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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春季拍卖会近日在

上海举行预展。在众多

拍品中，五代吴越王钱俶
手卷《草书手简（并铁券

图式及宋元明清名贤题

跋）》尤为引人注目，被誉

为“人间至宝”。

手卷包括唐昭宗赐

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
“金书铁券”的明代木刻

拓印本，以及吴越国第三

代国王钱俶的草书、南宋

朱熹手札和宋、元、明、

清、民国时期共49人的题

跋、观款。开头部分，便

是一帧金书铁券明拓

本。据嘉德书画部业务

经理胡莹介绍，所谓金书

铁券，通俗而言便是皇帝

赐予功臣的“免死金牌”。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

时期在江南地区一个重

要的政权，位于现在的浙

江、江苏、福建境内，一直

为钱氏家族所辖并治

理。吴越国第一位国王

钱镠因讨伐叛乱军阀董

昌而得唐昭宗颁发金书

铁券。如今，金书铁券原

件已入藏中国国家博物

馆。而其明代木刻版的

拓本便在手卷中。

据胡莹介绍：展出的

这一手卷的样貌是1988

年在台湾重新装裱后形

成的。该手卷与浙江省

博物馆所藏《五代吴越王

钱镠钱俶批牘合卷》原系

一卷，史称“二王手泽”，

自宋以来世藏于钱氏家

族，距今逾千年。清嘉庆

年间，因变故分为两卷，

分藏于钱氏家族象山、临

海两支。《批牘合卷》由象

山一支宝藏，建国后捐献

浙江省博物馆；本卷由临

海一支珍藏，民国时转由

当地望族、辛亥革命元老

屈映光收藏，并由屈氏带

去台湾。千年沧桑，历经

坎坷，几经聚散，“钱俶
《草书手简》虽已与浙博

卷分离，且有诸多题跋信

息佚失，但留存至今实属

不易。”胡莹说。

《钱俶草书手卷》中明刻
木制铁券图式（明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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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博资讯

