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网：www.
x
i
nmi
n.
cn

2017年 8月 12日 星期六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
mh@xmwb.
com.
cn 读者来信：dzl
x@xmwb.
com.
cn

责任编辑∶祝鸣华 视觉设计∶黄 娟

/民间收藏

电
话
二
十
六
年
间

! ! !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的
家庭很少有私人电话。电话局为了
满足市民安装电话的渴望，于 !""!
年向私人放号。我成了放号以后较
早使用电话的用户。由于我保存了
#$ 年间的所有电话账单，通过账单
可以看出 #$ 年间的变化。
那时申请私人电话，要到江西
中路去办手续，装电话不是想装就
能装的，首先所在地区要有线，没有
线一切都白搭。由于申请的人多，费
时费事费钱，费时是指要排很长的
!
队，没有半天还真不行；费事，装电
郑
话，必须购买电话局指定的电话机
自
（#%& 元），哪怕自己家里有电话机
华
也不行，买了指定的电话机才能“验
收”合格，另外还要买 && 元的接线
盒与长线；
费钱，
装电话必须支付初
装费 '(%% 元 （下图），初装费相当于今天的众
筹。我的第一张电话账单是 )""! 年 !% 月 * 日，
# 个月开一次账，租费
当时电话号码为 + 位数，
&* 元（每月 )+ 元），加上装移费 "( 元等，应缴
总金额 )$&,+% 元。那时，电话局很吃香，因为吃
香，所以也很霸道，试举几例：),)"") 年 )% 月账
单寄出时间是 #% 日，缴款日期为 #+ 日，从收到
账单到付款截止日连一个星期都没有 （上图）；
#,账单后面的“用户须知”共有 ( 条，其中第 &
条：
“用户应按时交纳电话费，逾期收取滞纳金，
超过十天按日收取 )-的滞纳金。经发函催缴，
两个月不付费者，做停话处理，
超过三个月做拆
线处理”。想想看，每天 !-的滞纳金是什么概
念？到 !"". 年 & 月份将滞纳金改为千分之 &；
&,)""" 年 * 月份的账单背面，将“注意事项”
悄悄地改为“服务指南”，一直至今。不要小
瞧这改动，电话局终于放下了架子！
与此同时，电话账单规格开始变大，
)""(
年 )# 月份电话账单显示号码改为 . 位数了。
)""& 年 . 月份的账单收费内容增加了“声讯服
务费”，以后有了 .*))、.$))、.)$. 声讯专线，这
些专线有福利彩票中奖查询，体育彩票中奖查
询，新股中签查询，个股点评，大学英语四、
六级
考试信息查询，法律服务专线，
等等。有了
“声讯
服务”/单位电话费用猛增，经常看到这样的情
况，有人拿着耳机，就是不说话。到后来单位只
得申请关闭“声讯服务费”
。!""" 年 & 月份的账
单上有了“您上月账款 0000 已经收到，谢
谢！”避免了账单是否缴款的矛盾。
说到电话，不能不说上网。#111 年 ( 月份
! 次 & 分钟 1,21
账单有了 .!$& 上网信息费，
元，这是我初试网络。从此以后每个月都有上网
信息费，211' 年 2 月份 *$ 次，'*($ 分钟，
"+,1$
元。211' 年 $ 月份账单正式改名为“上网通信
费”
，关于上网通信费，
电话局是这样解释的：
用
户拨号上网，接入号为 ....3!$"3.!$&3.!."1 等
所产生的通信费，每分钟 1,12 元。那时拨号上
网不仅繁琐，而且费用高。211! 年 !2 月的账
单“中国电信”正式推出“上海电信 4567”，
享受网上冲浪体验，这是“体验”，那时浏览
一个网页速度很慢，别说传文件了。#11$ 年 '
月，我正式申请宽带上网，由此开始了真正的
无拘无束的上网。
随着手机的普及，曾经灸手可热的电话已
经成了鸡肋。我们兄妹之所以还保存电话，
是为
我那 "$ 岁高龄的老母亲通话提供方便。

! ! ! ! 从事印钮研究很早，
是从鉴
识西门派薄意大师林清卿开始
的。上世纪 .1 年代初，
在集云阁
因工作的缘故，常去寿山石产地
福州出差，
与前辈寿山石鉴赏家
陈清狂、方宗珪的相识，可谓机
遇巧合。那时，研究书籍少之又
少，
只有能者为师，
《寿山石志》、
《寿山石小志》 成了我的良师益
友。记得福州石雕总厂外宾陈列
室、
于山书画社、
福州文物店，
有
东西门古工旧章展示，
每年数次
出差必前往观赏，心得渐成。有
一次去清狂师府上赏印，
画案上
印石山积，五彩缤纷，只见一方
乌黑铮亮的牛角冻小印，
觉得十
分有趣，
印面篆刻为陈子奋所作，
印侧薄意雕了一个策杖高士，构
图简约，
刀法挺拔，
清狂师一边风
趣幽默地用带有绍兴腔的上海话
说“老嗲咯”
，一边还为我讲了此
印的特色及“卿伯”的故事……
“文宝”
“
、香俤”
的大名，
也是从清
狂师那里听到的。
后来，
石雕厂的
林炳惠，
知我喜清卿薄意，
千方百
计搞来一套拓片，真是如获至
宝，如虎添翼。从此，
也就与研究
印钮结下了不解之缘。刻印之

