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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王重阳 左中仪
2014 年秋季，北京中国书店书刊
资料文物拍卖会上，有多件清代云锦
织品同时上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第 914 号清乾隆御用红底凤凰牡丹织
金漳缎拍卖品（见图）。该缎料长 480、
宽 58 厘米，通幅富丽堂皇，特有的起
绒技艺使其纹饰更富有立体感，被誉
为“丝绸上的浮雕”艺术，其缎边嵌织
有“江宁府江南织造倭缎堂”款识。此
拍品施金厚重，
虽已历经200多年，
但色
泽如新，
品相上佳，
起拍价达 80 万元。
漳缎是一种在缎地上起绒的丝绸
织物，初因福建漳州织得最佳、最为有
名，
故以属地冠名之。
《中国工艺沿革史
略》称：
“漳缎，
自明以来始有之，
因传说
此技艺源自东夷，
故亦名
‘倭缎’
。
”
然而，近年来有国内外学者研究
发现，
“ 倭缎”并非来自日本，而是欧
洲。有证据表明，
早在汉代中国的丝绸
及蚕桑养殖业传入西方，
伊比利亚半岛
国家（如西班牙、
葡萄牙等国）发明用丝
绸生产的“天鹅绒”技术，明代“隆庆开
关”后，由荷兰人将这种“丝绸起绒”技
艺经日本传入中国福建，
清代苏杭地区
又将该技艺加以改进和提高。因此，
“倭缎”
本应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技术，
在欧洲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清代的江宁府也就是今天的江苏
南京。江南织造则是“江宁、苏州和杭
州三织造”的统称，为专办清廷御用及
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
“倭缎堂”，
作为专职生产倭缎的工场，其具体位
置又在哪里呢？据清嘉庆《江宁府志》
载：
“ 开平王府即今倭缎堂。”资料显
示，明初的鄂国公常遇春的府邸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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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如今南京的常府街一带。
在清早期贸易中，特许经营的地
能在江宁织造局中“鼎足而立”的
方官府奉清廷之命，以“四庹（一庹约
倭缎堂，一定是根据倭缎的需求量所
合五尺）倭缎 1 匹，换取骏马 3 匹或肥
设。在各类资料中，有关“倭缎”的描
羊 25 只”的固定比价与远道而来的中
述不尽相同，大多认为，是一种以高档
亚客商交易，可见当时的倭缎俨然就
蚕丝制成的平绒或提花的绒缎料，御
是“边贸”
中的“硬通货”。
用品则多数嵌织有金银丝、孔雀羽等
大文学家曹雪芹对“倭缎”非常熟
装饰，
构成极其精美的立体图案。
悉，
在其《红楼梦》中就曾多次提及。
有清一代，倭缎被奉为“珍品”，穿
随着时代变迁，
“ 倭缎堂”又经历
着倭缎服饰不仅彰显着装的华丽与富
战火毁损、重建、衰退，直到消亡。咸
贵，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清
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时期，江宁织
顺治九年（1652）的《钦定服色肩舆永
造局（三处机房）均毁于兵燹。同治四
例》中明确规定：凡公、侯、伯以及七品
年（1865）五月，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
以上官员皆可着倭缎服饰，七品以下 “萧规曹随”，在珠宝廊（今南京内桥附
至举人、秀才等则只能在衣服的袖、领
近）复建“江宁织造局”，将供应机房与
上用倭缎镶边，其他兵民概不允准使
倭缎堂均合并于此，但其规模已远不
用，
违禁者杖百、徒三年。
及先前。从此，
南京常府街上存有 200
在清代档案里，常可见到历朝皇
多年的“倭缎堂”
终于成为了历史。
帝将“倭缎”作为“赏赐品”使用，被封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以物
赏者多为皇亲国戚和受恩宠的王公、 力艰难为由，裁撤江宁织造局，持续了
大臣，以及蒙藏贵族、藩属王、外国使
260 年的“官办织造”终告结束，但“倭
节等。清乾隆七年（1742）
《国朝宫史》 缎”
的制作技术仍在民间得以传承。
记录“乾隆爷”给后宫的“年俸”，其中
倭缎堂作为江宁织造局重要组成部
关于“倭缎”的赏赐如下：皇太后、皇后
分，
参与和成就
“江宁织造”
曾经的繁荣
各 4 匹，皇贵妃、贵妃、妃子各 2 匹，嫔、 与辉煌，
也见证了曹雪芹家族三代的荣
贵人各 1 匹，
常在、答应则无。
辱和兴衰。

