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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瓷上的文化外销瓷上的文化““密码密码””

本版照片
由珠海泰锋文博古玩城提供

□本报记者 耿晓筠

“盘他”是2018年的一句流
行语。这个词出自什么“梗”而迅
速串红起来，许多人并不清楚，但
在玩玉人的世界里，“盘他”就是
盘玩自己心爱的玉石。

千年磨砺，温润有方。国人
尚玉，除了礼玉、佩玉、赏玉，最值
得玩味的是“盘玉”。古玉盘玩是
玉文化和古董文化中一个极具特
色的现象，对玉器做专门的抚玩，
使其由生坑状加速熟化，称作盘
玩玉石，简称盘玉。据专家介绍，
盘玉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赏玩古玉
的方法，通过盘玉，可以使古玉器
的质地呈现特别的变化，犹如脱
胎换骨状若宝石，是藏家玩家的
乐趣之一。盘玉的方法最早见于
《玉纪》，当中分为文盘、武盘和意
盘，民国刘大同《古玉辨》则作急
盘、缓盘、意盘。无论哪种盘玩，
各种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加速熟
化玉石。

美玉可遇不可求。从古至
今，玉文化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
望和情感，包含“宁为玉碎”的爱
国民族气节，“化干戈为玉帛”的
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
私奉献品德，“瑕不掩瑜”的清正
廉洁气魄等。在汉字中，许多美
好的事物都以“王”字为偏旁，足
见人们对玉的喜爱。“君子无故玉
不离身”，求得一块好玉，自然要
时常把玩，“包浆锃亮”“润泽无
比”是许多玩玉之人的孜孜追求，
但专家提醒，和玉“亲近”切不可
操之过急。专家介绍说，所谓“文
盘”，就是利用人体较为恒定的温
度贴身而藏，文盘耗时费力，往往
三五年不能奏效。清代历史上曾
有父子两代盘一块玉器的佳话，
这类穷其一生盘玩一块玉器的故
事，史不绝载。所谓“武盘”，就是
短时间内不断的磨擦，让玉器在
磨擦中升温，一段时期后玉的颜
色会变得越来越鲜亮。

爱不释手是好玉。专家认
为，和田美玉以其独特的美感让
藏家情有独钟，一块上好的和田
玉，在手中的感觉就是一块油酥，
软软滑滑、油油糯糯，这也是和田
玉的独特魅力所在。无论收藏古
玉还是新玉，都应以工精、质优、
色巧、形奇为收藏原则，同时玉器
的价格主要受雕工、玉料、时代等
因素的影响。至于“盘玉”本身，
并不能对玉石的优劣产生本质的
改变，多数人在盘玉之前，都是先
选料，因为好料在盘玩过程中产
生的微妙变化，会让爱好者感觉
乐趣无穷。专家提醒，盘玉可以
说是用人手对玉石进行更为精细
的抛光美化，这是玩玉的一种乐
趣，是人与玉石的对话，是人对玉
石热爱的体现，而并不是为了尽
早盘出包浆和光泽的机械行为，
因此爱玉之人切忌玩物丧志。

□本报记者 耿晓筠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记
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
多城市的小巷里依然会传出

“锔缸锔碗锔大锅”的吆喝声，
这是锔瓷匠挑着担子在走街
串巷招揽生意。每每这时，家
里的老人就会将家里磕碰坏
了的锅碗拿出去修补。说起
锔瓷，称得上是一门古老的民
间手艺，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
像订书钉一样的金属“锔子”
修复起来的技术。“没有金刚
钻，不揽瓷器活”的歇后语就
是从锔瓷手艺中得来的，在古
代名画《清明上河图》里，就有
街边“锔瓷”的场景。

眼下，走街串巷的锔瓷人
是再也看不到了，但锔瓷手艺
作为瓷器修缮的重要手段，却
随着“收藏热”而变得越来越
珍贵。据专家介绍，锔补修复
瓷器行当的产生，与中国瓷器
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有
史可查，这门手艺最早是出现
在宋代张择端的巨型手卷《清
明上河图》中，画面中描绘了
锔匠做活的一幕。锔瓷行当
经历了宋、元、明、清、民国、新
中国，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
史，影响了中国多少代人的生
活。锔瓷在民间被称作“锢炉
匠”，最初是为谋生而产生的
一门手艺，是“街挑子”的一
员。在古代，瓷器是绝对的奢
侈品，每当一件瓷器破碎后，
拥有者便无计可施，留着无
用，弃之可惜。于是，匠人们
在实践中总结、理顺、规范出
一套合理的锔瓷技艺，发明了
独一无二的“金刚钻”和“锔
钉”，继而便产生了锔补修复
瓷器这一行当。

