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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装饰的古朴之美
紫砂壶的制作可追溯至北宋遥 北宋早期诗人梅尧臣叶宛

陵集曳第十五卷叶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均谟寄茶曳中有野小石冷
泉留早味袁紫泥新品泛春华冶的描写;第三十五卷叶答宣城张
主簿遗雅山茶次其韵曳还有野雪贮双砂罂袁诗琢无玉瑕冶之
句遥 这里所说的野紫泥冶尧野砂罂冶都指宜兴紫砂遥

谪居宜兴的苏轼亦有野松风竹炉袁提壶相呼冶的诗句袁因
此人们把紫砂提梁壶成为野东坡壶冶遥 又蔡司叶先进录曳里记
载院野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俗称壶为罐)袁有耶且吃茶袁清隐爷
草书五字袁为孙高士遗物袁每以泡茶袁古雅绝伦遥 冶

紫砂是将自然形态的素材进行概括加工袁 选择自然形
象中最真实尧最简洁尧最精美尧最生动的部分袁使纹样造型比
自然形象更美尧更典型尧更理想袁其目的是为了把纹样设计
与器物造型吻合协调袁 相得益彰袁 使紫砂壶有一种特殊的
美遥

五百年来袁紫砂壶艺的发展除了都以光货为主流之外袁
紫砂壶的装饰发展亦有多种袁归纳起来有:雕花尧印花尧贴花尧
镂雕尧浮雕尧剔红尧描金尧陶刻尧纹胎尧泥绘尧粉彩尧炉钧釉尧镶
铜锡等遥

紫砂壶的装饰艺术是在于它的内容与形式的搭配如何
取得和谐袁如何为单纯的紫砂壶提供最好的衬托遥 当然袁壶
身有了搭配也就有形式上审美课题的产生遥

此外袁由于历来对古代书画的珍爱与收藏活动推崇袁印
章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紫砂壶美的整体布局产生影
响遥 印章的形状尧大小以及在紫砂壶盖尧壶把乃至壶底的使
用袁使它已成为紫砂壶审美的一个有机部分遥

显然袁人们在把玩紫砂壶时有一种综合的审美习惯袁他
们总是在这种欣赏的过程中赞叹其形式上的美的完整性袁
又藉此发思古之幽情遥 人们也从鉴赏印盖的线索中发现作
品的极高审美价值遥

当然袁除了陶刻之外袁其余如贴花尧包锡尧泥绘等装饰也
会进入审美袁造成紫砂壶审美的丰富的层次和独特的视角袁
使人们在其中获得真正的审美愉悦遥

在收藏中袁 古钱币是一为小件袁但
其中的学问很深袁 古钱发展源远流长袁
品种纷繁袁从商代的贝币尧战国的刀尧布
币袁秦代的方孔圆钱袁到清末的机制币袁
数以万种千姿百态的钱币构成了当今
钱币收藏领域中最为庞大的收藏门类遥
自先秦以来袁 货币随着朝代的变迁袁形
式也不断地改变袁从最初的贝币到宋代
的交子袁以及明清时的票号遥 这些货币
形式的不变更新袁 是一种社会进步袁也
是一种发展的必然遥

音漫话古钱币

在原始社会时期袁人们就开始利用
剩余的物品袁以物易物进行交换袁所以
在叶易经曳中有野日中为市袁致天下之民袁
聚天下之货袁交易而退袁各得其所冶的记
载遥 在这个时期袁因为还没有货币袁所以

人们只能用一般等价物品进行交换遥 为
此物品也就成为最原始的货币遥 而且这
种用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的贸易形式袁
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袁 还有古老的痕
迹袁西周时的青铜器勿鼎袁有野我既买汝
五夫袁用匹马束丝冶的铭文记载袁清楚的
记录了这一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史
实遥

秦货币统一也促进社会稳定和经
济的发展繁荣袁从秦半两钱到宣统通宝
的铸造袁这种园形方孔钱在我国沿用二
千多年遥

货币的发展是根据当时社会经济
发展而发展的袁每当一个王朝的社会基
础发生变化时袁也因大量的地铸钱而带
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袁经济的崩溃也促
进社会的前进遥

古钱币已经成为一种学问袁是同铭
刻学袁印章学袁纹饰学一样袁是不可分割

的学科遥 古钱币的多种多样袁有天然贝尧
铜铸币尧蚁鼻钱及布泉刀化袁秦后有园
形方孔钱袁到宋代时出现了交子袁钱币
涉及到的材质有金银铜铁锡纸等等袁不
同时期的钱币有不同时期的文字和特
点袁这样我们在研究古代货币发展的同
时袁 了解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袁
会得到一些经验和启示遥

音古钱币的鉴定

掌握古钱币的鉴定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看铜质袁在历代古钱币中大多

为铜合金铸造而成袁各个时期的含量也
不同袁 这一点与鉴定青铜器有相近之
处遥 看铜质有一个共性袁先秦铸市袁以铜
锡合金铸成袁铜质呈青红色曰汉唐宋时
期的钱币为青铜铸造袁铜色青白中微带
淡红遥 隋代五铢钱因为锡的成份大袁铜
质泛白袁称之为白钱曰明嘉靖以后袁开始
向黄铜过渡遥 天启年间袁用黄铜铸市成
为定制袁钱币色泽较之以前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遥乾隆五年以后袁铸钱加锡遥叫做
青钱遥 用铜锌合金铸造的钱币呈黄色袁
铜锡合金铸造的钱币呈青色遥 清代及民
国时期袁 有的地区铸钱用铜加少许锌
铅袁铸成的钱币颜色呈红色遥

