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大众收藏
2017年11月29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sckb@vip.163.com网址：www.dfsc.com.cn
编辑部：0595-88727096
广告发行征订热线：0595-88727095 13696908939

■山东枣庄 郑学富

1945年8月15日正

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

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

无条件投降。为纪念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印

制发行了多种形式的纪

念邮票。令人想不到的

是，有的邮票画面上竟然

有青天白日旗帜图案。

1945年12月，山东解

放区战时邮政总局发行

了“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

念邮票”一套4枚。面值

分别为1元、5元、10元、

20元（图1），其中，20元票

为解放区首次彩色套印，

由山东北海银行印钞厂

胶版白纸印制。邮票中

心图案是：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挥手指引人民奔

向光明的前程；邮票背景

中绘有“青天白日旗”和

红旗；邮票上端左右两角

文字是“中华”“邮政”，中

间文字是“抗日民族战争

胜利纪念”；邮票下部是

抗战胜利纪念日期：“中

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

三日”，即1945年8月13

日。这里将纪念日期

“八�一五”误印为“八�一
三”，发行后才发现错误，

所以也没有纠正。邮票

设计者李善一是一位画

家，曾任胶东军区政治部

宣教科科长兼《胶东画

报》社长和主编，建国后

曾担任过驻古巴大使和

驻扎伊尔大使。

这枚由山东抗日根

据地发行的邮票，出现了

“中华邮政”字样和“青天

白日旗”图案。这也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抗

战胜利后，希望国共进一

步加强合作，举国上下团

结一致，建设一个民主光

明、繁荣富强新中国的强

烈愿望。

在晋察冀边区邮政

管理局成立之前，边区交

通总局就于1945年9月

开始策划设计“抗战胜利

纪念邮票”，面向边区社

会各界公开征集图案。

最后华北联合大学集体

创作的“八路健儿疆场杀

敌图”脱颖而出。设计者

根据这幅绘画设计出了

邮票大样：主图案为八路

军骑兵和步兵高举青天

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前仆

后继、浴血奋战、奋勇杀

敌的场景；图案上方半圆

形印有“抗战胜利纪念”

六个字，下部落款“晋察

冀边区邮政”；左右两边

为圆形立柱，立柱上下部

分别为大小写面值，两个

柱子下面各有一个丢盔

卸甲的日军。在审定邮

票图稿时，有人提出异

议，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国

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象征，

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发行的邮票上有这个旗

帜，这不是替国民党表彰

战功，为他人做嫁衣吗？

交通总局的负责同志也

感觉此事非同小可，便立

即将此事上报给中共中

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

司令员、政委聂荣臻。不

久，聂帅的批复就下达

了：“我们应当客观的承

认历史；另外考虑到抗战

刚刚取得胜利，为了顾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

局，图稿可以通过。”

聂荣臻一锤定音，经

过三个月的征集图稿、设

计、制版，于同年12月，由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财政处张家口印刷局印

制，在张家口市和晋察冀

边区发行，全套8枚，分为

1元（红棕，图2）、2元（橄

绿）、4元（红，图3）、5元

（紫棕，图4）、8元（浅紫）、

10元（玫红）、12元（黄）、

20元（浅绿，图5），石印单

色，到1946年全部出齐。

这套邮票图幅为40×48

毫米，为与其后发行较小

的同图案邮票相区别，通

称为“大抗战”邮票。这

套邮票图案别具一格，印

刷精美，充满着欢乐喜庆

的民族特色。抗战胜利

初期，国共仍然是合作局

面，全国邮件可以互通，

许多信件在国民党统治

区投送，也受到人们喜

爱。也有人专程从北平

坐火车或托人到张家口

去购买抗战胜利纪念邮

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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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艺术品如何辨别真

伪？鉴藏家王光辉表示，用高

科技仪器检测一下便知真赝。

11月16日下午，由洛阳能

量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

“物体能量守恒科技检测成果”

新闻发布会在中国文化传媒集

团艺术市场美术馆举办。科

技、文博部门有关领导和嘉宾

出席新闻发布会。

王光辉在经历十余万件历

代物品的检测、试验基础上，发

明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国内外首创的历史文物科技检

测仪器和检测方法。此项发明

以“物体具有时间特征的量子

能量场，能量大小与物体年代

有着对应关系”理论为基础。

2015年以来，该仪器先后

为白马寺、洛阳博物馆、宋陵博

物馆、巩义考古研究所等文博

单位检测古物近万件，还在北

京、上海、山东、河南等地为民

间藏家鉴定检测古物十余万

件。物体能量守恒检测仪的检

测结果良好，逐渐得到受测单

位专家和民间收藏家的认可。

据介绍，“物体能量守恒检

测仪”测试范围广泛，可适用于

陶瓷、金属、石器、玉器、纸张、

木器等，也可以对复合、修复、

后期做旧、刻字等物体进行检

测，只要是年代不一致的部位

均可以检测出它们的年代。

业内人士表示，这项发明

或许是中国文化艺术品年代鉴

定技术的一次突破，对历代文化艺术

品的有效保护、艺术品市场诚信体系

的建立和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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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的文化不应只留下空壳
■山东高密 柳建明

