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杂项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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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湖北武汉 蓝山

我国历代统治者习惯以

“天命有归”来证明自己的正统

王权地位，皇帝自称“天子”，行

使权力称之为“奉天承运”，以

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早

在炎帝、皇帝之前，就有了以

“天、地、人”命名的时代，即天

皇、地皇、人皇，说明在远古时

期就开始祭拜天地祖先。《礼

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
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所谓“藏礼于器”，为了达到目

的，统治阶级制定一系列神秘、

繁琐的祭天大典，来展现封建

君主“君权神授”的思想，并形

成传统，有固定的时间和仪

式。如明、清两朝，每年冬至日

的圜秋祭天，极为隆重与繁

琐。祭天时要供奉牛、羊、猪和

酒、果、菜肴等大量供品，还使

用了许多精美的乐器、礼器，乐

器主要有编磬、编钟、鎛钟等，

礼器主要有青铜器、玉器等，亦

称“彝器”。

玉器是我国祭天等祭祀礼

仪中最重要的礼器。按照古人

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玉是山

川赋予的精华，上天恩赐的宝

物，具有沟通天地神鬼的灵性，

所以玉被称为“天地之精灵”，

是中国历史中蕴藏着深刻文化

内涵的艺术珍品。玉器重者用

于祭祀天地，贵者象征权力，也

有随身佩戴，既能把玩又能寄

情于消灾纳福之意。在我国远

古时期，一些著名的古文化遗

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有

些精美的玉制礼器，被用来祭

天祭地。对此，春秋时期的重

要著作《五藏三经》有载：“密

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及泽。

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皇帝

是食是飨。”

图1是一件战国玉璧，直径

5.2厘米。灰褐色玉料。扁平

圆形，通体光素无纹。玉璧作

为玉制礼器之一，最早出现于

新石器时代，主要用于祭天。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因此玉璧

的形状都是圆形、片状，中间有

孔，类似古人想象中的天空。

在周代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

中，这样的玉璧为祭祀活动的

玉礼器之首，所以被用作祭天

的极品。周代是一个礼制被极

度规范化的时代，在这一时期，

玉被赋予了等级森严的礼仪观

念，君王臣子对玉的使用、摆放

都有着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周

礼�春灌宗伯第三》中，对玉礼
器在祭祀活动中作出了严格的

要求，必须要使用专门的六种

玉礼器，即玉璧、玉琮、玉圭、玉

璋、玉琥、玉璜，称为“六瑞”。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

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

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意

思是说，以玉来作为重要的礼

器，祭祀天、地和东、西、南、北

四方之神，且对各个方位的玉

礼器的玉种、色彩和器型有明

确的规定。六瑞标志官职的高

低。在玉礼器中，玉琮是一种

外方内圆的筒形玉器，最早出

现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从

周礼到宋元史书，多有使用“黄

琮礼地”的记载。

图2是一件战国玉璜，出土

于武汉市蔡甸区熊家岭。长

5.6、宽1.2厘米。绛白色玉料，

半透明，有土浸痕迹。扁平弧

形，通体光素无纹。弧背正中

起脊，向两边曲卷。一端刻有

边牙，钻有一大一小两孔，另一

端钻有一空。与玉长条齿边形

饰为同一墓中出土的玉组佩。

这件玉璜最早是作为佩玉出现

的，在我国史前时期很多遗址

中都有发现。玉璜早期曾是取

火用的火镰，古人出于对火的

崇拜，就把它设为礼器，后来主

要被用于祭北方。

中华素为礼仪之邦，有着

5000年的灿烂文明史，对天的

崇拜和侍神致福的信仰，经过

岁月的沧桑嬗递，一直渗透于

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血脉，并

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期的社会观

念和传统习俗之中。在浩瀚的

历史长河里，它们在古老的玉

器上流光溢彩，历久弥坚，永不

褪色。

天地精灵 祭天重器

■江苏镇江 王玲

镇江市博物馆收藏

的这件唐代铜鎏金昆仑

奴造像（见图），1963年

由唐嵩山先生捐赠。该

造像通高9厘米，身材

短小，发卷曲，上身赤

裸，下身着合曼，头部扭

向一侧，左手叉腰，右手

上举托博山炉，跣足立

于须弥座上。

身黑、卷发是昆仑

奴主要的形象特征，其

具体服装样式以唐代高

僧义净所著《南海寄归

内法传》为据，即《南海

寄归内法传》卷1：“大海

虽难计里，商舶惯者准

知。良为掘伦初至交

广，遂使揔唤昆仑国

焉。唯此昆仑，头卷体

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

殊。赤脚敢曼，揔是其

式。”所谓敢曼，在唐慧

琳撰《一切经音义》卷81

中解释：“敢曼，梵语

也。遮形丑之下裳，如

此方之裈袴。一幅物，

亦不裁缝，横缠于腰下，

名曰合曼也。”

