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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收藏

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我有幸
珍藏了一件古代医家必备之物。

这件清代枣木碾槽长45厘
米，高 16.5 厘米，宽 11.3 厘米。
其结构简单，由两部分组成：下
部为梭形木槽，底端有两个连体
方形底座，用以摆放时固定；上
部为在碾槽中来回碾轧的圆形
滚轮（碾盘），中间穿一根圆形木
柄，方便手握。尽管木槽侧面有
少许虫眼，但整件碾槽包浆自然
熟旧，表面黝黑发亮，颇具历史
沧桑感。

碾槽作为中医碾药用的工
具，俗名药碾子，其历史已有
1000多年，这一点从它的学名

“惠夷槽”可以看出：相传东汉末
年，膝下无儿无女的王铁匠被崩
炸的炉火灼伤，无钱医治。神医
华佗得知后，帮他治伤却分文不
取。王铁匠感激涕零，便想办法
报答他。见华佗及徒弟为他碾
制药粉累得满头大汗，经过苦思
冥想，王铁匠最终铸成一个凹字
型的药槽和一个圆轱辘，用圆轱
辘在槽里来回碾，比原来的方法
省力不少。一位教书先生来铺
子打东西，帮他取了个文雅的名
字——“惠夷槽”。惠者赠也，合
救命报恩之意；夷是平安，表示
把伤治好化险为夷；槽，指的是
碾药之器。铁匠非常满意，当即
送到华佗药铺。从那以后，“惠
夷槽”成了医家用具，流传开来。

这件碾槽的得来纯属意
外。我小时候，村上有一位老爷
爷，他祖上曾是中医世家，家境
一度颇为殷实，但他好赌，无志
学医，终将家产挥霍一空，连个
媳妇都没娶到，终身孤独。我
们一帮儿童喜欢听他讲故事，
但他要求我们逐个帮他捶背。
见我捶背从不偷懒，且指哪儿
就捶哪儿，老爷爷悄悄将这件
碾槽送给了我：“这个木头药碾
子不如铜捣药罐那般金贵，但
是世上万物各有其长，各有其
用。碾药好比做人，来不得性
急。我看你老实又有耐心，一定
会好好保管它……不过，用它来
碾花生倒是蛮好的咧……”

老爷爷还告诉我，在旧时行
医者眼里，药碾子是郎中的医家
重器，好比裁缝的剪子、厨师的
刀，一般是不外借的；而熬药的
药罐子，是只可以借，却不可以
送还的。因为寓意送你药罐子，
仿佛带着不吉之兆，所以只有主
家自己用的时候，亲自上门来取
回。而这，尽管恰好与传统美德
里宣扬的“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相悖，但人们一直彼此心领神会
而心照不宣。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碾槽也
早已被电动磨粉机取而代之。
然而，碾槽历经的历史与承载的
文化，永远不能被替代。

（冀君 文/摄）

苏维埃铜元苏维埃铜元

记得早年，在网络不发达的年
代，集币还是以逛古玩店为主。钱
币属于小玩意，在古玩店里都是很
随意地放着。银元价值高，略显眼
些，铜元之类便归拢齐了聚成堆，
放在某个角落的瓦罐或托盘里。
有人来问起，店主便拿出来让人翻
找。来者找着了中意的，用手捻去
浮灰，桌面上一丢，嘎嘣脆响之间，
店主爽快地开出三块五块的价码
便让拿走。当年那些个慢节奏的

无忧岁月里，就是在这样的场景
中，打发了我一个又一个周末和假
日。我的第一枚苏维埃铜元就是
在古玩店的旧橱窗里找到的。记
得那时的集藏苑在宜城太滆桥北
的邮政大楼里，每一个休息日，我
都会去逛一遍，到面熟的几个店主
那里闲聊喝茶，然后翻找一遍铜
元，无论有无收获，都心满意足。
时间一久，这些店主都知道我喜欢
铜元，就都帮我留着了。

铜元的品种太多，但好品少，
大多都是字面混沌不清或者磕碰
翘裂，能从一堆铜元中找出几枚好
品的已是不易，要想再从好品中剔
出高档的品种，那恐怕不是运气
好，而要十足的缘分了。