一日与友人驱车兴致

勃勃按既定路线寻古，来到

一汉代古城址，在原址上找

了半天也没找到原来那段

长约40、高约1、宽约2米，

用夯土构筑的土城墙。问

及旁边几个正在砌路边石

条的民工，说是为搞村庄旅

游，此土城墙被推平，当了

停车场。我闻言，一惊。

此遗址在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时已登录，存有图

片，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因级别低，未竖立保

护标志），现正申报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还有待专家现

场核实确认。我想找该村

书记理论，指明问题的严重

性。友人劝阻道，你没看到

人家正热火朝天地准备明

天樱桃采摘节开幕式吗，你

这会去找恐怕不合适，容易

把人惹恼了，再说人微言

轻，人家认识你是谁呀，会

有管理部门出面处理的。

此村种植有千亩樱桃，发展

势头正盛，经常在电视上、

报纸上登宣传广告，为当地

新农村建设的先进村。进

村时，我们看见村路两旁扯

起了一长溜红灯笼和小彩

旗，一块块新平整的停车场

明晃晃地敞开在麦田和树

林之间。

该村庄坐落在一古城

遗址之上，其周边伴随生产

路的走向，遗留有隐约可寻

的古城墙基残迹。这次来，

本打算依托旧城看新村新

貌，没想到当头遭此一棒，

好心情一下子给破坏了，无

心观赏樱桃，我们就此别

过，直插下一个目的地。此

地是一处明代古景观遗址，

为当地八景之一，名“淮沙

落雁”，这类遗址尚未列于

文物保护范围之内。此古

景观所在地已划归另一县

区管辖，现正在打造沿河景

观游览带。进入现场，眼前

的一幕，如进入屠宰场。原

址上一块块巨大的原石被

从土里挖掘出来，当成景观

石分布安插在一座假山之

上，就像一只活的大雁被生

生肢解了一样，让人不胜惋

惜，就这样一处自然景观被

一处人造景观所代替，想再

恢复原状已不可能。此“淮

沙落雁”中的“落雁”，不是

指的那些会飞的大雁，而是

这片形状酷似大雁的石

头。这片石头在河水边上，

随着潮水的波动，不时变换

着姿态，给人以群雁翔集的

幻觉，故古人以此名之。施

工者无知，好心做了坏事，

把这些石头当成局外之物

清理掉。古人咏“淮沙落

雁”诗中，有一句诗云：“每

到霜天疑欲动，几行相唤起

烟霞。”这“疑欲动”的视觉

效果，再也找不到了。

在来的路上，我们明明

看见路边蓝色的指示牌上，

书写着“淮沙落雁景区”几

个大字，可能是设计者主观

臆断，视野生的大雁为一

景，转换了舞台。每到秋冬

季节，淮河岸边确实有大雁

停留聚集，那景象也确实令

人流连难忘。但现实中，有

时“真实”比不上“虚假”，更

能让人感到好奇。如果把

这片石头完整地保护下来，

让人们不分季节就能看到

“海市蜃楼”般的“淮沙落

雁”，那该多好。如果把咏

“淮沙落雁”的古诗刻在这

里，与这片石头互为印证，

让人们产生更多的联想，那

该多好。我们沿途经过的

一个村庄，名叫“双羊店

村”，村中至今还保存着一

方明代石碑，上雕刻两株杨

树和两只羊（见图，明代《双

羊图》石碑拓本）。你向村

民打听村庄的历史，村民会

根据石碑上的图案，将村名

的由来和所发生的故事向

你娓娓道来。说：明代双羊

店村，原划分为两个自然

村，一名曰杨家屯，一名曰

杨家村。因地处高密至安

丘、昌邑至诸城之交通要

冲，两村多开设店铺，以招

揽过往行人食宿，为便于称

呼，两村名合二为一，统称

“双杨店”。传说当时为抢

拉生意，两村居民时常发生

争执，此碑是期望两村和睦

相处而刻制的。图中两株

杨树比肩而立，两只羊结伴

同行，“杨”和“羊”与“祥”谐

音，寓意祥和、生机无限。

图上铭刻行书“双羊图”3个

字，后来“双羊店”之村名，

即由此而得来。听后，给人

印象深刻。

时下，很多地方都在搞

乡村旅游项目，生态资源保

护和文物古迹保护同等重

要。尤其是在有“故事”的

地方，应让“文化”切实参与

进来，把好根脉，文化是有

温度的，不能让文化成了空

壳。

解放区抗战胜利纪念邮票缘何有“青天白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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