本报讯 日前，由中

国改革报美术馆、中国文

艺家杂志社主办，中国名

人画廊协办的“绽放的青

春——当代青年书画名

家4人展”在中国改革报

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

围绕“绽放的青春”这一

主题，展出青年山水画家

王跃奎、花鸟画家曹小

民、人物画家岳小飞及书

法家陈花容4位艺术家的

绘画与书法作品50余幅。

展览旨在为青年艺

术家搭建一个展示才华、

交流切磋的平台，同时也

给大家了解当代青年艺

术家的思想和创作的机

会。通过这些作品，四人

的作品有着互通之处，都

在继承深厚文化传统基

础上，体现了强烈的时代

文化特征以及艺术家个

人独特的艺术语言创新，

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激

情和活力的青年艺术家

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从

创作观念与思想、艺术语

言与风格都呈现出时代

特有的风采。（记者 郝媛）

“绽放的青春”当代青年书画名家4人展开幕

本报讯 近日，北京

石工坊艺术馆举办了《寿

山石文化泰斗——方宗

珪》精装本的首发仪式暨

石工坊主人对话寿山石

文化泰斗沙龙活动。据

悉，此次活动也是石工坊

艺术馆寿山石体验季的

重点活动之一。

据介绍，《寿山石文

化泰斗——方宗珪》精装

本由石工坊艺术馆设计

制作，是方宗珪从艺55周

年的纪念出版物，收录了

《方宗珪图传》和《方宗珪
学术成果研讨文札汇编》

两本中的精品寿山石。

（记者 郝媛）

《寿山石文化泰斗——方宗珪》精装本发行

本报讯 日前，由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

院与三品美术馆共同主

办的“现代正书发展之

路”主题沙龙，在三品美

术馆北京馆举办。

本次沙龙活动由三

品美术馆常务馆长艾琳

主持，邀请了王友谊、王

学岭、刘颜涛、张建会、张

继、管峻等六位书法家针

对时代现状、自我艺术追

求与现代正书发展进行

了热烈探讨，并与现场观

众进行了互动提问。

另悉，6月6日将在

三品美术馆以“小品”为

主题，开展“正大气象

——全国正书六家展”第

二回展览，既有“浅尝小

酌”之意，也见“小品中的

大气象”，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场观展。

（记者 郝媛）

三品美术馆推出“现代正书发展之路”主题沙龙

本报讯 日前，江苏

省淮安市清浦区文庙古

玩市场举行春季全国收

藏品交易会。来自全国

各地的古玩商云集于此，

热闹非凡，为收藏爱好者

提供了一场饕餮盛宴。

据了解，本次收藏品

交易会主要是现代工艺

品、现代仿古工艺品、日

用旧货的交易。这些工

艺品的生产和销售，促进

了各地文化艺术的交流

和创新，成为重要的经济

增长点，有的甚至是一些

地方的支柱产业。

据介绍，交易会期

间，清浦区文化行政综合

执法大队对交易活动实

施全程监管，保证了交易

活动合法合规有序开展，

受到参会商家们的积极

配合和交口称赞。

（范同利）

淮安春季收藏品交易会热闹非凡

日前，抗战时期蒋介石与

其亲信钱大钧互通密令两册在

南京展出。密令分两册，共140

纸，其中蒋介石所书104通，共

135纸，钱大钧手书回执2通，

共5纸，时间跨度在1935年1

月至1945年2月之间，为钱大

钧旧藏。其内容大到军政秘

要，小到整顿侍从，均有涉及。

从另一个侧面，帮助今天的我

们窥见蒋介石处理事务时事无

巨细、精准严谨的风格。

据展览主办方介绍，钱大

钧有幸获藏此二册手令，当得

益于其1936年2月至1938年2

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

月，两度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

一处主任，以及1938年3月至

1939年5月，出任航空委员会

主任。在以上三个阶段中，钱

大钧与蒋介石一起经历了重组

侍从室、两广事变、西安事变、

筹备第三期庐山暑期军官训练

团、七七事变、武汉会战、成立

航空委员会、成立飞虎队等重

大事件。

此二册手令中，涉及到蒋

介石与侍从室互通手令、两广

事变时所通手令、西安事变相

关事件手令、国民党于1936年

逮捕救国会七位负责人的“七

君子事件”有关手令、蒋介石

1937年庐山时期手令以及

1938年2月至1939年5月，钱

大钧从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

兼侍卫长之职，调任空军委员

会担任主任期间，获藏的蒋介

石手令。

展览主办方把两册密令涉

及到的内容，根据历史事件具

体分为“整顿侍从”、“两广兵

变”、“西安事变”、“侍从庐山”、

“襄赞航空”、“宛平烽烟”以及

“军政密件”等部分。其中，“整

顿侍从”部分体现了蒋介石事

无巨细、精准严谨的风格。

有一次，蒋介石到军校演

讲，无意中发现军校师生集合

的时间比自己开始演讲的时间

提早了整整一个小时。作为中

华民国总统，亲自追查此事是

什么人下的命令，特地给钱大

钧写了两页纸的手令：“钱主

任：昨日军校演讲，本写明十

时，为何通知书中写九时集

合？即使集合时间要早几分，

亦不必要一点钟以前集合。此

种无脑筋之事，究为何人所主

持？查明即报。中正，二日。”

三天后，没有得到此事回

复的蒋介石，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仍惦记此事的处理情况，于

是又写了一封手令给钱大钧：

“钱主任：星期日演讲时间究竟

是何人之过？为何不覆报？限

即刻详报。中正，五日。”从这薄

薄的3页纸中，可以看出蒋介石

的细心。 （程岚岚 秦怀珠）

蒋介石与亲信互通密令在南京展出

“人间至宝”金书铁券拓本将登京城拍场
本报讯 4月20日，

新加坡华侨、企业家、现

代孔子思想的传播者杜

南发博士应泉州孔子学

会会长洪辉煌的邀请，就

新时期如何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弘扬孔子思想，

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座

谈交流。

杜南发博士是一位

成功的华侨企业家，也是

一位热心传播中华传统

文化和现代孔子思想的

学者。杜博士是孔子思

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他业余苦读孔子的《论

语》、《中庸》和《大学》，并

有所领悟，提出创新的见

解，将孔子思想理论有机

结合到企业实践和现实

生活中，使企业壮大。他

认为，孔子《中庸》、《大

学》的理论核心是“平天

下”、“治国”、“齐家”、“修

身”、“正心”、“诚意”、“致

知”、“格物”这八大主旨

的辩证关系。当天，杜博

士和与会人员进行了深

入的沟通与交流，碰撞出

了学术研讨的火花。他

们表示，双方将加强合

作，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中华文化和孔子思想，使

重要经典和理论精髓深

入到泉州的千家万户。

（记者 尼松义）

华侨杜南发博士畅谈孔子思想

本报讯 由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担

任总主编、研究所各学科

负责人等专家共同参与编

撰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

（见图），近日完成编辑工

作，并将在近期公开出版。

考古学大辞典曾获得

国家科技出版基金的赞

助，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如今顺利

付梓，是中国考古界的又

一座里程碑。

据介绍，参与该书编

撰工作的共有140余名撰

稿人，诸如白云翔、陈星

灿、朱乃诚、王仁湘、冯时、

许宏、唐际根、徐良高、杜

金鹏、张雪莲等专家，也是

深受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

修学院师生们爱戴的特聘

教授。 （蔡文祺）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将在近期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