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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砖上的“孔子授徒”

■江苏南京 胡剑明

今秋，南京文友叶伯

瑜转送我一张汉砖拓片

（见图），是纸乃叶先生亲

手精拓后，又用朱砂“识

之”写道：“孝武帝用董生

言，黜百家而尊儒术，于

是终汉之世，儒学兴焉。

至今传世古迹文物甚多，

此砖即东汉之物，出于苏

省淳邑。模印线条五人，

有跽坐授书者，有长跪奉

读者，有峩冠旁立者，有

策杖竚听者，殆是尼父杏

林授学之意也。”

从收藏的角度讲，珍

稀古物拓片上有名家题

字的，应该更有文化品

位，也更有意义。因此，

近日笔者拜访了江苏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作

家书画家，92岁的俞律先

生，老先生见拓片也非常

喜爱，当我提出要送给先

生时，先生说“弟之爱物，

我心里高兴即可！”随即，

先生提笔在纸上题跋曰：

“剑明仁弟好古，近以叶

伯瑜先生拓东汉制砖刻

图示我，定为孔子授徒之

意，甚然之。此图刻工精

到，人物生动而饶古趣，

诚艺术精品，此物存世近

二千年矣。剑明宝之。

丁酉冬俞律题。”

俞老先生从书柜里

找出许多资料书，边翻阅

边与我聊。先生告诉我：

汉砖上的雕饰，包罗万

象，繁复美观。无论是彩

绘或是浮雕图像都生动

活泼，线条灵活，其中表

现的故事都是当时社会

的缩影。中国汉画像砖

多盛于两汉，后来陆续出

土这类砖多在河南、四

川、江苏等省地。汉画像

砖常用于墓室建筑装饰，

古时达官显贵厚葬习俗大

兴于世。在墓室之中，视

死如生，阴宅若阳，追求天

人合一，人神相融，便雕画

环壁，以成汉画像砖。

汉画像砖之题材内

容“成教化、助人伦”，颇

有儒道哲学内涵，常见鳞

身伏羲、蛇躯女娲、西王

母东王公、轺车出行、忠

臣孝子、烈士贞女、市井

人物、渔猎耕读、建筑园

林、草木禽兽、文字书法

等，深刻折射了两汉时代

的政治、经济、军事、社

会、思想、文化的世间风

貌和审美格局。艺术创

造和制作形式上，形制或

巨、或细、或方、或扁。刻

作手法既有刻膜印迹翻

制，又有阴线阳线雕刻，

还有浮雕加线刻，地域风

格各不同，出土异处，众

美纷呈，是中华艺术史上

的瑰宝。

资料上写有：汉画像

砖“文字与图”表现为以

下几种：首先是制砖的地

名、人名和管辖官署之

名。这种仅几个字的记

名，承继战国、秦代制陶

工艺的习惯，多以戳记钤

压于砖面，如右司空生产

的砖上钤有“右空”“空”

的戳记。以后民间制砖

业发展，这种砖文上的记

名逐渐被墓主人的姓名

所代替。这种戳记原本

是一种劳动工具，与汉代

盛行的以检奸萌的印玺

作用并不相同，但因其留

下的印陶痕迹类似封泥，

故被视为玺印的一个分

支。

其次，制砖人用于建

筑上的标记。这种标记

主要是数目、建筑使用方

位以及尺寸等等。多为

工匠以硬器直接刻画于

砖上，如陕西凤翔汉代子

母砖上的“四百卅”字

样。成批制作时以戳记

表现记号，或因建筑需要

以毛笔墨书于砖上，这一

种标记亦不乏其例。

纪 年 与 纪 事 也 非

多。汉代陵墓与民间墓

葬中多见这种记录造墓

时间的模印砖铭，如“建

宁元年八月十日造作砖”

“本初元年岁在丙戌砖”

等。墓砖上还录了不遗

余力耗费巨资厚葬的史

实，如辽宁省盖县东汉永

和五年（140）的墓砖上所

记“永和五年造作，竭力

无徐，用庸数千，士夫莫

不相助，生死之义备矣。”

