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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色让红杜鹃都无法与
它媲美。年少成名的徐凝
也对牡丹的美发出了由衷
的赞叹：
“疑是洛川神女
作，千娇万态破朝霞。”李
山甫的《牡丹》云：
“ 数苞仙
艳火中出，一片异香天上
来。”诗人认为牡丹的红艳
是从“火中出”的，奇异的
香气是从“天上来”
的。
越窑备受文人雅士推

崇。顾况赞其：
“ 舒铁如金
之鼎，越泥似玉之瓯。”孟
郊有诗云：
“ 蒙茗玉花尽，
越瓯荷叶空。”许浑称赞越
窑“越瓶秋水澄”；郑谷干
脆就说，
“ 茶新换越瓯”，足
见喜爱之情。
秘色瓷是越窑瓷突出
品 种 ，始 于 唐 代 ，盛 于 五
代，被作为贡品进贡。秘
色瓷特点是青中泛灰绿，
绒光，格调高雅。从专业
角度解读，秘色瓷是一窑
当中发色最佳、施釉的厚
薄最恰当、放置的窑位及
火路最佳等综合因素所产
生的，是不可多得的，古人
也不能完全掌控其中的奥
秘，因此晚唐五代时被称
为“秘色瓷”。
“ 九秋风露越
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这是晚唐诗人陆龟蒙在
《秘色越器》一诗中对浙江
越窑青瓷的描绘，称赞越
器的青釉色彩，可与千峰
翠色相媲美。这种千古绝
唱的千峰翠色是秘色瓷的
核心，
“ 翠”色即青中偏绿，
也即越州地域的湖泊色。

每周一宝

磁州窑白地黑花虎纹枕的艺术魅力
磁 州 窑 历 史 悠 久 ，延
续千年，是我国古代最大
的民窑体系，是民间瓷窑
艺术的杰出代表。磁州窑
集宋金陶瓷装饰之大成，
以其十足的文化气息、浓
郁的民间色彩、鲜明的民
族特色、深远的世界影响
声震古今、享誉海外。
今 年 是 农 历 虎 年 ，让
我们来品赏一件带有虎纹
的文物瑰宝。
这是一件宋代磁州窑
所产白地黑花虎纹枕（见
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该虎纹枕绘画简洁明
快，画师以娴熟、写意的笔
法绘画了一只蹲坐于地上
的 老 虎 ，富 有 生 活 情 趣 。
只见老虎一改往日威严的
形态，悠闲自在地蹲坐于
草地上，头微侧，前面两脚
搭在一起，长长的尾巴自
然卷曲。老虎身上的线条

生动、纹理清晰，周围绘画
有围框和符号图形，整体
布局合理，显示出古代画
师高超的画技。枕面的图
案上施有白釉，黑花与白
釉形成鲜明的对比，十分
醒目好看，体现了古代磁
窑匠人的精湛工艺和聪明
智慧。
对 人 们 来 说 ，老 虎 是
威严可怕的，可是我们回
头来看这件虎纹瓷枕文
物，上面的老虎不仅没有
可怕的形象，反而变得可
爱可亲起来。可以说，这
是古代磁州窑匠人的创
造，是他们世俗化了的产
物，是迎合市场需求、接地
气的一种表现。
磁州窑是著名的民间
瓷窑，
有
“南有景德，
北有彭
城”
之说。磁州窑创烧于北
宋中期，
并达到鼎盛，
南宋、
元明清仍有延续。磁州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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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
墨画和书法艺术的技法，
创
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底
黑绘装饰艺术，
开启了中国
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
磁州窑的瓷器品种很
多，以白地黑花（铁锈花）、
刻划花、窑变黑釉最为著
名。它的装饰技法突破了
当时流行的“五大名（官）

E-mail：sckb＠vip.163.com

关注收藏快报
微信公众号

窑”
（汝、官、钧、哥、定）的
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
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
影响极为深远。
磁州窑的白地黑花是
一种釉下彩绘方法，
其工艺
流程是在胎体上画好黑色或
赭石色花纹、
图案以后，
在其
上施以透明釉，
然后将其入
窑烧制。
（尼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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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实的收藏行情中寻觅市场机会

