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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春 张庆久

在南京城墙的大量青

灰色城砖中，有一种颜色

灰白或黄白的砖特别引人

注意，这是明代南京城墙

上最富特色的城砖。仔细

观察，砖上的铭文几乎都

有袁州府（图1、图2）的字

样。它的烧造地就位于今

江西宜春袁州区彬江镇。

史载，朱元璋攻占南

京后，采纳儒士朱升“高筑

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

议，烧砖筑城。历时二十

余载，完成了宫城、皇城、

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的修

建。据记载，筑城墙砖由

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

安徽、湖南、湖北五省承

烧，涉及32府、188州县、4

镇，共计190个不同的署名

单位，先后动用工匠20余

万，整个南京城垣，大概使

用3.8亿块城砖。这些城

砖规格一致，长40、宽20、

厚10厘米，重20公斤，每

块砖的侧面印着官吏、甲

首、窑匠和摊派人户的姓

名。烧造城墙砖是朝廷政

令，可抵税粮，故也称“税

粮砖”。最初按地亩烧制，

土地百亩，出工夫一名。

后因用砖量大，烧制时间

太长，改为按人按户摊派。

袁州府所辖四县都承

担了城墙砖烧造任务，所

烧造城砖均呈黄白色、灰

白色，表面平整光滑，棱角

分明匀称，砖质坚硬如石，

敲之有金属声。与众不同

的砖色、质量过硬的品质

引起了朱元璋的龙颜欣

喜，而砖上的铭文昭示着

一个担当实干的提调官的

光辉前景，这个人就是隋

赟。这个常见于袁州城墙

砖上的名字，在《明太祖实

录》有更详细的记载，洪武

十二年（1397），闰五月庚

申，提拔袁州府通判隋赟
为广东按察使。这是大跨

越的提拔，袁州府通判为

正六品官，竟然直升正三

品的按察使，连升六级，可

谓平步青云。这其中不可

否认有袁州城墙砖的引见

之功。然而，袁州城墙砖

的烧造地却隐逸了六百余

年。

直到上个世纪80年

代，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

文物普查期间才揭出尘封

了六百余年的答案。在宜

春以东10公里的彬江镇霞

塘村袁河、蒙河岸边的黄

泥堎、高塘里、石梅堎、石

谷堎、箭仔口、台里上、杨

家堎、磨背、炭院、峨眉堎、

罗家堎、磨背岭、坛背堎等

十二处山包上，较好地保

留了取土塘、制砖台、烧造

窑炉、晾晒场等制砖的一

整套流程遗迹。尤其是保

存较好的49个窑炉遗迹。

经过宜春、南京等地的文

物专家多次实地调查考

证，并与南京城墙砖的对

比，可以大胆断定，南京城

墙上极富特色的城墙砖就

产自袁州彬江。袁州彬江

城墙窑也是迄今为止中国

唯一保存完整、规模最大

的明代城墙砖窑址。

袁州彬江窑能够烧制

出极富特色的城墙砖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袁州城墙砖以本地

盛产优质“白膏泥”为材

料。这种“白膏泥”不同于

普通粘土，在化学成分上

称为高岭土，能耐高温，烧

造出来呈白色或黄白色，

硬度介于陶、瓷之间，可以

说是最早的“瓷砖”。第

二，袁州彬江城墙砖窑采

用馒头窑炉，窑室较小，可

节省每窑烧制的燃料，而

窑室内还设置上明下暗的

两种结构的烟道，这种结

构提高了窑室的温度，使

城墙砖在高温下形成一层

薄薄的玻璃质层，接近高

温瓷器的釉层。第三，烧

造官隋赟勤政负责。《明太

祖实录》载：“袁州政简而

事治，流民归业，田野垦

辟，郡人德之，立碑以纪善

政。”从发现的袁州城墙砖

来看，以印有“洪武十年”