还有许多吉语、占祥

祈祷之语的。最初出现

于西汉宫殿官署建筑的

铺地砖上，如“海内皆臣、

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砖、

“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

乐未央”砖、长乐宫的“长

乐未央、子孙益昌、千秋

万岁”砖、“夏阳扶荔宫令

壁与天地无极”砖等，通

常书法也是十分讲究。

富装饰趣味，与宫殿瓦当

之精美相匹配。

此外，西安建章宫旧

址出土的长方形“延年益

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

砖，虽非铺地砖，但亦展

现了华贵的宫廷色彩，与

上述铺地砖当为同一品

类。

东汉时代，厚葬习俗

遍及民间，小砖室墓上吉

语砖铭大量出现，最常见

的吉语是“大吉祥”“宜子

孙”“富贵昌”之类，且与

图案花纹相互映衬，表现

了特有的装饰美。

先生说，汉代的墓志

尚在雏形，具有典型意义

的汉代墓志是出土于洛

阳的刑徒墓砖，类似秦代

的葬瓦，所记录的仅为刑

徒姓名、里籍、卒年等。

有意思的是，在汉代砖铭

中还可见到数量较少的

“买地券”，这是一种类似

“地契”的随葬品，铭文记

录了死者姓名、死亡年月

及所买土地来源、大小、

范围、价值、证人等。

俞 老 先 生 祖 籍 扬

州。他说，扬州甘泉东汉

墓《刘元台买地砖券》是

一块七棱柱砖，七面阴刻

文字，颇类汉木机书写。

此外汉代砖刻中还有一

类与墓主事迹、制砖人、

制造地均无关的铭文，大

抵为民间工匠在劳动之余

的信手刻画，东汉末年安

徽亳县《曹操宗族墓砖》中

的许多铭文即属此种类

型。流传至今的汉代《急

就抓传》砖、《公羊传》砖，

则当是民间工匠中通于文

墨的书手所写刻。

俞老先生说，收藏也

是一种文化的学习与传

承方式，我们后来的人们

从收藏切入，可以更准确

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这是必不可少的。

■河北石家庄 江志君

这件明代崇祯年制

铜桥耳乳足炉（图1），高

约7.2厘米，口外径约11

厘米，腹外径约12.9厘

米。铜炉圆形，似鼎。

口唇略外侈，收颈，圆鼓

腹，三乳足。器外底（图

2）有减地阳文3行9字

款：“崇祯乙亥云台主人

制”。底款呈正方形，边

长约2.45厘米。

此炉造型敦厚，铜

质精良，手感较重。两

个桥耳左右对称，略外

撇，线条弧度优美。香

炉皮壳蕴金红泛粟色，

包浆自然、熟润。底部

三个乳足缓缓凸起，制

作规矩，刚性十足，似有

力顶千钧之感。底部款

识“崇祯乙亥云台主人

制”字体刻写流畅、有

力，字形极具明代台阁

体风貌，美观大方，极精

致，字体表面微不平整，

笔画略高略低却反映出

手工制作的纯朴美。手

指轻抚炉内膛表面，感

觉略不平整，并可见铸

造时铜液流动的痕迹。

世上流传并有国朝

年号款的明代器物非常

珍贵。崇祯是明思宗朱

由检的年号，也是明朝

最后一个年号，其在位

时间从1628年至1644

年，时间较短。崇祯乙

亥年就是崇祯八年，即

公元1635年。

款识中提到的“云

台”亦平台，为明代紫禁

城建极殿即今北京故宫

保和殿居中向后之门。

据记载，明朝建极殿后

有云台门隔内廷外朝，

云台乃祟祯朝的建极

殿，清顺治二年改称保

和殿。“保和”出自《易

经》，意为“志不外驰，恬

神守志”。保和殿从乾

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始

成为殿试的地方。

综观此炉，皮壳熟

润，器型饱满，规整大

气，比例协调，线条柔中

带刚，精气神十足，典雅

庄重，是一件值得收藏

把玩的古玩佳作。值得

一提的是，2016年12月

30日，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为迎接新一年的“首

岁”而举办的公益鉴宝

活动中，专家们对此炉

爱不释手，纷纷传看，从

造型到神韵均给予高度

评价。

图1

明崇祯铜桥耳乳足香炉

图2

■江苏泰州 李晋

铜镜发展至明代，已

呈衰退之势，故流传至今

的明代铜镜关注度不高，

价值和同时代的瓷器根

本无法相比。但是对于

古玩收藏者而言，切不可

以此来否定明镜的艺术

性，适时挑选一些品相好

的明镜收藏，不失为一种

理性的选择。

本文要介绍的这枚

铜镜（见图）是一位藏友

的藏品。此镜制作规整，

尺径13.5厘米，镜体色泽

黝黑，附有斑斑绿锈，具

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铜

镜铸有铭文，中央有小

钮，方便穿系绳索手执使

用，镜面以线纹分为内外

圈，内圈小钮四周有四个

方形小框，框内上下右左

为“状元及弟”四字，其字

体清晰，笔画精到，于楷

书书体中参以隶书笔法，

端庄之间亦见生动之气。

这类铜镜，一般归于

吉语镜范畴，明清较为常

见，镜面上“状元及弟”中

“弟”字通“第”，四字意指

在科举应试中考中状元，

“状元”制度始于唐代，是

参加科举应试者的至高

荣誉，走上仕途是很多古

代学子的梦想，明代科举

制度是先要经过乡试、会

试、殿试三关，殿试中的

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第

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

花，在数百名进士当中成

为翘楚，是极为不易的，

故“状元及第”成为了当

时一种美好的祝福，有学

子甚至在行囊中放上一

面这样的铜镜，以期带来

好运。

这面明代状元及第

铜镜，或许其原先的主人

是一位举人或者进士，当

然不是也无妨。因为作

为一件见证了科举文化

的历史文物，这面铜镜能

够如此完好地传承至今，

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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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砖拓片及其局部放大图 汉砖拓片及其局部放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