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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前有显微镜吗
■湖南长沙 廖文伟

但凡古玉收藏家，引

以为自豪的珍藏极品，有

两件是少不得的。一是

良渚文化玉器，二是红山

文化玉器，缺一尚可，二

者皆缺，则要少了许多的

底气。

就是这个求之而难

得，遇之而需缘的良渚文

化玉器，鬼使神差被我不

期而撞了个正着。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

春天的一个周末，那天在

古玩市场偶遇在长沙一

中同执教鞭的刘老师，他

精物理，我熟语文，住得

又近，过从倒也有些。一

见我，他老远便直呼其

名，问我“古玉如何认”。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的话

题，于是我说，边走边谈，

领了他边走边指指点点。

有个摊位满是杂七

杂八的坛坛罐罐，左上角

却摆了两三件玉石器。

我取过一件半椭圆形玉

璜来，轻声对物理老师

说，这玩意造型为良渚文

化玉璜中的一种，刻神人

兽面纹，虽然也有些古

气，但肯定是后仿的，理

由嘛，因为良渚文化玉璜

不太可能出现在此地。

莫非冥冥之中，真的

存在一种左右机缘运道

的神秘之力？离开这个

摊位十来步吧，那“玉璜”

竟然在眼前跳来跳去，总

也挥之不去。忽而看见

它分外古朴的灰白色包

浆一明一暗，忽而看见它

殷殷幽凝的“红纱”闪闪

烁烁……我站住了。

“刘老师，你等等。”

我拉住刘老师，回头指指

我们刚离开的那个地摊，

说：“我得回去看看。”

刘老师愕然，忽然像

是明白了什么，摆摆手，

说：“去吧，我自己转转。”

于是，我快步折返回

去，拿起那玉璜重新审

看。觉得玉璜雕琢粗犷，

如若果真是良渚文化玉

器，也应当属专家学者们

所云良渚文化神人兽面

纹中的简化类别，学者们

将它与精密神人兽面纹

及其别种玉器件区分开

来，分成两大类别。但它

古朴气更浓，沧桑感尤

重。玉璜阴刻线似乎像

是一刀刻就，却又有纤纤

短线若有若无，东西似乎

模棱两可。为了不让好

东西擦肩而过，收藏路上

再添一份遗憾，我打算买

回去考究考究。一问价，

600元，明白无误地告诉

我，摊主是将其当作一般

古玉石器的，他并没有认

定它就是良渚文化玉

器。于是我还价10元，理

由同样很是简单，是“石

料，仿造的良渚文化玉

璜，玩玩尚可”。

摊主猛地一摇头，回

答得比我的话还要尖刻：

“就是块石头，也是几千

年的，10元钱想买？”

他的郴州地方口音

很重，我多次往返郴州，

听得出来。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

转头离开。转了几圈，仍

然被那“良渚文化玉器”

牵扯了回来。此时，恰恰

有人把着那“良渚文化玉

璜”翻来覆去的看，也还

了个10元钱的价，理由同

我的竟不谋而合。地摊

主人回答得则更加尖刻

——

“你那10元钱大些！”

他的嗓门不高，笑嘻嘻

的，他说：“我知道这东西

是哪里来的，心里有底，

肯定是块老东西，没人

买，我带回去，又不少这

点钱吃饭穿衣……总会

有人认得的。”