二是观锈色袁古钱币有两种袁一为
发掘品袁二为传世品袁出土的钱币多有
包浆袁呈黑色或铜色遥 钱币上的铜锈有
南北之分袁北方干燥袁雨水少袁不易干袁
则锈色坚硬遥 南方多雨水且潮湿袁氧化
层较松且多呈蓝绿相间二色遥

三是看钱文遥 不同时代的铸币铭
文袁有不同的书写风格遥 先秦时期的刀尧
布尧圜钱等金属铸币上的文字是用大篆
来书写的袁莽钱悬针袁唐钱八分遥 钱币文
字以时代而分袁 如与特点不符必为伪
品遥 鉴定时还需要听声音袁质地不同声

音不同袁先秦钱币多为哑声袁明清钱币
落地清脆遥

音古钱文字与书法

古钱币是一个边缘学科袁钱币学不
仅有自身的文物价值和经济历史价值袁
还同古文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遥

我国的成熟文字史已经有了三千
年历史袁 甲骨文是已发现的较早古文
字袁因为历史的原因袁大量的古文字资
料散见于铜器尧碑石尧印章尧简帛尧钱币
上遥 特别是在先秦时期袁遗留在这些器
物上的文字成为研究中国文字发展不
可缺少的可贵资料遥

先秦时期袁早期的文字以甲骨文为
代表袁西周以钟鼎文为代表袁到了春秋
战国时期袁列国的割治政治袁在不同地
域里出现不同的文字袁为此说这战国诸
侯国中的文字其偏旁较为杂乱袁形体繁
简不定袁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袁大
量的古钱币及先秦货币的出土袁丰富了
这方面的资料袁 尤以先秦钱币为材料袁
对研究先秦文字提供了新的佐证遥

书法是我国的传统艺术袁有悠久的
历史遥 古代钱币以文字为饰袁数千年来袁
钱币文字为研究文字发展和书法提供
了珍贵资料遥

汉字用于钱币袁 出现于春秋时期袁
当时流通在南方的野蚁鼻钱冶和方北的
首布钱袁都铸有文字袁由于铸钱时使用
的泥范袁所以每范只能铸一钱袁所铸的
钱文袁书无定势袁字无定法袁有大篆尧六
国时期的古文袁 这些文字的字画繁简袁
结构错杂遥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袁 书同文袁 车同
轨袁文字也由大篆简化为小篆袁钱币的文
字也使用小篆铸造袁也就是秦半两遥 半两
钱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统一的货币遥刘飞

中国人民历来有珍藏布匹
衣物的传统袁 许多人家中都有
压箱底的刺绣衣料袁 一代传一
代袁 有些家中百年旧物仍平整
如新遥 一些未被使用的老绣品袁
现在成了热门藏品遥 下面就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吧浴

老绣品作为藏品潜力巨
大袁 其价格无论是在国际市场
还是在国内市场都呈现稳步上
升的态势遥 例如院清代绣片袁目
前每件的价位在几百元至上万
元不等遥 一件装饰华丽的裙服
或袍服上的装饰袁 市场价格在
2000 元左右曰另一些生活用品
上的装饰袁如枕头顶等袁这些绣
片图案比较简单袁风格朴实袁价
格便宜袁大致在 500 元左右曰而
做工讲究袁 刺绣技艺精湛的宫
廷绣品袁价格就更高遥 像清朝官
服胸前区别官位等级的补子袁
一般每件绣片在 5000 元以上遥
古代刺绣品收藏尧 鉴赏也成了
时下的焦点话题遥 据了解袁目前
在国内各大拍卖会上袁 古代织
绣品的成交量很高袁 达到 90%
以上袁成为不少人投资尧收藏的
首选遥

一些年代远尧 品相好的绣
品留存稀少袁 其价格自然就较
高遥 年代久远的绣品能保传下

来已有相当的难度袁 品相好就
更不容易遥 古绣品投资收藏之
所以潜力巨大袁 主要因为织绣
品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袁 具有很高的艺
术价值遥 虽然现在还有刺绣藏
品没有被发掘整理出来袁 但同
其它古物一样袁 其数量是非常
有限的袁随着市场不断被开发袁
其数量只会越来越少袁 而其价
格则只会越来越高遥 对于收藏
者来说袁 年代愈早的织绣品价
值越高遥 由于古绣品收藏价值
与年代有密切关系袁 年代判定
有时也极为关键遥 据介绍袁宋代
是缂丝艺术之
高峰袁 明代尚
能继其风流余
绪袁 清代则显
出颓势遥所以袁
从年代上讲袁
一般而言袁宋
代缂丝胜过明
代缂丝曰 明代
缂丝又远胜过
清代缂丝曰清
代康尧雍尧乾三
朝作品又远胜
清后期作品遥
就年份而言袁
在清乾隆以后

织绣中可以说极少有珍品遥
同瓷器尧玉器一样袁织绣品

的品相也很重要袁 如果品相不
好袁它的市场价值也就不高遥 残
破的织绣品袁即便年代再久远袁
也无人喝彩遥 所以袁一些商周汉
唐的纺织品残片袁 只是被各大
博物馆收藏袁 而私人收藏家对
此兴趣不大遥 总的来说袁欣赏品
价格要高于实用品袁 服装价格
要高于匹料遥 在服装中袁袍胜于
裙袄袁 龙袍等宫廷之物和官服
又胜于民间服装遥 在装饰品中袁
补子最受欢迎袁 价格居高不
下遥 林金

说说古代钱币中的小知识

认识刺绣的收藏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