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在翻阅台湾黄正雄先生
的《紫砂名品———黄正雄珍藏古今
名壶特展》一书时，看到当中收录
有一把杨彭年制款紫砂温酒壶（图
1）。 书中称：“此器为暖壶形制，母
壶蓄热水，子壶注酒，宜兴紫砂蓄
温力持久，冷热急变性佳，是良好

的暖壶材质，名手所作尤为茶朋酒
友宝爱。 ”而此紫砂温酒壶上刻着
篆字———杜陵壶。

事实上，杜陵壶是一把汉代的
铜壶， 高 18.2 厘米、 腹宽 17.3 厘
米、口径 6.6厘米。 腹扁平圆形，长
方形足， 肩部各饰铺首衔环耳；腹

部为界栏式宽带格纹， 内饰羽状
纹；肩左右两侧有铭文：“杜陵东园
铜壶容二斗，重四斤八两，永始三
年并工长造，护昌守啬夫宗掾通主
守左博丞守令并省。 ”杜陵是西汉
后期宣帝刘询的陵墓，永始是西汉
时期皇帝汉成帝刘骜的第五个年
号。据记载，此壶是永始三年（公元
前 14 年） 为纪念前朝皇帝而制作
的礼器，后于清代出土，几经流转
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西汉铸刻在金属鼎器上的金
文，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实例很
少。杜陵壶上的铭刻文字显然与两

周字体不同，尽管理论上仍可称为
金文， 但因其字体与两周金文有
异，故称为秦汉金文。 此铜壶铭文
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第九卷
有著录（图 2）。《积古斋钟鼎彝器
款识》是青铜器铭文集录和研究专
著，共十卷，由清代阮元主持编撰，
朱为弼为之编审释文，清嘉庆九年
（1804 年）成书。

比较有意思的是，
黄正雄先生收藏的这把
杨彭年制紫砂温酒壶落
款刻“道光二十二年彭
年造， 为兰浦雅鉴”（图
3）。 据笔者了解，这个兰
浦叫陈沣 （1810 年至
1882 年），字兰甫，一字
兰浦。 因其读书处曰东
塾，学者称其东塾先生。
他曾在清道光十二年中
举人， 此后七应会试不
中。 道光十四年，他被总
督卢坤选为学海堂首届
专课肄业生； 道光二十
年，补为学海堂学长，此
后在学海堂、 菊坡精舍
执教 40余年。 而学海堂

书院是清代道光时期的著名书院，
就是由《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
编撰者阮元于道光五年（1825 年）
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书院。 我
们可以想像一下，这位在学海堂教
书的兰浦先生看到书院创办者阮
元辑录的这段青铜铭文，又看到自
己手中的紫砂壶摹刻如此之精美，
该是怎样的激动与感慨。

紫砂壶不缺金石味
●王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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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惜别情 照进尺幅中
●陈 晨

知足水存 贪心水尽
●董 宁

在我多年的收藏生涯中，最
爱这件公道杯。 这是我与朋友交
换得来的，高 21 厘米，中间有一
龙头，施釉肥厚、胎质坚硬、圈足
宽阔，我常常拿出来与朋友共赏。

说起这公道杯， 我很早就喜
欢上了，一直想收藏一只，但始终
未能如愿。事有凑巧，一位藏友收
藏有公道杯， 于是我就悄悄动起
了小心思。最后，我拿出多年收藏
的孔明碗与朋友交换， 藏友满口
答应，我更是满心欢喜。

公道杯又叫漏水杯、平心杯，
分杯体和杯座两部分。 杯心直立
一龙首或一老头，底部有一漏孔。
注水时，浅则滴水不漏，满则水
流殆尽，故称公道杯。它是运用
虹吸排水原理制造而成， 集工艺
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审美性于一
器。

相传朱元璋就经常用公道杯

宴请文武大臣。一次宴会上，朱元
璋有意奖赏几位心腹大臣， 想让
他们多喝一点， 便特意将御酒添

得满满的， 而对那些喜欢直言不
讳进谏忠言的大臣，则倒得很浅。
结果， 几位被皇上有意照顾的大
臣，因为酒倒多了，最后一点都没
喝上， 御酒全从杯底部漏光了，
而其他大臣则如愿喝上了皇帝
恩赐的御酒。 公道杯的原理也说
明了，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
做事必须讲公道， 为人不可贪得
无厌。