而那一回，真是缘分到了。我
常去的那家古玩店老板跟我说，刚
收到一批铜元，还未清理翻拣，你
可以来先挑，挑出来再论价。他这
么一说，我顿时感觉这一堆铜元中
有可能会有惊喜。果然，我翻拣了
一半就看见了一枚中央苏区的苏
维埃铜元，面值五分。玩铜元的都
知道，苏维埃铜元是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瑞金成立“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发行的法定辅
币，收藏圈内俗称“中央苏区币”，
就两种面值，五分和一分。由于当
时特定的政治局势，中央苏区钱币
的发行时间很短，又经过长时间的
反复收缴和销毁，存世量相对稀
少，属于铜元中的稀少品种。不
过 ，由于整个钱币收藏圈对苏区钱
币的长期不重视，玩的人少，群众
基础薄弱，因此，价格倒也不贵。
但话又说回来，苏维埃铜元的价格
相对于其他珍稀品种而言是不贵，

和普通铜板相比那也算是高价
了。这下好了，我居然在一堆破铜
板中找到一枚苏维埃五分铜币，且
品相中上，字迹清晰，图案饱满。
真是太难得了！

我当下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把
那枚铜元随意地往边上一丢，为
了防止店主坐地起价，又胡乱地
拣了几枚普通铜元和那枚苏维埃
铜元堆在一起，然后拍拍手，一副
毫无收获的表情，问店主要多少
钱。店主正在和隔壁邻居聊得热
火，听见我说挑好了，便捧着茶杯
过来，也没细看，数了数，说，五元
一枚。我听着，松了一口气，知道
店主心不在焉，便又假意地还了
还价，付了钱就把一摞铜元揣进
了兜里。

回到家后，我心情还在激动，
赶紧用软毛刷仔仔细细地把这枚
苏维埃铜元清理干净。果然，字迹
清晰，包浆温润，苏维埃政权的标
志镰刀铁锤刚劲有力，嘉禾谷粒颗
颗饱满，好一枚舒服漂亮的苏维埃
铜元！好一次记忆深刻的捡漏！
有了这次收获，从此以后我便开始
关注上了这类钱币，且一发不可
收。 （丁建阳 文/摄）

母爱是醉人的春风，是润物
的细雨，是相伴你一生的盈盈笑
语。母爱的伟大，不分国界，无论
古今。母亲节前夕，我的藏友圈
里晒出了两件展现贤母教子的粉
彩瓷壶。

两件瓷壶均为民国早期作
品。一件是“孟母三迁”提梁壶。
此壶高16厘米，底径13厘米。相
传孟子小时候，居住的地方离墓
地很近，孟子学了些祭拜之类的
事，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他的
母亲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
住，于是将家搬到集市旁。孟子
又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
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
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
孟子学会了在朝廷上鞠躬行礼及
进退的礼节，孟母这才安心定居
下来了。等孟子长大成人后,学
成六艺,获得大儒的名望，世人认
为这都是孟母逐步教化的结果，
这便是《三字经》中有名的“昔孟
母，择邻处”的出处。只见这把提
梁壶上，远处的山脉绵延起伏，近
处的湖水洁如明镜，一棵老松树
下，孟母拄着拐杖，老仆人背着孟
子，小书童挑着行李，匆匆向前赶
路。四个人物形态各异，所穿戴
服饰也各有特色。壶的背面则留
下了古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
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
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出自
李白的《赠孟浩然》。落款为“信
卿仁兄雅嘱 弟初世佑敬赠 ”，可
见这是一件特意定制的赠壶。壶
底还有“江西恭昌出品”的印记。
恭昌为民国时期的画瓷名家，善
画人物，其作品画工精美，清新淡
雅，意味悠长。

另一件是“三娘教子”粉彩

壶。此壶为椭圆形，茶壶腹部直
径约16厘米，高约10厘米。茶壶
的瓷盖设计为一朵绽开的芍药
花，非常有特色。壶身上的孩子
眼望着翻飞的风筝，似乎被那活
灵活现的蝴蝶风筝吸引住了。木
桌上堆着厚厚的书册，三娘手抚
书卷，微皱眉头，仿佛在告诫孩
子要读书明理，为国效力，又似
乎在教诲孩子“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瓷壶背面印有“君
亲同望月，无事独看书”，还有