! ! ! ! 曾听人说玉是有文化的，琢
磨许久，百思不得其解。在玉雕
大师曹平工作室，看了不计其数
的玉雕作品，豁然开朗。比如，他
的《白玉山字香薰》，看似简单，
其实内涵深刻。高十来厘米的香
薰用和田白玉雕刻捏子和身体，
用小叶紫檀雕刻盖和底座，盖、
身、底三者是无螺纹连接，尽靠
圆环内外的间隙锁住。
说起《白玉山字香薰》的创
作，缘起一次好友的盛邀。
一日，
好友请曹平去他朋友处游玩，被
婉拒后好友采用硬拽死拖的方
法把曹平“捉”
到朋友处，
进门一
看才知道是一次小范围的熏香
聚会。当一缕白烟慢慢飘起，
一
丝清香悠悠游过鼻尖的瞬间，
曹
平心中油然而生了一个念头，
何
不创作一件文玩？所谓文玩，
指
的是文房四宝及其衍生出来的
各种文房器玩，也是专业收藏人
士为之“疯狂”的重要收藏品之
一。其一，
“文玩”
具有浓厚的文
化价值、历史价值，尤其是那些
古代名人使用过的“文化用品”
，
不仅流传有绪，而且放在书案
上，更彰显收藏者的修养与气
质。其二，
“文玩”适合把玩，把玩
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玩与收藏家
“情感沟通”的过程。其三，
“文
玩”
麻雀虽小，
但也五脏俱全。虽
然说它们都是“小器”，
但是往往

醉石风流
余，对审石辨钮情有独
钟，
乐此不疲。新世纪后，
执掌西泠印章拍卖，#11$
年秋拍，首次推广林清
卿，市场知之甚少，其后
上拍杨玉璇，
创造了当年
的天价。五年后，我在朵
云轩拍卖创设“古工集
粹”主题，引起业界广泛
关注。去年，
由上海市收
藏鉴赏家协会与上海书
画出版社战略合作出版
的《醉石风流—海上藏印
集》，
以篆刻藏品为主题，
在上海书展首发，读者踊
跃，
盛况空前。当与王立
翔总编探讨今年新选题
时，印章三美之一的“印钮”主
题，
作为篆刻的延续，不谋而合，
自然而然放到了议事日程上。
明清以降，以杨玉璇、周尚
均为代表的寿山石印钮雕刻大
家，
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艺术珍
品，可惜的是这些宝贵遗产，归

各大博物馆所藏，
养在深闺无人
知，
民间爱好者难识其庐山真面
目。我们试图抛砖引玉，
让雕刻
家可看到印钮所承载的古人的
创作理念及雕刻语言；印章鉴藏
家可欣赏到印钮的造型、
雕工之
美；
印章收藏爱好者可按图索骥

白玉山字香薰
! 张 东

在制作上也都是穷工极巧、
精雕
细琢。对牙、
角、
骨、
石、
玉、木、金
银和珠宝材料都能驾驭的曹平
选用了玉木结合，经过数月的深
思熟虑后，选料、设计、制作，一
款做工精湛的文玩《白玉山字香
薰》坐落在曹平的案桌上了。
《白玉山字香薰》的顶端是
白玉立体圆雕甪端。神话中的甪

端，相传与秦始皇有关。相
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曾
用异兽杂交，
育出无繁衍能
力的怪兽一对，其形怪异，
犀角、狮身、龙背、熊爪、鱼
鳞、牛尾，
名叫甪端。甪端和
麒麟都是中国古代民间臆
造的，
流行于官场和民间的
一对独角兄弟。在官方，它
们象征光明正大、秉公执
法；在中国民间，它们象征
吉祥如意、
风调雨顺。拇指
大小的甪端神态逼真，铜铃
般的双眼凶神恶煞，
张开的
嘴口里露出四颗大大的獠
牙，两两上下对齐排列工
整。
甪端的尾梢雕刻相当精
致，丝丝毛发粗细均匀，如
此小的一个甪端各个部位
雕刻的如此细致到位，
可见曹平
功力深厚精湛，甪端腹空，当燃
烧沉香时，
从甪端的口中飘出袅
袅青烟，萦绕而上犹如腾云驾
雾，好不悠闲，香薰与香炉既相
似又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炉身四
周密封，熏身四周有透气孔。为
了香薰的美观，
熏身会采用镂空
雕刻花纹或线段等，而曹平则借

