是用电解方法做出的仿品。再
比如，如今到处充塞“错版货币”，
其实弄通了，才知这是一个伪命
题。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曾经表

示，所谓“错版货币”是不存在
的。因为印钞厂印制钞票时使用
的印版、制造硬币使用的钢模等，
是一个整体，在印制过程中，不可
能出现局部倒置或颠倒的问题。
由此观之，积累理论知识以外的
鉴藏技能，尤其从实践出发找鉴
藏的特点、方法、规律，进而在“弄
通”的基础上做到融会贯通、一通
百通，是多么的重要。

“用足”，是指鉴藏者要最大限
度地将属于自己的藏品的作用发
挥到极致。曾听一位著名鉴藏者
说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语：

“鉴藏一件文物就如收养了一个视
同己出的孩子，自己有责任和义务
把它养育好。”此话说得真好！每
一件文物藏品，都是上天赐予人间
的宝物，许多文物都经历了时空的
更替转换，以至而经历过战火战乱
的浩劫，能够留存至今，确乎弥足
珍贵，我们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去善待每一件文物。尤其对于鉴
藏者来说，凡是被自己鉴藏到的文
物，不仅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缘
分，因此，须珍藏之，“用足”之，如
此，才是体现了对文物高度负责的
鉴藏精神。

在积累提升鉴藏能力和水平
方面，尽管无定格可依，但总归还
是有规律可循，有相对直一点的路
可走。其中，“学懂、弄通、用足”就
是其中的一条，它的最大特点就是
坚持了“循序渐进、巩固提高，稳扎
稳打、步步为营，虚实结合、相得益
彰，眼高手高、转型升级”的原则。

赏清末芍花榴实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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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东方朔偷桃纹青花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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