为发展陶瓷传统工艺， 景德
镇陶瓷工艺师对公道杯进行了大
胆改进， 原来的杯子龙头角度朝
下，装饰单一，且盛水不足杯子容
量的 70%时， 所盛之水便全部漏
光。经反复试验改进，公道杯龙角
朝上，用青花、粉彩装饰得五彩缤
纷，美观之至，且盛水容量也由原
来的 70%上升为 90%。 在陶瓷工
艺师的妙手之下， 公道杯驰名中
外，很多人为其倾倒。

一个老物件值不值得收藏？ 关
键看是否具备藏点。 因为藏点是构
成藏品数量的基础， 又是决定藏品
质量的前提。 就拿下图中的镜子来
说， 它是一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实
用器，可以归为民俗系列。 但笔者将
其纳入老电话范畴， 原因就在于它
背后的衬纸记录并反映了中国现代
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和一段重要历
史， 并且这个历史人物又是以手执
电话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至
于笔者的归纳是否准确和恰如其
分， 也请各位看完笔者的解读再做
决定。

首先，咱先说说衬纸上的画作。
它是北京著名画家阎振铎先生于
1973 年创作的油画《铁人王进喜》的
局部。 1970年 11月 15日，时任大庆
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的王进喜同志
因胃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年仅
47岁。其次，咱再说说大庆油田和王
进喜。 大庆油田是继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座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被
发现后， 于 1959 年 9 月 26 日发现
的又一个大油田，时任玉门 1259 钻

井大队长的王进喜，1960 年奉调参
加大庆油田会战，他率领 1205 钻井
队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的大无畏精神，打出了大
庆第一口油井。 1964 年 2 月 13 日，
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 ”再
次， 咱再说说画像上王进喜手执的
电话。 它是第一代有线电话，是贝尔
于 1877 年发明的第一款磁石电话
机。 该电话自备发电装置和干电
池， 两部电话相连就可以进行通
话，特别适合野外作业使用，有着

“寿星老电话” 之称。 即便是在今
天， 在无线网络和卫星通信无法
覆盖的地方， 磁石电话机依然有用
武之地。

相信大家看完笔者的解读，对
于笔者将上述镜子列入老电话收藏
系列不会再持疑义。 还是那句老话，
藏品不会说话， 藏家有义务和责任
为它代言。

飘扬的“八一”军旗
●周洪林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笔者
翻开集邮册， 品赏一枚枚鲜红的

“八一军旗”邮票，方寸之间永恒的
军魂发出熠熠夺目的光辉。

我国最早出现“八一”军旗的
邮票是 1949 年 8 月 1 日, 上海华
东人民邮政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22 周年”邮票（图 1）一套 5
枚，采用了同图异色印刷，面值分
别为 70 元（黄色）、270 元（红色）、
370 元（绿色）、470元（紫色）和 570
元（蓝色）。 邮票右上方为毛泽东和
朱德头像，下方是铁流般的人民军
队高举着鲜艳的“八一”军旗，跨出
雄劲的步伐，向着解放全中国胜利
前进！

1977 年 8 月 1 日, 原邮电部
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50 周
年”纪念邮票，其中第 4 枚“雄师过

大江”（图 2），图案中一名冲在渡江
队伍前面的战士高举着一面“八
一”军旗。

1987 年 8 月 1 日 , 原邮电部
发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
周年”纪念邮票一套 4 枚。 其中第
一枚“军魂”（图 3），邮票上一面鲜
红的“八一”军旗迎风飘扬，旗下是
蜿蜒的万里长城。

原邮电部在 1995 年 8 月 1 日
试发行过一套“义务兵专用”邮票 1
枚（图 4），票名为“神圣的使命”（俗
称“红军邮”），图案以红光四射的

“八一”军旗为背景，以现代化的飞
机、坦克、火箭和象征和平的白鸽
为衬托， 画面是威武的陆海空三
军， 显示我军钢铁长城般功无不
克、战无不胜的精神风貌。 这枚邮
票在原沈阳军区驻东北三省的义

务兵中试用期间发现不易管理，故
决定于 1997年4月 15日停止使用。

中国邮政于 2009年 10 月 1 日
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
年国庆首都阅兵” 纪念邮票一套 4
枚。 其中一枚“徒步方队”（图 5）图
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执旗手和护旗手在军旗下行军礼。

2017年 8月 1日，中国邮政发
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
年” 纪念邮票小型张“听党指挥”
（图 6）。 邮票画面上“八一”军旗飘
扬，各军种英姿飒爽，背景衬托各
军种高尖端装备，描绘了我军战士
联合作战的画面，既表现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军容和现代
化水平， 也表现了在党的指挥下，
人民军队忠实履行保卫祖国、捍卫
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品藏心语

