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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先生说， 葫芦朴素天然的质地、
清新素雅的色泽， 吸引着人们把玩葫
芦。 在长久的摩挲中，葫芦变得越来越
光泽温润， 手汗浸入葫芦带上了人的
气息，仿佛葫芦有了灵魂一样。

作为文玩葫芦的爱好者，石
先生非常看重盘葫芦。 通常是将
买来的小葫芦， 清洗干净放在窗
台，或是能见阳光的房间内，让小
葫芦晒得起色。 再戴上手套去摩

擦，然后徒手反复摩挲，直到摩擦出金
黄色，葫芦的表面擦出一层瓷光。

石先生特别强调在盘的过程中，手
一定要干净， 以保证葫芦盘得均匀，表
面不出现杂色。盘出一个合格的文玩葫
芦，大概需要两到三个月。

只有盘出来的葫芦才最具价值，石
先生做了一个对比， 一个普通葫芦卖
30 元左右， 一旦盘出来后价格则上百
元甚至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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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衔荷玉鱼：简约中的奢华
本报记者 张 妍 文 /图

这条用和田玉青料雕成的鱼，呈长
扁平体形，正反两面图案一致，雕琢出
一条造型古朴的鳜鱼形象。玉鱼的主人
名叫王雨芊， 是一名在日本留学的 90
后女孩，因为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也喜欢
上了古玩收藏， 课余常流连于私人藏
家会馆和拍卖展会。 这条宋代玉鱼是
她的家人在 2012 年美国旧金山的一次
秋拍中拍下赠与她的。 宋代是玉雕艺
术的发达期， 作为这一时期的玉器代
表作品， 玉鱼的雕琢在创意上有了新
的突破。 可是宋代玉鱼出土和传世的
却不多。

王雨芊说，中国传统崇玉，玉鱼作
为一种装饰品一直备受青睐， 到了宋
代，更是成为流行佩饰。 王雨芊查阅相
关资料后发现， 宋代推行官员佩鱼制
度；宋代渔业发达，人们有更多机会观
察、接触鱼类；宋代城市商业得到发展，
出现了市民阶层，市民对世俗化的心理
认同，导致许多民间习俗以谐音形式在
祈福消灾保平安时广为流传，成为一种
文化现象，因为“鱼”“裕”“余”谐音,
所以鱼成为人们心目中寓意福瑞的物
件, 玉鱼佩件被喻为富足有余的载体，
表达了宋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王雨芊
认为，这些也许是宋代多玉鱼的原因。

王雨芊珍藏的这条玉鱼长约十厘
米，鱼眼用一个阴刻圆圈表示， 腮部有
三道较长的阴刻弧线， 鱼鳞是细阴刻
线网纹， 尾鳍与鱼身之间有两道阴刻
线分割， 鱼尾是向上翘起的扇形， 尾

部边缘像一个个莲花瓣， 显出
了鱼儿的动感和优美； 鱼嘴衔
着一枝荷叶梗， 荷叶则延伸到
鱼身和鱼尾， 因而也叫衔荷玉
鱼。 除了用阴刻线条刻画鱼
儿， 还运用了透雕技法， 在鱼

嘴与荷叶梗之间雕出两个扁圆形的孔，
在翘起的鱼尾与鱼身之间也只挖一刀
便使得鱼儿灵动有趣。 这三个孔还可
以穿进皮绳， 便于佩戴。

这条两面满工雕刻的玉鱼触感细
密温润， 有少量白色水沁， 有的部位
挂了糖色， 边缘稍薄， 手工打磨痕迹
明显。 雕工简洁， 寥寥数条线便刻出
鱼的灵动优美形象， 荷叶叶脉也用几
条细细的阴刻线即勾饰出特征。 玉器
鉴定大师张永昌曾这样点评宋代玉鱼
雕刻：“跳跃着的鱼类是宋代的新品
种，制琢得真像出水一样， 特别在点眼
方法上别具匠心， 自有巧思， 用小点
眼和小圈眼方法等工艺手段竟把鱼儿
的眼神都点活了。” 这条玉鱼正符合这
种说法， 体现了宋代玉鱼雕刻的典型
特征和成就， 因而拍回的这条玉鱼更
显珍贵。

