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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杨人军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
号 院36210219561004201944袁 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绵江韵味餐馆遗
失江西省赣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
发票壹份袁发票代码:136071815331,发
票号码:01456681,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晓冬果蔬店遗失
江西省赣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
票壹份袁发票代码:136071615331,发票
号码:02372749,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丰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票代码:
036001800104袁 发票号码 :18771083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华屋乡村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
代 码 院3600173320袁 发 票 号 码 院
04022228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

音认老不认新院
玉文化有 8000年的历

史袁贯穿中华民族的各个朝
代时期袁并且绵延不断遥 因
此留存下来的文物中袁玉器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袁也是
很多收藏爱好者所热衷的遥
但对于古玉袁需要有深厚的
文化尧历史等知识基础才能
鉴赏遥 如果没这样的功底袁
是很难有所建树袁加之古玉
的仿冒十分猖獗袁辨识真伪
始终是个难题遥所以对于大
多数爱玉的朋友袁不妨从新
玉开始遥

音认白不认润院
大多数人对玉的概念

是白玉袁所以白度也就成了
对玉评价的重要标准遥其实
作为软玉之王的和田籽玉袁
白度并不是第一要素袁油润
度才恰恰是籽玉的灵魂袁这
也是籽玉与其它玉种的鲜
明区别遥 单纯比白度袁籽料
比不过俄料袁籽料是有油润
的白袁不刺眼袁而不是绝对
的纯白遥

音认皮不认质院
皮色是籽料的重要特

征袁皮色不仅用于判别是否
是籽料袁也为玉雕作品凭添
了许多姿色袁因此很多籽料
的玩家对皮色趋之若鹜遥但
对于皮色的追求不能喧宾
夺主袁终究最为核心的是玉
质袁皮色是锦上添花遥

音认工不认玉院
俗话说 野玉不琢不成

器冶袁 玉器的雕工能为玉石
赋予艺术生命袁呈现出自然
与人文完美结合的美感遥从
玉雕艺术的角度袁并不是为
了展示技艺袁而是要因材施
艺袁巧妙利用玉料天然的特
质袁哪怕是瑕疵袁雕工就是
为了让玉的感观效果更美遥
之所被称作为野玉雕冶袁一定
是 野玉冶 在前袁野雕冶 在后袁
野雕冶是为野玉冶服务的袁脱离
玉质而单纯欣赏雕工袁那就
是野本末倒置冶遥而且通常情
况下袁好的玉雕师绝不会为
烂料下功夫袁正所谓野好料
配好工冶遥

南京作为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
经济重镇尧明初京师之所在袁一度是
全国性的政治尧经济和文化中心袁不
少开国功臣尧 皇亲贵胄和文人士子
在这里终老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袁 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许多
宋代名门望族尧 明代王公贵族及开
国功臣的家族墓葬袁 出土了大量珍
贵的金银玉器袁从日常用器尧妇女饰
物袁到陈设摆件尧吉钱压胜袁造型精
美袁用途多样遥这些随葬器物材质高
贵袁工艺精巧袁造型别致袁样式多变袁
从碗盘到杯盏袁从金簪到玉带袁无不
华美秀丽袁洋溢着奢华之色袁体现了
宋尧明两代王公贵族们典雅精致尧富
丽堂皇的生活风貌遥

近日袁 由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尧长沙市文物局主办袁长沙博
物馆尧南京市博物总馆承办的野金辉
玉蕴要要要南京出土宋明金银玉器
展冶袁在长沙博物馆特展二厅对公众
免费开放袁共展出 120 件渊套冤南京
市博物总馆馆藏的金银玉器精品遥
据悉袁展览将持续到 2019年 3月 31
日遥

此次展览分为 野珠摇翠舞冶野奢
雅器用冶野吉钱压胜冶三个单元袁展出
的 120 件渊套冤金银玉器精品中袁有
很大一部分出自墓主明确的纪年墓
葬中袁其中不乏经典之作袁体现了当
时高超的工艺水平袁 具有很高的艺
术观赏和学术研究价值遥

如展品中袁 一套明代嵌宝石金
头面极为引人瞩目遥 这套头面总共
由六件组成袁形制各异袁均镶嵌红尧

蓝宝石袁精巧华美袁色泽艳丽袁观之
宝光璀璨袁美不胜收遥这套头面出土
于南京江宁将军山沐斌夫人梅氏
墓遥沐斌为明朝开国功臣沐英之孙袁
袭封黔国公袁 梅氏是沐斌的侧室夫
人遥 与这套头面一同亮相的嵌宝石
金镯尧 嵌宝石金链香盒等都是出土
于沐斌夫人梅氏墓遥