北宋越窑青釉玉壶春瓶赏析

这是一件北宋越窑青釉玉
壶春瓶（见图），展陈于福建省世
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该瓶
釉色青翠，仿佛春天树枝上发出
嫩芽的颜色，充满生机和活力。
其造型规整、线条流畅，十分秀
气，赏心悦目。该瓶的腹部刻划
有花卉纹饰，线条看似随意，其
实自然洒脱、舒展奔放，显示出
古代匠人高超的技艺。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
的青瓷窑，越窑所在地主要在越
州境内（今浙江省宁波市和绍兴
市）。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
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的时期，居
全国之冠。越窑之名，最早见于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
“越瓷
类玉邢瓷类冰。”越窑青瓷与唐

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
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
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
越窑青瓷的形制。
越窑青瓷，以胎质细腻、造
型典雅、青釉莹莹、质如碧玉而
著称于世。这种如冰似玉的美
丽釉色 ，深受诗人的赞赏和喜
爱。有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
过这种美丽，如顾况、孟郊、陆龟
蒙、徐夤、施肩吾、郑谷等。
宋代是越窑的鼎盛时期，也
是越窑的衰落时期。北宋早期，
越窑的工艺和风格基本上是继
承了五代吴越国时期的特征 。
北宋比五代时更注重纹饰的装
饰效果，这个时期的越窑产品以
纤细的划花装饰为主要特点，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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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淘炼更精细，胎体烧成后也
更为坚密，釉层厚而透明，光泽
度更好，釉色以青灰色居多，也
有青黄、青绿等釉色。器物的
装饰以纤细的划花为主或伴有
少量的刻花。纹饰图案十分
丰富，也十分流行对称图案，
如对双凤、对双蝶、对双鹦
鹉、对称的花卉等，其他还
有云鹤、鸳鸯戏荷、龟心
荷叶等纹饰。
越窑瓷器在我国一
些大型博物馆里有收
藏 ，十 分 珍 贵 ，其 繁 复
的刻花、划花工艺和青
翠欲滴的釉色，都值得
我们深入研究。
（尼松义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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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艺术品展览要挖掘历史文化内涵

从御用红底凤凰牡丹织金漳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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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爱好者大都喜欢
看文物艺术品展览，通过参
观展览，收藏爱好者能够开
阔视野、增长知识，可以从
各种文物艺术品中感悟中
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
力量。
一场好的文物艺术品
展览，让观众快乐地徜徉在
文 物 瑰 宝 、艺 术 品 的 海 洋
中，总会启发他们的思考，
引发他们的共鸣，有的优秀
展览甚至能够让观众看了
又看、流连忘返。而办得一
般的展览则由于其内容和
内涵简单，难以引起观众的
观看兴趣，许多观众甚至看
一眼就想离开，这样的展览
缺乏独创性、吸引性，不会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那么，什么样的文物艺
术品展览才算是好的展
览？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文
物艺术品展览才能吸引观
众、让观众爱看呢？笔者认
为，有独到的艺术创意、深
刻的思想内涵、有趣的历史
故事、丰富的文物知识、厚
重的文化内容的展览，方可
称之为优秀的文物艺术品
展览。
这些年，随着人们文化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级
各类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博
机构经常举办文物艺术品
展览，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了
解文物知识、提高鉴赏能力
的需求。为了提高文博机构的整体
办展水平和质量，激发文博界的创新
活力，我国有关部门每年都开展文物
艺术品展览评选，通过评选，选拔出
优秀展览。从近几年的评选情况来
看，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等文博机构曾经推出过
一些优秀展览，
获得业界好评。
笔者注意到，这些优秀的文物艺
术品展览都具备这样的特点，从一个
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的角度展
开精心的策划，把耐人寻味的历史故
事与相关文物藏品联系起来，形成颇
具吸引力、关注度的看点。有时候，
为了组织一场好的展览，一家文博机
构的文物藏品数量不够，策展人要发
挥良好的沟通协调作用，从其他文博
机构中寻找合适的、有关联性的文物
藏品，以充实这次展览的内容。值得
提及的是，策展人还要吃透文物藏品
的历史文化知识，善于挖掘文物藏品
背后的故事，撰写好展品说明，让观
众有东西可看，并观有所得、看有所
悟。
（尼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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