陶艺小品《牧牛》
! ! ! ! 陶“草满池塘水满陂3山衔
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3
短笛无腔信口吹。”这是小品《牧
牛》欲描绘的一幅生动画面。它
是由名扬四海的广东石湾公仔
和根艺巧妙组合的陶艺小品。
爱好陶塑的我，从广东石湾
收藏了不少人物和动物方面的
精品微塑公仔，当地人称“迷
雕”，它们价格不菲3比平常在花
鸟市场水族摊见到的公仔明显
要精致得多。这些小东西逼真可
爱、弥足珍贵，大多是出自石湾
著名的陶塑艺人手里。每当创作
时，我信手拈来，
《牧牛》就是一
例。作品中的牛姿态各异：
或低
头寻觅，或直视前行，或抬首远

! 袁慧敏

眺，
或横身顾望……件件凝炼逼
真、
栩栩如生；在牛群的一侧，
则
是两个头戴宽边草帽，手握牛鞭
谈笑风生，
一左一右并排坐在柴
堆上的牧童；我又将多年前，在
天山茶城一爿店铺里觅到的一
块桦木板作为作品底板，
精致漂
亮的木板，带有清晰的圈状年
轮纹理，恰似池塘涌起的涟漪，
中间还取材一段在青浦农行培
训中心花圃里拣拾的腊梅枯枝
作为池中树木，托物寄情，动
静结合，情景相融，产生了强烈
的艺术对比，
使整个画面保持了
平衡。整幅画面以简洁精炼构思
搭配，随意所之，抒写一己之见
闻感触，呈现了一幅远离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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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心仪的藏品。读者如能认
同，作为编者，幸莫大矣。
《醉石风流—印钮·摆件》一
书，共收集了二十八位印钮雕刻
家计一百七十件作品，
五百余张
图片。力求图文并茂，全方位、立
体化地呈现印钮之美，简明、系
统地介绍以杨玉璇、周尚均及潘
玉茂、
林谦培、林元珠、
林清卿以
降东、
西门流派名家。其源流、演
变过程，一目了然，可谓是一部
辉煌灿烂的寿山石五百年印钮
雕刻史。鉴别精选，
编撰赏文，全
仗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印石
篆刻专业委员会同仁协力。收入
本书的作品全部来自于上海、
福
州，港台地区乃至美国的资深藏
家，有不少精品属首次公诸于
世，这不仅体现了本书在编辑思
路上的独创性，还体现了作品选
用的原创性。希冀本书的出版，
能带动对印钮艺术的关注与厚
爱，引发更多、更新深入研究印
钮的学术成果。
（本文为作者所编《醉石风
流!印钮"摆件》一书的前言#此
书将于 ! 月 "# 日 "$!%& 在上海
书展签名售书）

鉴战国山字镜的纹饰。
战国的山字文镜主题纹饰
为山形，有三山、四山、五山、六
山之分。以细密的云雷纹、羽翅
纹等作地纹，以变形山字、
花叶、
柿蒂、竹叶等纹饰作为主纹，其
中“山”形纹左旋右旋均有，
“山”
形的短竖道向内勾，呈尖角状。
同样是雕刻山字，如果纯粹镂空
山字形状，这也就是一般创作，
大师的想法就是超越常人的理
解。
《白玉山字香薰》的熏身四
周巧布了八个山字，四个山字分
别相对而扣，齿口排列，近看正
位倒位各四个山字。当你轻捏甪
端慢慢提起，上面四个正位的山
字勾挂着下面四个倒位的山字，
熏身的下半部分也随着一起上
升，它们连在一起不可分离。山
与山相邻的边缘巧妙构成熏身
的缝隙，山字上下顶端处薄意云
雷纹，整个熏身线条简洁流畅。
在简单中看到创意，在流畅中见
到功力。熏盖熏底选用小叶紫
檀，施以乾隆工，采用镂空雕，四
四相对八个灵芝，仔细一看也似
山字，
与熏身的山字遥相呼应。
《白玉山字香薰》看似简单，
却包含了如此深奥的文学典故
和历史知识，也难怪好多人在第
一次看到《白玉山字香薰》后，
被
其独特的构思所吸引。

! 王炳奎

安然恬静和牧童
无羁无绊的心灵
生活场景和冬去
春来，柳枝抽芽，
蓄势待发的精彩
画面。
“妙手 匠 心
巧出神，泥沙水
火见奇珍8 艺精
品美石湾瓦，
名甲四方天下闻。”
微塑《牧牛》以灵动的气势，
精巧的艺术手法，
塑造出一幅恬
静安谧的田园风光乃表达一己
精细之观察，动人之情思，透辟
之见解，而不失其雍容清隽、意
味深永的格调；即茶余酒后，亦
使人心平意快。作品短小精悍、

贴近生活，小中见大、微中显伟，
雅俗共赏和针砭时弊。以优美的
造型和深远的意境，让人赏心悦
目，怡情养性。作品极富欣赏之
雅趣，它以生动写实的手法3再
现了一幅田园风光和诗情画意
的美妙生活图景。
（图片摄影：张静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