他的话，逗得我心痒

痒的，蹲下来看那玉璜，

变着法子打听它的来

历。原来，摊主郴州人

氏，他同村的一个农民在

广西柳州建筑工地打工，

月前工地挖出两个土坑

墓，没有尸骨，只有十几

件玉器，三个工人将它们

平分了。他的同乡厚道，

分到四块，知道他在搜罗

古旧东西，都卖给了他。

另外三块，上个星期已在

清水塘古玩集市卖掉了，

这块最不起眼的，的确看

的人不算少，愿意掏钱买

的，倒确凿的还没有……

于是我再一次审看

了它，越发觉得虽然古气

盎然（图1），隐秘之玄妙

却并非扪而可及，自信绝

大部分人都会是狐疑满

腹，不会有人轻易肯出钱

买它。至于摊主的故事，

凭我做了许多年编辑记

者的直觉，有几分可信。

但我明白古玩市场的风

险，听则听之，决不先入

为主。于是盘算，待中午

时分再来“磨磨”，摊主得

赶回去，砍下价来不难。

不料再次找到摊位时，摊

主不见了，问左右摊位主

人，原来有熟人的返程便

车，他半个小时前便收摊

了。我猛然觉得有如五

雷轰顶，顿时呆若木鸡，

或许真就是个令许许多

多收藏者想断肝肠的宝

贝，这下好，失之交臂！

整整一个星期，我在

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又

一个周末到来时，赶了个

早，6点不到便到了集

市。这一次，我特地备了

20倍放大镜早早地赶到

古玩市场，但愿“良渚文

化玉璜”会再次出现。果

不其然，踏上清水塘古玩

集市二楼，老远便看见那

人就在他上个星期那个

摊位上。

我若无其事，从远处

的摊位一路审视过去，一

路用放大镜装模作样的

细看。走到那个摊位时，

一眼便发现“玉璜”依旧

静静地躺在摊位的左上

角。同那人打过招呼，又

用放大镜看他摊位上的

几件东西，“玉璜”自然也

在其中。不看则可，这一

看，才发现放大镜下的简

化神人兽面纹的人面和

兽面，那些长仅0.3厘米

到1厘米的阴刻线，其实

并非一刀刻就，全是由极

短的重叠刻划的比发丝

还细的细线，参差不齐地

排列着组成的。一毫米

距离，竟然排列有四五

条，有的甚至在两条短线

中间还有更纤巧的细线，

可见清晰的、使用尖锐硬

物重叠刻划的痕迹（图

2）。真所谓鬼斧神工！

这些肉眼很难分辨清楚

的短而纤微的细线，长短

宽窄没有完全相同的，线

上的包浆与平面上的包

浆完全一致。且璜上钻

孔的孔壁，清晰可见左右

飞砣（图3）的不匀线痕，

对钻错位亦很明显（图

4），孔径呈外略大内略小

的状况，进钻口左右有小

三角，可以排除代现仿制

的可能。而且人面纹夹

在兽面两圆环眼之间，可

视为鼻，但略高于兽面。

中国考古学会会员

张明华曾特别研究过这

种纹饰，他认为这种人兽

混合的纹饰，反映的是良

渚巫师崇奉的“巫蹻关

系”，表示人在百兽之上。

更料不到的是，摊主

记得我，他显然比第一次

见面客气许多，甚至主动

提出，既然我喜欢，加点

价就让给我。我一惊，于

是立即表示可以，加5元，

15元就要。摊主一脸的

无奈，说：“行行行，这东

西，看来我一个人认是不

行的。反正刚好就花了

15元收来的，只要不贴

钱，算是送个保管费作人

情，交个朋友。”

他是否真花了15元，

自然无可查考。

春夜还有些寒气，我

一头扎进了书房。我要

做个工细的事情，认真地

用高倍放大镜细数良渚

文化神人兽面纹玉璜上

徒手刻划的短线。不数

则罢，这一数，竟着实的

吃惊不小。那些刻划的

纤纤短线，竟达4000多

条！

我额手称庆了。15

元钱，就是买这个“微雕”

也不够，何况玉石的老气

横秋，与徒手刻划的短线

“微雕”时代同步。我收

藏界的朋友，凡是见到它

的，无人否认这一条。

2004年春天，曾追随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收藏世家朱家缙精学古

玩文物鉴赏、精于宝玉石

鉴定的梁春阳见到了我

的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

玉璜。他把着仔细地观

察了好一会，脸上露出惊

喜之色，连说“东西不错，

难得难得”。

“朱先生领着我观看

故宫收藏的良渚文化玉

雕时，我曾对先生说，遗

憾的是隔着玻璃看，什么

时候也能让我上上手就

好。先生回答我说，你有

这个福气，会有机会上手

的。”梁春阳开朗的笑了，

接着又说：“果然。今天

在廖老师这里上手了！”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

纹玉璜在手，我的人生便

陡然间多出来一个疑

惑。世上第一架放大率

不到十倍的放大镜，诞生

在1590年。据说那是个

荷兰眼镜店老板的儿子

无意中发现的，他将两块

凸突镜叠放在一起，竟然

能放大一定距离内的物

体。其父很是惊奇，试着

做出了第一架放大镜。

这件事引起了一个荷兰

布商的好奇，他进一步改

良了放大镜，制造出一架

放大300倍的显微镜，终

于将人类的视野扩大到

显微世界。在荷兰眼镜

商之前5000年，中华文明

史上，难道出现了近现代

科学技术的产物——显

微镜吗？如果没有，这个

显微雕刻又是如何进行

的？如果没有，神人兽面

纹玉璜上的“微雕”，又是

借助的别一种什么工具？

难道，5000年前，中

华民族的原始部落中，也

曾出现过一个荷兰眼镜

商儿子似的传奇人物，他

无意中发现了一种放大

显微的方法，直接导致良

渚文化微雕的出现？有

的学者假设，良渚人利用

水放大并且显微。我却

以为，这个可能性几乎为

零，原因很简单，没有透

明玻璃啊！

考古和文物学界，不

少专家学者都试图说清

楚这个问题，但谁也没有

说个明明白白，谁也没有

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哪

怕就是假设的假设。图4图3图2

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