藏 点
●张大放

自古临别相赠的习俗在中国尤
为盛行，文人雅客或赠诗、赠画，或
折柳相送。 在中国绘画史上就有很
多作品表现这个题材。 这类“送别
图” 往往以最直观的画面再现离别
时的具体场面，简单明了，观画者不
需要任何解释与说明， 便可判断是
否为“送别图”。 其中比较著名的当
属明代沈周所作的《京江送别图》和
《虎丘送客图》等。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 《京江送
别图》是沈周为吴伟业的高祖吴
惟谦官叙州府太守时所作。据《吴
梅村先生集》考，此图成于明弘治四
年（1491 年）辛亥三月，沈周时年 65
岁。京江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古
时也称京口。围绕京口送别的诗歌、
画作很多， 可见此地是送别的一个
常见地点。

《京江送别图》 画面中大江空
阔、远岫丛林，近处有陂陀、板桥、红
桃、杨柳，岸边人物拜揖，作送别状。
全画笔法苍秀、 用墨浑厚、 构图简
洁、 赋色明净， 画风学董巨而又有
自我，系沈氏晚年山水画代表作。卷
引首有清人王时敏题“名迹贻徽”隶
书， 另有沈周自题跋文阐述绘此图
的因由，还有明代祝允明所写《叙州
府太守吴公诗序》、文林所题《送吴
叙州之任序》及沈周、陈琦、 吴瑄、
张习、都睦、朱存理等题跋。 该作品

曾经陆恭、孙煜峰、翁嵩年、张珩等
收藏。 图中所绘为沈周等人在京江
送别叙州太守吴愈的情景。 图中
山峰峥嵘逶迤，层峦叠翠；江面宽
阔平静，远望无边无际；近岸杨柳垂
丝， 更为友人惜别平添不舍之情。
此幅作品画面结构严谨， 用笔苍
劲沉着，风格朴厚劲健，笔法于严谨
缜密中见苍健劲逸，设色秀润雅致，
从中可见画家温文尔雅的儒家风
范。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虎丘送
客图》是沈周 1480 年在其绘画生涯
中的成熟阶段创作的， 整体画面是
典型的“粗沈”风格。 据文献记载，
“高五尺阔一尺三寸，浅设色，写虎
丘景山石用披皴圆润如纯棉纯仿北
苑法，双松交荫剑池喷雪，红亭翠阁
间酒罍茗具， 一人箕踞抚琴得流水
高山之趣，翁诗款题本身，匏庵题在

画斗。”整体布势采用了沈周常用的
山水画布局程式，分上中下三段，下
段为近景树石，中段为高山大岭，并
有瀑布飞倾而下，上段部分有题诗、
题跋。笔墨粗细相间，以中锋粗笔勾
皴坡石，粗健劲利，取自董巨繁密的
山石解索皴和苔点， 树木勾点也多
用王蒙之法，柔中有刚、弯曲有度的
线条显出江南独特的土质特征。 无
论是构图还是笔墨都浑然一体，生
动有致。右上角的自题书法，以黄庭
坚之笔法，顿挫端正。

《虎丘送别图》不同于传统模式
的“送别图”，景象取材巧妙，不画虎
丘“送别”的具体情景，但是“送别”
之意跃然画面。通过对题跋的释读，
颂扬友人政事的图像才得到完整的
画面呈现。 此类“送别图”脱离了传
统的“江岸送别”模式，不以再现“送
别”的场景表达情感，构思巧妙、不

落入窠臼， 却能更加显示出作画者
的“别”具深情。

沈周作为吴门画家之首， 他创
作的“送别”题材的山水画，对吴地
诸多画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如
文徵明 1509年《剑浦春云图》（天津
博物馆藏） 画中只借助云山隐喻朱
应登的人格形象， 唐寅《垂虹送别
图》（故宫博物院藏） 画卷上只有水
岸交接的浩瀚江面水景。胡宗仁《送
张隆甫归武夷山图轴》（南京博物院
藏）、文伯仁 1544 年《山村送客图》
（上海博物馆藏）、 尤求《吹笛送客
图》、谢时臣《雅饯图》等都更像是一
幅富有意境的山水画。这种改变，不
再拘泥于“江岸水景”，不以再现“送
别场景”的“送别图”或借助题画诗
文，或以“事”为送别，既表文人趣
味， 又让受赠者感受到赠画者的真
实情谊。

明 沈周《京江送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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