“绘于昌江珠山玉轩 洪义顺书”
的落款。洪义顺为晚清至民国初
期很有造诣的瓷绘大师，以擅长
画仕女而著称，曾为光绪时期御

窑厂兼职画师。“三娘教子”出自
明末清初戏曲家李渔撰写的《无
声戏》，讲述明代儒生薛广被传
去世，且家道落败，妻张氏、妾刘
氏改嫁，而妾王氏含辛茹苦抚养
刘氏的孩子薛倚金长大成人，并
考上状元，这个故事至今仍是京
剧的经典曲目。

无论是“孟母三迁”，还是“三
娘教子”，她们教育孩子的故事，
充分说明了母教的重要及伟大。
母亲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也是孩
子终身的老师。每一位母亲的品
德足以影响儿女的一生。乌鸦反
哺，羊羔跪乳，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多陪陪母亲吧！ （周小丽 文/摄）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
趁春晴。”这是清代文学家姚鼐《山
行》中的诗句，描写了乡村春耕时
节一派繁忙景象。民以食为天，食
从耕中来。春耕对农耕社会的人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至天
子大臣，下至平常百姓，都把春耕
生产当成一年当中头等的大事，
在明清两代，北京先农坛还专门
进行祭祀先农和由天子举行亲耕
耤田典礼。二月二这一天，天子
身穿礼服，还要亲自到天农坛耕
地。这一天在负责礼仪官员的引
导下，经迎神、初献、亚献等一系列
仪式，再更衣、休息后，天子扶犁执
鞭，在一帮官员的簇拥下开始举行
亲耕礼。平常百姓更是适时而耕
种，一点也不敢怠慢，俗语说得好，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人勤
春来早，春耕备耕忙。”苏轼有“西
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陆游有“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
饼去租牛”。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了一幅清
代禹之鼎画的《春耕草堂图》，打开
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春
暖花开、春意盎然之景象。远处，
连片的桃林，桃花开满枝头，像是
挂上一层粉红的彩霞，绚丽灿烂。
近处左右两株垂柳，微风吹来，婆
娑起舞。画卷左侧城墙脚下，两株
葱茏的古树掩映着三间乡村农舍，
舍前一位老翁头戴斗笠，身着蓝
衫，右手捻须，左手背后，站在河沿
正视前方，人物形态极为传神。旁
有两童侍立，一童持杖，一童背书

卷，正面对面窃窃私语。右侧远
处，一农夫在田中赶牛辛勤耕作，
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整幅
画面充满着乡间田野的生活气
息。该画敷色清新明亮，构图严
谨，疏密有致，人物衣纹线条的刻
画采用了“吴生兰叶法”，笔法飘
逸流畅，面部为淡墨勾勒后稍敷
淡色，神情颇为生动传神。画家
无论是在构图、笔墨技法，还是敷
色染彩上，都体现出极深的造
诣。画面右上角作者用隶楷和小

楷自书“春耕草堂图，画师马和之
笔意”，左下角题“癸巳人日广陵禹
之鼎写”，并钤白文“子鼎”、朱文

“尚基”二方印。画的引首处为清
代学者万经隶书书写的“春耕草堂
图”五字，后题“桐翁老先生属题，
万经”，下钤朱文“万经之印”及白
文“一字九沙”之印。

禹之鼎（1647—1716），清代
康熙年间著名画家，字尚吉，一字
尚基，一作尚稽，号慎斋。禹之鼎
是广陵（现江苏兴化）人，后寄籍江

都。康熙二十年（1681）官鸿胪寺
序班，以画供奉入直畅春园。他的
人物写真以白描为主，用墨有浓
淡，两颧略加赭色，有立体感，秀娟
古雅，被推为“国朝第一”。一时名
人小像多出其手。他曾经为画家
王翚作骑牛南还图，又有王会图一
卷，称杰作。他擅山水、人物、花
鸟、走兽，尤精肖像。现有《山水
册》《春梦图》《洗竹图》《蒹葭书院
图卷》等30多种画作藏于故宫博
物院。 （李喜庆 文/摄）

“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
坐其间。”谷雨时节，南方有摘谷雨
茶的习俗。传说谷雨这天的茶喝
了会清火、辟邪、明目等，所以谷雨
这天不管是什么天气，人们都会去
茶山摘一些新茶回来泡水饮。

