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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珍珠地虎纹梅瓶

□王家年

冰雪激情燃方寸
——品赏我国发行的冬奥会题材邮票

□周洪林

诗意创造的美感
漫画《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赏析

□徐华铛

□周小丽

寒梅熏暖炉透香

战国王命传遽铜虎节

□刘卫平

赏邮票，话冬奥。举世瞩目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于 2月 4日（中国农历大
年初四）拉开大幕，全世界的目光将再度
聚焦中国，聚焦北京。在贺新春、迎冬奥
的双庆之际，笔者翻开藏册，品赏一枚枚
精彩的冬奥题材邮票，方寸之间展示着
中国举办冬奥会的火热激情和冰雪世界
的无限魅力。

我国第一套冬奥会题材邮票，是
1980年 2月 13日发行的《第十三届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一套4枚。这
是我国恢复奥委会合法权利后，首次出

征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
奥会的纪念邮票，其中第一枚图案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徽”，另
3枚图案分别为我国参加这届冬奥会的3
个比赛运动项目：“速滑”“花样滑冰”和

“滑雪”。该套邮票特别具有纪念意义和
收藏价值。

2015 年 7 月 31 日，北京成功获得
2022年第 24届冬奥会举办权，举国上下
一片沸腾。为纪念北京申办冬奥会成
功，中国邮政于当天晚上特别发行一枚
《北京申办 2022年冬奥会成功纪念》邮
票。邮票设计突出表现了北京申办 2022
年冬奥会的标志，同时辅以白雪覆盖的
长城为衬托，带给人们冬季白雪茫茫的
视觉感受。整体设计简洁清晰，较好地
诠释了在中国举办冬奥会的主题。邮票
印制上的珠光绚彩效果，与北京申办冬
奥会口号“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完
美融合。

2017年 12月 31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北京 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
徽》纪念邮票（图 1）一套 2枚。两枚邮票
画面设计以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
会会徽“飞跃”标志为核心元素，背景采
用简洁的冬雪白，既给人以画面纯净集
中的视觉感受，又突出冬季运动会的整
体特征。

2018年 11月 16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
邮票一套4枚，邮票以“越野滑雪、高山滑
雪、冬季两项、自由式滑雪”四个雪上运
动项目的经典动作的几何造型为主图，
点线面结合，表现出雪上运动项目的速
度感、力量感、造型美感和每个雪上项目
的运动特征和运动张力，邮票背景采用
流线型的波浪线和渐变的色带把雪山、
雪松和雪花等冬奥会的环境元素有机连
接，体现了雪上运动的节奏和韵律。

2019年 12月 7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北京 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
徽》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一套2枚。两枚
主图分别表现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
和冬残奥会会徽，附图为北京 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标志。该套邮票

在设计上，突破传统邮票四方形边框，首
次在个性化邮票中采用八边形设计，寓
意“欢迎八方来客、共贺冬奥盛会”的理
念。

2020年 1月 16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
吉祥物》纪念邮票（图 2）一套 2枚。图案
分别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吉祥物。

2020年 11月 7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上运动》纪念
邮票一套5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冰
球。该套邮票由张强设计，边饰设计为
张强、陈翊君，邮票采用电脑手绘的表现
方式，展现了运动员在冰上的飒爽英姿
和精彩瞬间。整体画面色彩鲜明饱满、
线条简洁流畅，运动员造型富有张力、充
满动感，体现了各项运动的灵动与技巧
之美、速度与力量之美。画面背景搭配
北京2022年冬奥会核心图形，5枚邮票衔
接紧密，视觉效果自然流畅，营造出喜迎
北京2022年冬奥盛会的热烈氛围。

2021年 6月 23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
邮票（图 3）一套 4枚，小型张 1枚。邮票
内容包括首钢大跳台、国家游泳中心、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小
型张为国家速滑馆。该套邮票采用平面
设计手法表现，画面构图饱满、色彩丰
富，4枚邮票采用连票设计形式，以富有
变化的曲线贯穿；小型张邮票则根据场
馆的结构特点，采用椭圆形票幅展现，并
在边饰中点缀雪花图形。同时，该套邮
票上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体育图
标，使票面更具节奏感和韵律感。

节，又称符节，是古代用于
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信物，是
我国古代朝廷派发给使者所持
的凭证。其材质有金、铜、玉、
角、竹、木等，用时双方各执一
半，相合以验真假。