再如南京江浦黄叶岭宋代张同
之墓出土的一件银渣斗同样令人惊
叹不已遥 这件银渣斗口径 5.8尧 高 8
厘米袁 渣斗上部呈碗状袁 下部为小
罐袁由碗底和罐口焊接而成遥在我们
的印象里袁 渣斗的功能可能是用来
存放漱口水的袁 也可能是放在餐桌
上用来吐放残渣或倾倒喝
剩的茶渣遥 这件银质渣斗
的出土袁 足以反映出宋时
王公贵族们的奢华生活遥

此外袁 还有南京江宁
将军山明代沐瓒墓出土的
金冠尧金冥币袁南京板仓徐
钦墓出土的金镶玉带袁南
京中央门外康茂才墓出土
的金碗袁 南京板仓职业病
防治所明墓出土的圆雕婴
戏八角形玉杯等珍贵文
物袁同样惹人眼球袁让人过
目难忘遥

宋明两代商品经济的
发展袁 带动了金银器制造
业的兴盛遥 宋代金银器一
改唐代雍容华贵之风袁器
型趋于精致小巧袁 显得典
雅秀丽遥 随着金银器大量

流入民间袁 其类型及装饰摆脱了域
外文化的影响袁更具生活气息袁呈现
出本土化风格遥 明代金银器制作工
艺在前代基础之上又有新的发展袁
造型美观袁制作精细袁装饰繁复遥 此
时流行在金银器上镶嵌珍珠尧宝石袁
产生了一系列的合璧产品袁 使这一
时期的金银器表现出浓艳华丽尧富
丽堂皇的特点遥

此次亮相展出的这些精雕细
刻尧 雍容华美的金银玉器袁 不仅是
宋尧 明两代工艺美术研究的珍贵实
物资料袁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那个
时代王公贵族们日常生活的想象空
间遥 徐婧

铜镜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中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袁 在世界文明
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遥 其中
唐代铜镜则是中国铜镜文化中的
一颗明珠袁它那纷繁的造型尧华丽
的纹饰尧写实的铭文袁无不折射着
时代的辉煌遥

唐代以前的铜镜袁 外形多为
圆形袁少数为方形遥 唐代开始袁各
种异形镜流行袁 如葵花形尧 菱花
形尧亚字形等遥 到唐高宗尧武则天
时期袁出现了野菱花镜冶这种花式镜形袁因其造
型端重厚实袁精致玲珑袁纹饰活泼自然袁大方
美观袁从而备受人们的喜爱遥

由于人们在窥镜正衣冠的同时袁 往往会
将自己的身边之事尧 心中之情寄托于这一日
常妆奁用物之中袁如此一来袁铜镜除在日常生
活中照映容颜必用之外袁 又成为了文人们在
文学诗词中寄托心迹的客体遥 于是袁铜镜自身
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荷载丰富的文学意
象袁并被历代文人墨客所广泛接纳袁从而留下
了许多通过铜镜抒发情怀或直接歌咏铜镜的
诗赋佳词袁野菱花镜冶 诗便是其中传世最多的
一种遥

如唐李白叶代美人愁镜曳诗院野狂风吹却妾
心断袁玉筯并堕菱花前遥 冶宋李清照叶丑奴儿曳
词院野理罢笙簧袁却对菱花淡淡妆遥 冶明唐寅叶二
郎神曳曲院野整云鬟袁对菱花袁教人怕见愁颜遥 冶
清孔尚任 叶桃花扇窑却奁曳院野两个在那里交扣
丁香袁并照菱花遥 冶等遥

隋唐之际袁 一个叫王度的人利用古镜透
光的奇异现象加以渲染袁写了一篇叶古镜记曳院
野隋汾阴侯生袁天下奇士也遥 度常以师礼事之遥
临终袁赠度以古镜曰院耶持此则百邪远人爷遥 度
受而宝之噎噎承日照之袁则背上文画袁墨入影
内袁纤毫无失遥 嗟乎袁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遥 冶

此说在民间以及文人中影响深远遥 其后袁
宋代周密叶云烟过眼录曳尧宋代沈括叶梦溪笔
谈曳尧清代郑复光叶镜镜詅痴曳等都对此事有记
载和研究遥

这样看来袁这面隋代铜镜上的五言诗野菱
花冶铭文以及文人诗中的野菱花冶野菱花镜冶就
不是指铜镜的形制了袁而是他们对古代野透光
镜冶野菱花镜影冶 典故的引用遥 借指的是铜镜
野青莹耀日冶的精美程度袁是对铜镜的夸奖赞
美之词遥 久而久之袁野菱花冶一词便成为文人们
诗文用典的华丽词汇而被广泛运用了遥 谢彬

和田玉收藏容易进入的误区
阴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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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宋明金银玉器展
一眼窥见宋明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