该造像从服饰上来

看，与唐代高僧义净《南

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

的昆仑人形象“头卷体

黑”“赤脚敢曼”相符。

“昆仑”一词，在中

国古代，除指昆仑山外

还指黑色的东西。唐人

沿用此义将黑色皮肤的

人统称为昆仑人。《旧唐

书�南蛮传》曰：“在林邑
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

‘昆仑’。”这些黑人大多

来自于南洋诸岛和非洲

地区，所以昆仑是一个

泛称，非专指某一地区

或国家。

在佛教造像中，昆

仑奴为文殊菩萨之牵狮

者，亦是普贤菩萨之牵

象者。

文殊菩萨又称为文

殊师利或曼殊宝利，释

迦牟尼之左胁侍，专司

“智慧”，中国佛教四大

菩萨之一，佛教传入中

国，逐渐本土化，出现骑

狮文殊菩萨之形象。敦

煌佛曲《维摩诘经文殊

师利问疾演义》云：“骨

仑狮子前后引。”据陈寅

恪《敦煌本维摩诘经问

疾品演义书后》考证，

“骨仑”即昆仑，“骨仑狮

子前后引”指昆仑奴于

狮子前后牵引。敦煌莫

高窟148窟建于778年

之前，该窟的骑狮文殊

菩萨像中狮子驭者上身

半裸，皮肤黑色、卷发，

为早期骑狮文殊菩萨代

表作品。

普贤菩萨，音译为

三曼多跋陀罗，中国佛

教四大菩萨之一，是象

征理德、行德的菩萨，为

释迦牟尼佛之右胁侍。

佛教传入中国，出现骑

象的普贤菩萨形象，昆

仑奴作为牵象之形象出

现。敦煌石窟榆林窟第

25窟，建于中唐，西壁

“普贤菩萨像”高242、宽

200厘米，画中白象俯首

贴耳，慢步行进，昆仑奴

扬鞭催促。

唐铜鎏金昆仑奴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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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 江志君

这件铜胎掐丝珐

琅棒槌瓶（图1）是一

件陈设器物，不久前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的公益鉴宝活动中，

被专家鉴定为是清代

晚期的一件作品。

此瓶通高24.6、口

径8.4、底足7.1厘米，

口外侈，束颈，溜肩，

筒形腹，腹下部略收，

圈足（图2）。口部外

侈部分高约1.3厘米，

外侈部分在上下两圈

铜胎之间用一圈铜掐

丝小圆圈装饰，外侈

部分底面用一圈铜掐

丝双圆圈图案装饰

（有一个单圆圈），然

后填满珐琅彩。口部

内壁可见明显的铜胎

接痕。颈部主要饰以

2朵西番莲纹。颈部

上端与口部结合处，

用一圈如意云头纹装

饰，填以蓝料珐琅彩，

每个云头纹之间，又

用一点红色珐琅彩隔

开、点缀。

颈下部与腹部交汇处，一圈红色珐

琅彩环绕。腹下部靠近底足处，也用一

圈红色珐琅彩环绕。在这两圈红色珐琅

彩之间，便是腹部的主纹饰。主纹饰用

铜掐丝做成2组牡丹花大花卉和2组小

花卉图案，疏密有致。陪衬主纹饰的底

纹用四方格状、四瓣小花状铜掐丝做成，

主纹饰、底纹饰布局巧妙，填充上红、蓝、

绿、黄、白等珐琅料后，不同色料的珐琅

色调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主纹饰的花卉生

机勃勃的形象，并在视觉上给人一种立

体感，凸显了器物的

雍容华贵，色彩富

丽。腹部最上面紧贴

颈部那一圈红色珐琅

彩带处，也是用如意

云头纹装饰一周。腹

下部紧贴红色珐琅彩

带处，用一周莲瓣纹

装饰。腹下部莲瓣

纹、红色珐琅彩带的

下面，与器底足交接

处之间，用铜掐丝做

成海水纹饰。

足墙外壁也是

用铜掐丝做成小圆

圈纹饰环绕一周。

足墙内壁、外底面可

见制作时明显的手

工捶打的铜片延展

痕迹。足墙处是由

两层铜片紧密贴合

而成，每一层铜片均

厚薄不匀。

此器以红铜作

胎体，掐丝线条细如

发丝，技法娴熟。做

成如此细致的图案，

工艺相当复杂，需要

大器匠、掐丝匠、錾

花匠、镀金匠、填蓝

匠等各种不同的十多种工匠密切配合

才能完成。器物外表露铜处应该是镀

金，但是现在口部镀金部位、底足外壁

镀金部位金色已看不见，但是在足墙内

壁、外底面不易摩擦的地方，还保留了

金灿灿的镀金层，磨损较少。

由于保存不善，器物口部略显变

形。肩部有一处不规则伤痕。

到了清晚期，由于国势衰落，掐丝

珐琅的制作也开始没落，成品数量少，

传世作品不多。这个时期的掐丝珐琅

器造型以瓶为主，器物胎体较轻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