符节的形状有很多，且多
以动物形象铸成，如龙、虎、马
形，也有作牛形、鸾形、燕形和
凫形的。符节的形状并不是随
便选择的，而是受地理位置限
制，地区不同，形状亦不同。据
《周礼·地官·掌节》记载：“凡邦
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
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郑
玄注：“使节，使卿大夫聘于天
子诸侯，行道所执之信也，土，
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泽
多龙，以金为节铸象焉。”孙诒
让正义引江永曰：“此即小行人
之虎、人、龙节，列国之使，各用
其虎、人、龙节，以为行道之
信。观其用虎节，知其自山国
而来，人、龙亦然。”

史书记载最早的符节多以
竹木为之，后来改用贵重金属
玉石铸造，细分有金、玉、铜
等。依据现有资料，传世和出
土的符节以青铜铸造的符节为
多。铜符始于战国时期，体积
不大，形状多为不规则的各种
动物形，一般做成什么样的动
物，就以该种动物名为铜符之
名。图中这枚铜虎节便是出自
战国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
物馆。节长 12.4 厘米，高 7 厘
米，厚 0.5 厘米。青
铜质薄片，两面无榫
卯。卧虎状，虎目圆
睁，虎首、身、尾刻有
纹路。虎腹一侧有

“王命，传遽”四字铭
文。“遽”在文献中指
的是传车。《左传·僖
公三十三年》：“且使
遽告于郑。”杜注：

“遽，传车。”而“传
遽”除了指传车外，
还有传舍、遽庐的含

义，即邮传止宿之所。故铭文
“王命，传遽”意为以王命命各
驿站掌管传遽者，凡有人持此
节过站，可借与车马及食宿。
此虎节出土于安徽寿县，寿县
曾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首都，由
此可知，它与战国时期楚国的
邮驿事务有着密切的关系。

邮传符节在战国时期的符
节制度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
位。邮传符节是通过邮驿传达
命令的凭信。主要分两类：一
是普通邮传；二是专使邮传。
普通邮传是驿使和官员使用驿
站车马和住宿的凭证。如汉代
的“木传”，用木制而中剖为二，
上面有御史大夫印信，并写明
该办事务的缓急和使用车马的
等级，一半发给使用者，一半存
御史府以备勘验；使用者的一
半有各邮传登记。专使邮传除
执有普通邮传的凭证之外，还
另有特殊明显的标志，以示重
要和紧急。邮传体制中的使
者、传递者、官吏等通行关隘、
住宿、更换车马、就食时必须有
传、符节等作为信物的凭证才
有资格。

由铜虎节所具特征来看，
它是君主派出的使节所持的凭
信无疑，代表着君主的意旨，当
属专使邮传。由此可见，此虎
节对于先秦时期邮传系统的研
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研
究先秦邮传制度提供了第一手
宝贵资料，其意义非同凡响。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
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
春。”寒冬冰雪铺天盖地的时候，梅花
昂首怒放，清香袅袅，冰清玉洁，点燃
了一份春天的希望。因为欣赏梅花的
风骨，古人不仅吟诵了大量赞美梅花
的诗词，还将其融入日常器具中，供人
陈设、把玩，熏香炉便是一种常见的载
体。

图一是一件景泰蓝喜鹊登梅香薰
炉。此炉铜胎铸就，景泰蓝工艺一流，
掐丝细腻，富丽堂皇。燃香其内，青烟
缭绕，雅致非凡。炉身遍布万花不落
地西番莲，纹饰舒朗分明，繁而不乱。
香炉正面绘有喜鹊登梅，但见梅花凌
雪吐蕊，两只喜鹊站立在梅枝上，一只
展翅欲飞，一只鸣唱不已。炉口沿宽
而外侈，收颈，鼓腹，下承三梅枝足。
上置镂雕梅花器盖，双环耳为梅枝环
形耳，双耳莹润，栩栩如生。此器造型
别致生动，皮壳包浆浑厚，自然美观，
极具收藏赏玩价值。