王雨芊提示我们注意这条衔荷玉
鱼别致的纹样装饰———因玉料材质珍
贵，并且体积小，是在鱼身上刻出荷叶
形象的；用两组平行线交叉即勾出鱼鳞
的表现手法，而不是按照不同鱼种鱼鳞
的真实形状勾勒摹刻， 属于写意的手
法，玉工并不刻意追求宋代流行的写实
风格，仅仅取象征意义，体现了玉工不
为形所役的自由创作心态；从制作技法
上说， 宋代玉工熟练运用了锼镂透空、
阴刻线等技法， 在突出鱼的写实形态
时，注重象形的同时，更注重神态的把
握，对鱼的面部五官细部特征，无论是
单线小圈眼或弧形线挤压等，都合理布
局位置，安排得恰如其分。

鱼荷共生是对生活场景的写实，这
条宋人雕刻的玉鱼，重写实，求意境，既
是宋代玉器世俗化的重要表现，还体现
了宋人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 。

省城收藏爱好者刘先生藏有一把倒流
壶，这把倒流壶在外观上无奇，但是壶盖却
打不开。 它的注水口在哪里？

刘先生说， 壶底的小孔就是倒流壶的
注水口，刘先生往这个小孔里注入水，然后
将壶放正， 水竟然没有流出来。 刘先生提
着壶把倾斜壶体， 水便从壶嘴中流出来
了。 刘先生说， 倒流壶的奥秘就在于壶体
内有一根空心管， 壶底的小孔就是这根空
心管的一端， 水从空心管流入壶内， 放正
壶就能储水。

倒流壶的注水口在壶底，出水口在上，
体现了制壶艺人敢于创新的精神。

倒流壶的最早年代虽然不可考， 但据
文献资料记载，倒流壶在宋代很受喜爱，到
了元代它的做工更为精巧， 清朝则更是抵
达一个高峰，不论是器形烧造、装饰技法，
还是题材和釉色都有了很大发展。

这把倒流壶壶身装饰着乳钉纹， 壶体
下端又饰以饕餮纹， 釉面出现剥落露出红
色的胎体。 壶嘴一侧的壶体与倒流壶底部
有较重的灰白色沁色，沁色过渡十分自然。
刘先生说这是一把出土的器物。 遗憾的是
壶嘴嘴口出现裂隙，影响了壶的品相。

刘先生依据这把倒流壶的纹饰、 材质
等特点，推测它极有可能是宋朝的器物。 多
年前，他从
海 晏 县 的
农 民 手 里
收 购 了 这
把壶，看重
的 就 是 这
把 壶 体 现
了 中 国 古
人的智慧。

藤上福禄 掌中珍玩

葫芦文化的美好寓意

将葫芦作为一种文化，在中国源
远流长。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有
重视“福、禄、寿”的传统，而葫芦的
发音与“福禄”谐音，葫芦的寓意就
显得非常吉祥。 葫芦文化在民间就有
了更多的指向，寓意也更加丰富。 西
宁市园林文化市场的石建中先生十
分钟情于葫芦的收藏和把玩。 他说葫
芦的寓意吉祥美好，还因为葫芦上端
的藤茎像龙头，再加上成熟的葫芦里
的葫芦籽众多，人们容易联想到“多
子多孙”。 在民间用红线串绑五个葫
芦，叫作“五福临门”。

石先生的葫芦从大到小，应有尽
有，种类齐全。 其中他最钟情的还是
小巧玲珑的葫芦，这种葫芦只有硬币
大小。 通常适合于把玩的葫芦的尺寸
应在 3 厘米以下。 据行家介绍，他们
把玩的葫芦大多是美国品种，与中国
品种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尺寸非常
小，能够满足盘葫芦的要求。

葫芦的品种大体可以分为瓠子、大
葫芦、扁圆葫芦、长柄葫芦以及亚腰葫
芦等，不同品种形态各异。 而葫芦的形
态也可以人为改变，这样葫芦又可以分
为天然葫芦、勒扎葫芦和范制葫芦。

根据葫芦的形态选择具体的工艺，
有火画、押画、针划和刀刻工艺。 火画
工艺是指在葫芦上烫出花纹图案，以烙
印的浓淡变化来表现绘画的内容。 艺
人在方寸之地，竟能将中国画的勾勒、
点染、皴擦等手法运用自如，使得画面

十分生动。 而工具只有针、香两种。
针划工艺就是用针尖在葫芦上表

现各种图案，这种工艺流行于甘肃兰州
等地。 石建中先生的针划葫芦从造型
上看像一枚鸡蛋 ， 这是兰州特有的
“鸡蛋葫芦”， 大小也跟鸡蛋差不多。
上面的图案是出水的荷花， 亭亭玉立
充满生机， 大有 “水面清圆， 一风荷
举” 的意境。 这些都体现了艺人使用
针的高超本领， 画面上的线条很精细，
细如发丝。

赋予葫芦以人文情趣

盘出的文玩清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