字样的最为规整，质量最

佳。这正是隋赟担任通

判，提调城砖烧造工作的

产品。

袁州城墙砖以“坚硬、

规整、耐风化”的良好品质

得到赞赏，其砌筑的位置

也颇有讲究，主要用于墙

体内部，近年来在对南京

城墙维修时，才逐渐被人

们关注。因此，在第一次

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

南京城墙上的袁州造砖被

认定为新发现文物。

袁州城墙砖——极富特色的明代官砖

图1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
心收藏的明洪武十年袁州府烧
造的城墙砖

图2袁州府烧造的
城墙砖（拓片）

■江苏南京 王继军

图中所示是笔者收

藏的一件民国茄子型文

房用具：铜水滴。其长

12、厚4、高3.5厘米，重

196克。就外形看，该水

滴呈暗褐色外表，造型与

实物无异，尤其是爪形的

茄蒂部分凹凸有形，紧贴

在茄身上，和细长的把部

浑然一体，栩栩如生。观

察可见这件水滴为中空

结构，底部有1厘米见方

的平面用于平稳摆放，茄

身上端及尾部各有一个

圆形小孔，分别用于注水

及出水。而看似无用的

茄子细把部位，做工依然

精致而不失天然，粗细分

明且自然弯曲，体现出制

作者严谨的工匠精神。

整体上看，此水滴造型奇

特，纹理细腻，用料考究，

包浆熟旧，是一件不可多

得的文房雅物。

水滴，也称砚滴，顾

名思义，是古代文人磨墨

时用来装水、滴水的文

具。它还有一个好听的

名字叫做“水注”，意指用

它来注水入砚台，因形似

注酒壶而得名。据相关

典籍记载，汉代就已出现

砚滴，古人将它分为两

种，有嘴的叫水注，无嘴

的叫水丞。随着朝代更

替，古人所用的水滴材质

逐渐变化，从铜质到瓷质

各不相同；形状也从人

物、动物发展到植物及几

何形状，造型各异，有的

粗犷奔放，有的细致典

雅。许之衡《饮流斋说

瓷》第九“杂具说”中记

载：“水滴象形者，其制甚

古，蟾滴，由来久矣。古

者以铜，后世以瓷。明、

清有蹲龙、宝象诸状。凡

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

曰滴，不名曰盂。”以此看

来，这件“茄子”当是典型

的水滴无疑。

笔者的父亲当初购

得这件水滴的经历颇为

有趣。那是20多年前，父

亲所在单位组织去安徽

绩溪古城游玩。在清澈

的溪水旁，青砖黛瓦，整

齐地排列着古朴的建筑

群。同事们走进一家专

售古玩的商店，老张拿起

这件水滴问大家，这是什

么？众说纷纭的回答让

老张连连摇头，接着，他

拿起水滴放到嘴边，就着

上端小孔吹了起来，呜呜

之声不绝于耳：“这可是

件古代的好乐器哦！”老

张大声说。喜爱书画的

父亲走上前去纠正了他，

并拿起水滴，放进旁边装

满水的面盆，顿时水流从

小孔流了进去。父亲又

将水滴拿出，拇指按住上

端小孔，无水留出；拇指

放开，尾端小孔立刻出

水。顿时老张的说法引来

一阵哄笑。老板也爽快地

将水滴卖给了父亲。笔者

大学毕业去偏远的乡村任

教，父亲特地将水滴拿出

相送，勉励我“不要忘记党

和人民的培养，滴水之恩，

当涌泉以报，全身心投入

到工作中去。”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

多年。教学之余，我也时

常沉醉于翰墨书香。尽

管随着各种书画墨汁的

广泛使用，水滴也早已退

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我对

这件文房雅物却情有独

钟。它不但让我感受到

厚重的中华文化，还让我

体会到父亲的谆谆教诲。

造型独特的民国茄子水滴 ■安徽望江 宋康年

几年前，安庆市博

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两件

清代石权。其中一件为

方形，上端有半圆形钮，

权的三面，阴刻有“九如

堂”三字，楷体（注：九如

堂为商号名称）；另一件

为圆形，上端有桥形钮，

权的腹部，阴刻有“清癸

酉年志德堂办用”字样，

楷体（注：清同治十三年

志德堂商号名称）。笔

者曾有幸参观其展出，

观后很有感触，古人的

聪明才智的创造，不禁

令人啧舌称赞。

权，为我国古代度

量衡中的一种衡器，是

称重量的器物。其发展

历史悠久，据考：早在原

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

初期，随着人类私有制

和商品交易的产生与发

展，就开始有权衡理念

和雏形实物，成为最原

始的物物交换的工具。

进入封建社会时期，为

了征收赋税，称量财物，

支付黄金白银及铸造钱

币等，更是需要各种权

衡器。春秋中晚期，楚

国就开始使用木衡铜环

权，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后，权衡器的权威地位

更加明显，铸造和使用

更加普遍。如1973年5

月在文登县苘山公社新

权村出土一件秦嵌铜诏

版铁权，底径 24.7、高

20.5厘米，重32.5公斤，

半球形，平底，顶部为半

环形钮，权的侧面嵌铜

诏版，诏版为长方形，上

面阴刻有秦始皇诏书文

字，竖行，九行，计40

字，笔划方折，大小错

落，大部分文字清晰。

全文为“廿六年，皇帝尽

并兼天下诸侯，黔者大

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

相状，绾，法度量，则不

壹，嵌嶷者，皆明壹之。”

这件重30多公斤的秦

铁权是目前所知最重的

权。

安徽望江县博物馆

收藏有一件元代青铜权

（见图）。其高9.5、宽

4.8厘米，重950克，主体

为阶梯式，逐层缩小，上

窄下宽，顶部为桥形方

环钮，阳铭文，正面竖书

“大德二年造”五字，背

面为“池州路”三字。大

德乃元代成宗铁穆耳年

号，大德二年即公元

1298年，“池州路”乃元

代行政区划，即今安徽

省池州市。据史料记

载：汉代称权为累，民间

呼之为“公道老儿”。清

人李光庭在《乡宫解颐》

卷中说道：“市肆谓珐码

为招财童子，谓称锤，为

公道老人。”权衡取其平

者，乃公道之谓也。《汉

书》曰：“权者，铢，两，

斤，钧，石也，所以称物

平施，知轻重也。”自秦

代以后，历代皇室非常

重视对权衡器的使用和

鉴定，同时还规定春分

秋分时节，进行登记鉴

定和编号。从秦代以来

一直至民国时期，衡器

不断演变和发展，种类

很多，质地各异，计有

铁、铜、瓷、石、木等质

地，形状则有方形、馒头

形、梯形、圆形、环形、长

方形、葫芦形、银锭形以

及动物形等。

总之，权作为古代

衡器，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起着一定作用，至于

权的铸造，为何一开始

质地为铜或铁来制作

而后又改用石质呢？

据分析推断，主要是由

于铜铁铸造费用高而

且易被盐腐蚀而不准，

所以才出现石雕刻的

权。同时“石权”与“实

权”谐音，又有权衡利

弊、步步高升、权途无

量之寓意。加之石权

为历史文物，对我国古

代度量衡的发展和演

变有一定研究价值，受

到世人喜爱收藏。

说说古代衡器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