图二是一件黄铜松竹梅纹香薰
炉。此炉黄铜铸就，盖面微隆，通体鎏
金，宝光润泽。器平口，短颈，丰肩鼓

腹，下渐收，底承三乳足，敦实沉稳，底
部篆“琴书侣”款识。薰炉腹部浮雕松
竹梅纹饰，柔亮富丽的金水与古拙的
铜质相互辉映，富有历史韵味。松、
竹、梅素称“岁寒三友”，因这三种植物
在寒冬时节仍可保持顽强的生命力而
得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
象征，后亦有长寿之意。松竹梅合成
的岁寒三友纹饰是中国古代器物、衣
物和建筑上常用的装饰题材，也逐渐
演变成雅俗共赏的吉祥图案，并流传
至今。

古人很早就已懂得，香薰能够美
容、祛痛、消除疲劳、排解抑郁。香薰
与莳花、抚琴、品茗一起，被文人雅士
奉为生活美学，也是中国古代日常生
活中一种纯粹的生活艺术。薰香炉的
由来年代久远，自汉代博山炉起，之后
玉质香炉、翡翠香炉、铜制香炉，不一
而足。这种梅花纹饰的铜制香薰炉，
梅花的高雅与薰香炉的风雅便这样陈
设在文人雅士的书案上，怡性逸情、意
境幽远，既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也是
融雕刻、装饰等为一体的艺术品。

藏友相聚，鉴赏宝
物。藏友收藏了 10多
件梅瓶，笔者全部鉴赏
过了，其中有一件，北
宋珍珠地划花白釉虎
纹梅瓶，较富内涵，为
标准珍珠地划花白釉
梅瓶，极为少见。这件
北宋时期白釉珍珠地
划花虎纹梅瓶短束颈，
圆肩，瓶体瘦长，上腹
部略丰，卧足，足径部
装饰仰莲瓣纹，老虎纹
威风凛凛与草纹二者
相互掩映，相得益彰，
别有意趣，颇有收藏和
研究价值。

梅瓶是传统名瓷，
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
得名。因瓶体修长，宋
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
型挺秀、俏丽，最早出现于唐
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
现了许多新品种，明朝以后被
称为梅瓶。

珍珠地为古陶瓷纹饰之
一，又称珍珠地划花。河南密
县西关窑于晚唐首创，系仿唐
代金银器錾花工艺鱼子纹饰制
作而成，北宋瓷器上这种纹饰
较为流行。河北磁州窑，河南
密县窑、登封窑、鲁山窑、宝丰
窑、修武窑、新安窑，山西介休
窑、交城窑等，都发现有烧制珍
珠地划花器物的瓷窑。珍珠地
是北方瓷窑普遍使用的装饰方
法，划花工艺增强了图案的装
饰意味，成为宋代北方民窑中
的特殊产品，划花分三类：植物
花卉类、人物及动物类、吉祥文
字类图案。

珍珠地纹饰的呈色、珍珠
的大小排列方法，各窑稍有区
别。制作工艺过程大体为：首
先在器物胚体上施白色化妆
土，再于其上划出主题纹饰，在
纹饰内外的空间用小圆孔工具
戳印出如珍珠状细小的圆圈，
最后在器物上施透明釉入窑烧

成。各窑烧制的珍珠地划花颜
色各不相同，有桔黄色、土黄
色、黑色等，以桔黄色为最美。

古人为什么要用“虎”的形
象来作纹饰呢？可以从北方草
原地区的古岩画里有很多虎的
图像找到答案。中国古代虎的
图像产生很早，到了殷商时期，
又有许多虎的图像出现在青铜
器、玉器等装饰纹样上。不但
汉人崇虎，我国少数民族也一
样崇拜虎图腾，在《后汉书·西
羌传》中就有关于虎与披发羌
人的故事。在殷商甲骨文和一
些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中提到，
早期殷人的起居方式就是蹲
踞，由于姿势不雅，到了殷商晚
期，中原区域的习俗才改成席
地跪坐，而我国商代同期南方
一些民族的坐姿仍是采用蹲
踞，《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
夷传》注引《魏书》曰：“乌丸者
……父子男女，相对蹲踞。”这
种坐姿在当时应该是一种礼节
的对坐形式，是古代先民对虎
图腾的崇拜意识载体，虎并非
食人，实则佑人，寓意着人们对
神灵的崇拜和被保护的渴望。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
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这种新颖的地域文化被命名为“上山文
化”（属新石器时代，距今1.1万年至8500
年）。上山遗址位于钱塘江支流浦阳江
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境内，已被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已出土的文
物中，有约 80件陶器，大多数器型为大
口盆。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石球、石磨盘
等。经发掘证实，一万年前当地人就会
种水稻，会用石磨棒和石磨盘磨稻谷脱
壳。它将著名的河姆渡文化等史前文明
上溯了3000年。