到了清朝乾隆盛世时期，
锔瓷开始分化为两大类，即常
活和行活。常活又叫粗活，纯
为民间生活用品为主的锔瓷
修复粗活，通常被称作锔盆、
锔碗、锯大缸的锢炉匠，所用
的工具金刚钻、锔钉都比较
大、粗糙、单一、是清一色的铁
钉；而行活则是专为达官、王
爷、贵族、八旗子弟们享乐而
服务的锔瓷细活，也叫秀活，
所用的工具金刚钻小巧精致，
锔钉完全用民间绝活锻铜工
艺加工而成，美妙绝伦，有花
钉、素钉、金钉、银钉、铜钉、豆
钉、米钉、砂钉。由于有了锔
匠精美绝伦的锔瓷细活，使得
那些达官、王爷、八旗子弟们
在享乐中兴起了“锔活秀”。

“锔活秀”很快在古董、古玩行
里有了“一席之地”，由被动修
补而转为主动作秀，由单一的
锔补转为锔补修复、嵌饰做
件、镶包配饰等艺术魅力独特
的一门绝活技艺，成为古董、
古玩行里古旧老瓷器作秀的
一门专业行当。

让破碎的瓷器复原“重
生”，让残缺的古代瓷器散发
出独特的美。如今，锔瓷技艺
已成为传承、修缮、抢救中国
古代瓷器的重要手段。

□本报记者 耿晓筠

近年来，随着“收藏热”
的逐年升温，催生了外销瓷
的“回流”热潮。与传统的中
国古瓷器不同的是，这些在
几百年前甚至更遥远的年代

“远渡重洋”的外销瓷，称得
上是中国瓷器中的“奇葩”，
不仅形态各异，而且图案特
殊，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外销瓷因其画风漂亮，
施彩工艺繁复，受到众多收
藏者的青睐，早在上个世纪
末就开始进入收藏领域。这
些富有浓烈异域风情的外销
瓷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
信息？据泰锋文博古玩城专
家介绍，“外销瓷”是中国出
口到国外瓷器的总称，作为
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中国
古瓷器曾经征服过世界。中
国外销瓷的生产和贸易历史
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

考古发掘证明，在朝鲜、日本、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
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
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
亚等国都出土了中国唐、五代
时期的陶瓷标本，品种有唐三
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
窑瓷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窑
瓷器等。中国陶瓷运往世界各
地后，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自
唐代以来，各国陶瓷工匠竞相
仿制，并生产出各具民族风格
的陶瓷制品，从而推动了世界
陶瓷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极大
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到
明清时期，新航路开辟之后，外
销瓷器的销量激增，不仅有外
贸交易的“外销瓷”，更有“定制
瓷”，输出范围从亚洲扩展至欧
洲、美洲，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
外销瓷市场，景德镇陶瓷成为

“世界商品”。
在瓷片上碰撞出东西方文

明的“印记”。外销瓷不仅是中
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缩影”，也
完美“记录”了东西方不同的审
美需求。泰锋文博古玩城专家
认为，外销瓷体现了外国人对
中国陶瓷的审美和艺术追求，
也充分展示了瓷器贸易带来的
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随着明
清时期瓷器出口量的增加，古
代工匠们更注重根据不同国家
的生活习俗，为国外特殊需求
专门生产或烧制瓷器的风气日
渐兴盛。从清代外销瓷品种上
看，虽然青花占据数量较大，但
各类彩瓷，粉彩、五彩、绿彩瓷
尤其是加金彩的数量开始增
加；从造型上看，中国传统的器
型数量仍占绝大多数，如将军
罐、观音瓶等器形；从纹饰上
看，大多数纹饰都是中国传统
的绘画，但有一部分是具有明
显欧洲风格的器物，如汤盆、水
器、双口瓶等。还有一类与中
国的传统瓷器造型略有差别，

