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 高阿申

该器高21.1、口径

15.1、足径 17.2厘米。

折沿，粗直颈，鼓腹下

收，底部承以座子式六

瓣连弧形扁体足，造型

浑厚。腹上部光素，中

腹至底以“半刀泥”技

法刻菱形网纹。连体

底座外墙呈阶梯式拱

壁，连弧形足脊剔地留

边。器身里外施青白

釉，釉面滋润，局部有

灰白及米黄色的土

沁。圈足里墙釉汁略

薄，隐露修坯的竹刮

痕。底为涩胎，质地细

白，并附有褐色垫烧

痕、铁质斑点及窑红。

此为宋元景德镇窑底

胎的常见现象，它的成

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垫具采用了含铁量高

的紫金土（产于浙江的

一种土料，质地疏松，

出窑后容易去掉），高

温下紫金土上析出的

褐色斑痕和铁质斑点

经氧化而粘附于器底；

瓷胎本身含杂质和铁

质成分较多；窑内的二

次氧化作用，使垫饼周

围附上了氧化铁红（即

火石红、窑红，亦称火

烧红）。而二次氧化的

成因又是多方面的，除

了同坯件的胎泥成分

和古代烧柴烧煤的窑

内氧化气氛有关外，还

同窑内及窑具特别是

投入使用不久的匣钵

含有一定的铁离子或

氧化亚铁等因素有关，

因而，瓷胎上有无火石

红并不能证明真假，能

说明真假的是火石红

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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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 李笙清