2000年 11月，考古学家在上山遗址
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万年前的
栽培水稻、迄今东亚最早的定居村落遗
迹和大量彩陶遗存，充分证明这里就是
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
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所以说，上山文
化是目前浙江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年代最
早的考古学文化，已明确为世界稻作之
源、世界彩陶之源、中国村落之始。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划时代的标志，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
成果之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物
质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所以我国有陶
瓷之国的美誉。据考证，我国陶器的烧
制已有近万年的历史，陶器是随着史前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而出现的，在那遥
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不知道经过了多
少艰难困苦，才从茹毛饮血的生活中解

放出来。尤其是发现了“火”以后，迫切
需要一种能耐火烧的盛器。

至于新石器时代陶器是怎样发明
的？它可能是由于涂有粘土的篮子经过
火烧，形成不易透水的容器，这种容器耐
火，且能用以烧煮食物，不久之后，塑造
成型并经烧制的陶器也就开始出现了。
人类创造的新物质——陶器从此诞生
了。

这件陶壶，口径 6厘米，底径 6.5厘
米，高17.5厘米，出土于“上山文化”义乌
桥头遗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件彩陶
壶中发现了酿酒的证据，壶内的残余物
中有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经检测
研究，发现残留物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
征相符，而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
理。因此，9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已经
掌握酿酒技术，而这只陶壶就可能是中
国最早的酒器。

为什么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崔
颢等一系列诗人钟情剡溪？这要归结于
这片灵异土地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积淀。
剡溪为古代剡县（今嵊州新昌）境内主要
河流，这里有会稽、四明、天台三座名山
逶迤其间，居中一条剡溪，便是由三座名
山流出的涓涓清流汇聚而成。剡溪夹岸
青山，溪水逶迤，历史上早有“剡溪九曲”
胜景。古人探幽猎奇、寻仙访道多爱从
风光秀丽的九曲剡溪开始，沿途有王子
猷雪夜访戴停棹的艇湖遗址、吴越王驻
舟赋诗的嶀浦、东晋书圣王羲之归隐之
地、南北朝诗人谢灵运高隐的始宁山居
……到了盛唐，剡溪更引来一批批满腹
经纶的诗坛名流，咏出 1000余首脍炙人
口的诗篇。他们的光顾使剡溪流光溢
彩，增添诗韵墨香。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出自李
白的一首古体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1000多年前，李白写了这样的诗句来赞
美剡溪。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
漫画家协会副主席宓风光用漫画长卷的
形式，再现了唐代诗人们乘着江南木船
畅游剡溪的情景。这幅漫画以非常态的
时空交错，将九位唐代诗人聚集在一条
江南超长的木船上，迎着前方即将下沉
的太阳，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面对剡

溪两岸优雅毓秀的景色，诗人们陶醉了，
他们有的躬腰欣赏着溪水，有的举杯吟
哦刚写就的诗篇，有的手拿折扇沉醉在
这漪丽的景色中，有的露出胸脯手舞足
蹈地忘情高歌。站在船头的是身着洁白
长衫的诗仙李白，他左臂甩在身后，右手
捋着胡须，微微昂头远眺，正吟哦着“湖
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的诗篇。诗人中
还出现了一位女子，娴静地坐在船舱里，
左手举起酒杯，微侧着头，寻觅着理想的
诗句。耐人寻味的是船尾的祖孙俩人，
祖父是船老大，看惯了剡溪的秋月春风，
安闲地摇着船橹，吸着旱烟；小孙儿帮着
爷爷煮茶水，趴着身躯，往风炉中吹火，
露出了后面的屁股，给画面增添了情趣。

这幅漫画构思新颖，想象丰富，运笔
老辣，色韵入墨，丰厚而空灵。人物造型
讲究线条的韵律，刻画人物的各种形态，
丝丝入扣，神态各异，造型夸张，形象浪
漫。面对画面中形态各异的唐代诗人，
让我们在历史与现实、真实与幻觉之间，
感受一种诗意创造的美感。

这幅漫画作品参加了第二届国际肖
像漫画展。在这次漫画展上，共收到来
自36个国家3400多幅作品，经过严格评
审，32件作品获得奖项，《湖月照我影，送
我至剡溪》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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