大约是为了应景，谷雨前夕，
我的一位藏友特地晒出了他淘来
的一枚民国黄杨木雕荷叶青蛙茶
勺，古朴生动，极具雅趣。这枚茶
勺制作于民国早期，全长20厘米。
茶勺的手柄为一枚未完全展开的
荷叶角儿，仿佛是刚刚从水里冒出
来的，蜷缩成一根小小的圆棍状。
一只青蛙趴在荷叶角上，头部上
昂，双目瞪圆，正紧盯前方。它前
肢匍匐，后肢微抬，跃跃欲试，仿佛
随时准备扑向猎物。荷叶角的末
端稍微绽开，拢圆为勺部。整个茶
勺采用圆雕、镂空雕、浮雕等技法
精雕细琢，线条优美流畅, 刀工娴
熟,包浆厚重,宛然一枚才露尖尖
角的荷叶。

制作这枚茶勺的黄杨木是产
自我国南方的一种珍贵木料。其
木质柔韧细密，色泽淡黄无疵，细
腻润泽可与象牙媲美，被喻为“木
中君子”。黄杨木的香气清淡雅
致，用它制成的茶勺盛取饱满圆润
的雨前茶，可谓相得益彰。

在中国几千年的茶叶发展史
上，茶具的发展和茶事活动如影相
随。茶事活动兴盛于唐代，并发展
成为僧侣提神清心的功课以及文
人雅集的媒介。据记载，在民间茶
事活动中，至少有 25 类 30 多种茶
具需要使用，传播至今的受众较多
的便是茶道六君子（茶艺六用），即
茶筒、茶匙、茶漏、茶则、茶夹、茶
针。其中茶匙又名茶勺，是取茶不
可缺少的工具。它可以衡量茶叶
用量，确保投茶适量。

“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
露华鲜。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
新芽旋摘煎”。每当谷雨时节，用
这带着淡淡清香的黄杨木茶勺，
取上一勺新茶泡饮，不但能够消
渴，还能醒酒提神，更是文人雅趣
的体现。 （雨 林 文/摄）

前些日子，我去乡下办事，之
后便在村里闲逛，正好碰着一户
农家正在卸菜，我便上去搭了把
手，完事后，主人为了表示感谢，
请我去家里做客。此时天色已
晚，再加上腹中饥饿，我便恭敬不
如从命了，也感受一下农家小院
的氛围。

酒足饭饱，我便和主人聊起
了家常，他得知我有收藏的兴趣
时，便对我说道：“我家里有些老
物件和铜钱，您帮我看看值不值
钱吧!”既然他这么说了，我便答
应帮他看看，这时候他家女主人
抱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箱子出来，
打开箱子，里面果然有一些散碎
首饰和一些铜钱，但是却都不值
什么钱，我把结果告诉了他们，他
们也欣然接受。

然而，女主人用来锁箱子的
锁头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副
古色古香的铜锁头，一看就有些
年岁了，锁身刻有图案。我便急忙
向女主人借来锁头详看，果然是一
副老锁头，饱经风霜但是却保存完
好，还能够正常使用，铜锁身面绘

制着六位童子，正在嬉戏玩耍，两
人抬着一个容器，意为招财进宝，
一名童子正在泼水，意为驱散病
邪，在六子头顶上还有两片祥云，
意为吉祥如意，一看就是大户人
家使用的铜锁，寻常百姓可用不
起这等装饰的锁头。

我赶忙问女主人这副锁头的
来历，女主人说这是自己母亲出
嫁时的陪嫁，用来锁嫁妆盒的，说
起来自己也知道这是把古锁，但
是想毕竟只是一副锁头，应该不
值钱，也就一直当普通锁头用着
了。我便将实情对他们实话实说
了，这铜锁比那些古币值钱多了，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希望女主人能
够忍痛割爱，把锁头卖给我。念在
我们有缘分，聊得投机，而且这天
我还帮了他们的忙，这家女主人便
同意了，我十分欢喜，给了她一个
好价格，也算交个朋友。

偶得这副“六子嬉闹”锁头，
让我觉得收藏的魅力之一便是寻
访藏品中发生的小故事，铭刻记
忆，睹物思情，让人深感收藏之乐。

（吴 昆）

偶得一副“六子嬉闹”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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