丹的色艳花硕与唐代的恢
宏大气相得益彰。唐代诗
唐代文豪刘禹锡诗
人多有诗文盛赞牡丹。初
云：
“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
唐李正封有诗云：
“ 国色朝
开 时 节 动 京 城 。”暮 春 时
酣酒，天香夜染衣。”王建
节，牡丹吐艳，丽压群芳。 的《赏牡丹》一诗对牡丹美
“ 青 如 玉 、明 如 镜 、声 如
的激赏则更为夸张。诗中
磬”，这是对越窑青瓷的赞
这样写道：
“ 香遍苓菱死，
评。青瓷之中表现国色天
红烧踯躅枯。”牡丹的香气
香，自然别有韵味。上海
竟然让苓菱都自惭形秽，
博物馆馆藏五代越窑青釉
自愧不如几欲枯死，艳丽
刻花牡丹纹罐（见图），即
是一件珍贵藏品。
五代越窑青釉刻花牡
丹纹罐，高 9.5、口径 6.25、
腹径 12.4、足径 7.1 厘米，重
420 克。这件越窑青釉罐
造型规整大方，胎质细腻，
胎色灰白，釉汁莹润，微泛
青绿。器物表面开光刻划
牡丹纹，花瓣深刻，花瓣的
纹路浅浅划画，在釉层的
遮罩下既富于肥厚的质
感，又不乏精致的细节之
美。
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
产花卉，作为一种审美意
象源远流长。唐代是诗的
盛世也是牡丹的盛世，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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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青瓷开牡丹
■浙江永嘉 胡胜盼

高 28.3 厘米。瓶直
口，长颈，圆鼓腹，卧足。
通体罩施粉青釉，凸雕苍
龙教子腾云纹，釉色澄净
晶莹，
透彻亮泽，
浮雕层次
分明，利落有力。底部刻
“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在佳士得香港 2022 春拍
会获价1725万港元。

近期，开古玩店的许老板
没有像以前那样天天开店营
业，而是隔几天才去开一次店
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今
年以来，由于受到疫情的不利
影响，古玩市场的人流量有所
减少，藏家、买家直接前往实体
店铺挑选、购买古玩的频次也
有所减少，为此古玩商开始转
变经营思路，更多地采取线上
售货的方式进行经营，以维持
自身业务量。
香港艺术品拍卖行情是全
球艺术品市场的风向标。眼
下，苏富比、佳士得等几家大型
拍卖行的香港春拍已结束。从
它们的拍卖结果来看，今年的
香港春拍延续了去年的拍卖情
势，没有掀起大的波澜，拍卖行
情较为平实。也就是说，从成
交结果来看，今年香港春拍没
有多少太吸引我们眼球的地方
和数据，高价成交的拍品并不
多见。鉴于此，许多藏家和投
资者都把希望寄托于即将在内
地铺开的春拍大戏，期待着内
地的 2022 春拍市场能出现亮眼
的行情，
也能有好的收获。
笔者认为，本季香港春拍
之所以出现较为平实、没有大
起大落的行情，其原因有三：一
是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藏家和
投资者赴现场参拍的热情减
弱；二是经过近几年的持续调
整，艺术品市场变得更为理性，
在竞拍出价、洽购交易等方面
尤其如此；三是拍品征集难度
进一步加大，市场上许多拍品
都似曾相识、反复上拍，
“重货”
“硬货”少之又少。市场行情虽
然如此，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市
场就没有多少看点乃至寻觅不
到机会了。恰恰相反，市场机
会总是有的，就看你如何去寻
觅和把握。收藏界许多成功人
士的经验告诉我们，愈是在平
实的行情中，愈有可能孕育着宝贵的机
会。只有及时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
会，迅速行动，积极应对，才能使自己在
收藏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如何才能在看似平淡 、较为
平实的市场行情中，把握住艺术品收藏
和投资的良机、获得不错的收益呢？这
就需要藏家和投资者具有敏锐的洞察
力，具备较强的市场分析能力、行情把
握能力和交易时机判断能力。正如香
港永宝斋主人、古董经纪人、著名鉴藏
家翟健民所说的，有远见的收藏家永远
是最终的赢家。而要具备这些能力，必
须下足学习钻研的功夫，掌握足够的艺
术品收藏鉴赏知识，练就过硬的实战技
能。
（尼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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