是在传统器型的基础上局部略
有变化，如花卉、人物、动物等，
但也有部分是欧洲来样定制的
图案，如一些典型的欧洲帝王
肖像、名人肖像、徽章、郁金香
花卉以及反映航海题材的船纹
等，这些纹饰在国内瓷器上十
分少见。这也是外销瓷最具特
色的，画工的表现方式也更符
合西方的审美需求。专家介
绍，纹章瓷是最富特色的一类
外销瓷，作为欧洲各种组织、皇
室、贵族、军队等群体委托在中
国的贸易公司定制烧成的瓷
器，这些瓷器上都绘有代表群
体标志的徽章，很多家族的传
承脉络通过纹章瓷体现的一清
二楚，不同的纹章也成为不同
时期外销瓷风格特征的断代依
据。专家认为，作为一段瓷器
历史的见证，外销瓷凝结着中
西方艺术审美交流融合的痕
迹，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文
化意义。

□本报记者 耿晓筠

“曾于扇上画山水,咫尺
内万里可知”。中国传统扇
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深受历代文人雅士喜爱的扇
面，如今在拍卖场上表现抢
眼。在藏家的追捧中，“扇文
化”的魅力也愈加放大。

小扇子背后蕴含着大
文化。据泰锋文博古玩城
专家介绍，在中国书画的门
类中，扇面一直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扇面虽然形体小，
属于书画小品，但其集诗、
书、画、印和制作工艺于一
身，包含了人物、山水、花
鸟、书法等所有书画题材，
也考验着作者在构图和笔
墨技巧等方面的能力。自古
以来，有名望的书画家，大都
在扇子上作过书画，因此名
家扇面作品也是历代资深藏
家追逐的对象。由于宋元以
前的扇面在市场已很难见
到，因此明清以来书画名家
的扇面备受藏家青睐，尤其
在美术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和影响力的书画大家的扇
面处于较高价位。近代名
家如齐白石、张大千、黄宾
虹、傅抱石、吴湖帆、谢稚柳

等的扇面也备受追捧。
题诗作画，抒情言志。一

叶扇面，寥寥几笔，承载的是历
代文人的情感寄托，也是中国
传统“扇文化”的魅力所在。据
专家介绍，中国历代书画家喜
欢在扇面上绘画或书写诗词抒
情达意，或为他人收藏或赠友
人以题辞留念，因此扇面承载
着创作者的情感与寄托。中国
的扇面画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
朝时期，受老庄哲学以及佛教
传入的影响，又经历了战乱和
统治的黑暗腐朽，当时的文人
们渴望宁静的生活，于是以扇
为载体，将清新简约的山水画、
山水诗作于扇面，寄托精神。
到隋唐时期，经济繁荣带来的
文化发达让文人在扇面上题诗

作画的兴趣更为浓厚。从周昉
的《簪花仕女图》上可以看到，
当时宫廷贵妇的生活与穿戴、
所用器物等，画中的仕女手持
长柄团扇，其扇面绘制了雍容
华贵的牡丹花图案；南唐画家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
也有仕女手持团扇，上面绘制
山水树花等自然物；更有诗人
罗隐作《扇上画牡丹》来吟诵
扇上牡丹之翩然逼真。在宋
代绘画艺术蓬勃发展时期，宫
廷画家更是画扇成风，书画扇
面相应得到飞速发展，臻于顶
峰。受到理学影响，宋代扇面
画风格清丽素雅，色彩深沉，
富有理性美，宋徽宗赵佶的
《枇杷山鸟图》、徐熙《豆花蜻蜒
图》、刘宗《群鱼戏藻图》等皆是

扇面精品。
手持摇扇，风度翩翩。作

为书画作品的一种形式，扇面
分为折扇和团扇。据专家介
绍，在宋、元时代，团扇画广为
流行；明代以后，折扇画渐执
牛耳。清代是折扇大发展的
时期，扇子在文人官员间的使
用更加频繁。扇子在成为一
种欣赏性艺术品的同时，更是
一种身份地位趣味的象征，成
为文人名士彰显自身社会角
色的道具。清代及第的状元
们热衷于以自身扎实的书法
功底在扇面上写诗作画，体现
个人风格，表现自己的博学多
才和显贵，以此馈赠亲朋好
友，这一流行的的扇面艺术被
称为“状元扇”，成为清代独特
和普及的现象。

雅玩小品的扇面收藏需
注意什么？专家支招，名家的
价值不能替代艺术的价值，要
兼顾名家效应与艺术性，扇面
价值高低与“艺术性”有关。
首先，题材不同艺术价值也不
同；其次，同一艺术家不同时
期创作的作品价格也不一；此
外，名家仿前人扇面与其原创
作品存在价格差异，而名家的
应酬之作价位偏低，升值空间
较小。《清明上河图》中，画面中

描绘了锔匠做活的一幕。

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一批批外销瓷远渡重洋，被运到世界各地。

小扇面里的大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