笔、墨、纸、砚为我国

古代著名的文房四宝，笔

为之首，装笔的笔筒也就

成了一种重要的文房辅

助用具。明代朱彝尊对

笔筒赞誉有加，作《笔筒

铭》云：“笔之在案，或侧

或颇，尤人之无仪，筒以

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

心，归于无邪。”笔筒的前

身为唐代的笔船、笔床、

笔格，最早大约出现于宋

代，《中国古陶瓷图典》中

称“笔筒，文房用具，插放

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

行于清，器型似筒状”。

因小巧精致、使用方便，

很快便风靡一时，至明末

清初时盛行，成为文人墨

客书房中的一朵奇葩，至

今仍长盛不衰。笔筒材

质多样，有瓷、木、竹、漆、

铜、水晶、端石、玉、象牙、

紫砂、翡翠和镏金等，以

竹木笔筒居多。对其古

制，明代文震亨在编撰的

艺术鉴赏典籍《长物志》

中称之“古样，中有孔插

笔及墨者”。另载：“笔筒

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

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

木、花梨亦间可用。”其形

状一般以圆筒形最多，上

下径大体一致，也有六方

形、菱形、梅花形、葵花

形、四方形等多种器口，

大小、高矮不一。笔筒传

世很多，其身上精美的绘

画图案，精湛的雕刻艺

术，无不令人赏心悦目。

瓷笔筒大多是由瓷

画艺人用粉彩原料绘制，

有青花、青花釉里红、墨

彩、五彩、粉彩、三彩、颜

色釉等，或人物，或山水，

或花鸟，或书法，或诗文，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

后经过窑火烧制而成，色

泽温润。瓷笔筒具有胎

釉独特、瓷画精美等特

点，现在见到的明代瓷笔

筒多为上下直口和撇口，

器壁直筒形或略有束腰，

口至底胎体渐厚，器口露

胎或施酱釉，题材纹饰以

人物故事为主。到了清

代，瓷质笔筒盛行，如康

熙时期的青花笔筒，雍正

时期的墨彩笔筒，乾隆时

期的粉彩笔筒，山水、人

物、花鸟、松鹤、百寿字等

是笔筒上常见的纹样题

材，体现了各个时期瓷笔

筒烧制的最高水平。

图中所示是武汉博

物馆收藏的一件清康熙

五彩“四妃十六子”纹笔

筒。器高15.3、口径18、

底径17.6厘米。瓷质，圆

筒形。敞口，直壁，大平

底。内外施白釉，外壁绘

五彩。口沿绘杂宝和锦

地花卉相间，腹部主题纹

饰绘四妃十六子于庭院

中嬉戏玩耍。“四妃十六

子”典故出自宋高承《事

物纪原�帝王后妃�四
妃》：“三代（夏商周）有夫

人而无妃号，汉有贵人，

魏始置妃，此夫人号妃之

始也。唐初皇后而降，有

贵、淑、德、贤，是为四妃

也。”十六子为十六相或

十六族的引申，指古代传

说中的高阳氏的后代八

恺和高辛氏的后代八

元。此为舜向尧推荐的

十六贤臣，因各有大功，

皆赐姓氏，故称十六族，

也称十六相。康熙瓷人

物题材种类繁多，四妃十

六子为当时较为常见的

高雅图案。

图案依筒身展开，只

见四位女子和十六个儿

童神态各异，女子丰颜高

髻，长裙曳地，眉如弯月，

气质高贵，有的心无旁骛

地认真看书，有的神情专

注地抚拨琴弦，有的一手

托腮，一手展卷观画，形

态逼真，呼之欲出。十六

子有的听琴观画，有的对

弈下棋，有的在一边嬉戏

玩耍，有的在捉迷藏，有

的在整理书籍，有的则在

附耳说着悄悄话，一个个

显得活泼可爱，童趣横

生，形象生动传神。筒体

满身绘画，除了一众人

物，另有树木、花草、石

案、几凳点缀，画面生动

有趣，有着望子成龙、妻

贤子孝的美好寓意。

清康熙年间烧制的

瓷笔筒品种较多，主要有

青花、斗彩、釉里红、豆青

釉、乌金釉、祭蓝釉三彩、

五彩等，以青花和五彩瓷

最负盛名。装饰题材多

取自古代神话、传说，图

案多为山水、人物、花卉

及书辞赋等，丰富多彩。

整件器物保存完好，胎质

细密，釉色均匀，色泽五

彩艳丽，显得端庄大气，

体现了康熙瓷制作的精

湛艺术。有这样一件人

物众多、童趣横生的笔筒

摆放在书案之上，朝夕相

伴，着实为文房增添了无

限情趣。

清康熙五彩四妃十六子图笔筒

清代太狮少狮瓷塑
■安徽合肥 芙蕖

陶瓷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中的瑰宝，陶瓷制

品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价廉物美的陶瓷

器不仅是最常见的餐饮

用具、生活用品，精致美

观的陶瓷器也可以成为

高档的陈设物品。明清

以后，陶瓷塑工艺品渐趋

增多，成为陈设品的重要

门类，本文来介绍一件清

代太狮少狮瓷塑。

这件太狮少狮瓷塑

（图1），通高31、通长37、

通宽20.5厘米，整体造型

雕塑一大一小两只狮

子。大狮即太狮，头大，

腹圆，翘尾。面部刻画细

致、生动，两只圆圆的大

眼睛凸出，浓浓的眉毛纹

理清晰，两只大耳朵半卷

半张开，头顶雕刻出几卷

盘旋的法毛，狮鼻硕大，

狮嘴张开露出两排整齐

的牙齿。整个面部的表

情既显出威猛，更伴有可

爱。在狮子的颈部雕刻

有一周纹饰，颈部两侧各

有一个四瓣花纹，花瓣中

间刻有一个“卍”纹（万字

纹），由颈部向下飘有两

条绶带。狮子的腹部和

背部（图2）也都刻有细密

的纹饰，尾部蓬松展开并

刻划纹理，如莲花与莲

蓬。太狮四足健硕，两只

后足与右前足着地，左前

足抚踏着一只小狮子。

小狮即少狮，造型与纹理

均与太狮相似。值得一

提的是，整件器物由大狮

子的头部、身子、尾部及

小狮子四个可拆合的部

分组成，套合巧妙，通体

为古铜色，有仿铜器狮子

的风格。

狮子是一种生存在

非洲草原和亚洲印度、伊

朗等地的大型猫科动物，

其实中国绝大部分地区

并没有狮子。“狮子”在中

国受欢迎，完全属于外来

文化的影响。早期中国

古文献中称狮子为“狻

猊”，狮子传入中国与佛

教东传有很大关系，在佛

经中狮子是兽中之王，也

比喻勇猛佛陀。后来，狮

子渐渐地演变成为菩萨

的坐骑或护法兽，北魏至

隋唐时期的石龛造佛中

常有雕刻狮子作为佛前

护法的形象，文殊菩萨的

坐骑即是狮子。可以说

狮子在佛教界的地位大

致相当于中国皇权象征

的龙，是佛教的一种重要

象征物。随着佛教在中

国的流行，狮子也成为民

间普遍接受的吉祥物，它

有驱邪禳灾、兴隆祥瑞等

多种意义。每逢春节等

喜庆的日子，人们便会在

鞭炮声和锣鼓声中舞起

狮子，在如此多种形式的

传播中，狮子被更多的普

通百姓所熟知。

在这件清代太狮少

狮瓷塑件上，我们可以看

到颈部的“卍”纹、头部的

法毛、尾部的莲花造型等

佛教文化元素，同时这两

只狮子的形象又很喜感，

与民间舞狮的狮子形象

颇为相像，又具有了中国

民间文化元素。

明清时期，器物上的

纹饰图案与雕塑中又出

现了一些规范式的狮子

形象，如狮子滚绣球、双

狮戏球、太狮少狮等。其

中，太狮少狮图有“子嗣

昌盛”的美好寓意，为民

间所喜闻乐见。同时，

“太狮”谐音“太师”，“少

狮”谐音“少师”，太师、少

师都是古代重要官职，因

此太狮少狮图又有高官

厚禄、加官进爵的寓意，

正合官员士大夫们的心

意。

综上所述，这件太狮

少狮瓷塑造型古朴雅致，

雕刻精细考究，工艺巧妙

可拆合，文化元素多重，

所含寓意丰富，是一件具

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古代

瓷塑工艺品。

图1狮子正面

图2狮子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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