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瓷杂市场

整体回温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春拍大季即将拉开帷幕，分
析人士认为，今春瓷杂市场
整体有所回温、表现稳健，官
窑瓷器仍然将维持热度，民
窑瓷器整体上扬，尤其是康
熙民窑受到藏家青睐。

分析人士根据素有业
内风向标之称的中国嘉德
2012年举办的首场四季拍卖
会为例介绍，“清嘉庆 青
花缠枝莲纹赏瓶”以143 . 75

万位列首位；“清雍正 青
花灵芝竹纹八方小口瓶”以
70 . 15万高价成交。此外，“明
崇祯 青花香山九老图笔
筒”以89 . 7万高价易主。“清
康熙 青花四季花卉纹方
瓶”最终以55 . 2万被藏家买
入。此外，“清康熙 青釉暗
刻螭龙纹缸”、“清康熙
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笔
筒”均以 36 . 8万成交，“清
康熙 青花人物纹笔筒”、

“清乾隆 窑变釉贯耳瓶”
均以34 . 5万成交。

据了解，位列首位的青
花缠枝莲纹赏瓶创烧于雍
正朝，在出现之初被称为

“玉堂春瓶”，因其多以青花
绘缠枝莲纹，意寓“清廉”，
故常被帝王用作赏赐用瓷，
以期臣下为官清廉，故又名

“赏瓶”。本瓶为嘉庆早年景
德镇御窑厂延续乾隆制瓷
工艺之作，其水准丝毫不输
前朝，然嘉庆一朝仅历二十
五年，故传世作品数量比乾
隆朝更少，其珍稀性因此凸
显，且本品保存状态良好，
更为难能可贵。

收藏家徐国卫

做客“筑基讲坛”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3月29日下午，我省收藏家、
济南聚雅斋美术馆馆长徐
国卫应山东建筑大学“筑基
讲坛”之邀，以《艺术藏品背
后的城市文化故事》为题，在
该校学术报告厅为大学生
们举办了精彩的讲座。

“筑基讲坛”是山东建
筑大学开辟的人文科学类
品牌活动，已经连续举办23

期。此次主讲的徐国卫先
生，为济南市政协委员、文
史委员、山东省美术馆顾
问、济南市华夏文化促进
会副会长，收藏有大量老
油画、名人信札，在我省收
藏界有较高知名度。

实习记者 胡敬爱

清嘉庆 青花缠枝莲纹
赏瓶

明崇祯 青花香山九
老图笔筒

张宙星在工作室。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张宙
星是老将军张加洛之子，“非
学院派”历史学家。十多年前，
他辞掉了在全国人大办公厅
之职，回到祖籍地山东省莱州
市，开始了他的胶东历史研究
与文化收藏之旅。后来，通过
他的博客，又看到他的文章、
收藏及绘画艺术创作，感觉到
他多方面的素养。近日，记者
在济南采访了张宙星。在第一
印象里，他是一个独特的人，
性格敏感、言语干脆，有点清
高，有点“酷”。在交谈时，我时
常被他孤傲而率直的个性所
感染。

张宙星：
传承地方文脉的践行者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实习生 胡敬爱

谈历史：

记载父辈的光辉岁月

记者：你曾在国家机关工作，因
为选择了历史研究这条道路，在不
惑之年辞掉公职，从大城市北京回
到小城市莱州，这种行为在一般人
看来，是有点“另类”的。是什么力量
在驱使着你？

张宙星：“另类”？哦，不。回莱州
定居，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一来，莱州是我的祖籍地，我热爱这
方土地；二来，莱州是我所研究的那
段历史的发生地，在这里，我笔下的
历史会更加生动可感。我这个人性
格看似散淡，实则非常执著，没有兴
趣的事，丢掉也不觉得怎样。也许有
人不理解，说我不值得，但我觉得
值，因为研究历史是我的一个志向。

记者：历史是遥远的、冷僻的，
你为什么会对历史产生那么强烈的
情结？

张宙星：说来话长。我研究历
史，不是一时的兴趣，而是好像天生
肩负了某种历史责任。熟悉莱州历
史的人都知道，抗日战争爆发，民族
危亡的紧急关头，一个年轻人，受党
组织指派回到家乡，组织领导发动
了抗日武装。于是，在莱州湾畔，便
有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创造了
莱州抗战史上的辉煌篇章。这个人，
就是我的父亲张加洛，胶东地区抗
日武装掖县三支队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我研究的历史，具体来说是“中
共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发动史”。最初
的想法萌生于多年前，为父亲整理
校订回忆录时，我被他们的这一段
历史所吸引。从父亲的叙述中，我了
解到，掖县三支队在山东抗战史上
是一支有着业绩的抗日武装，后来
和胶东特委领导发动的抗日救国
军第三军合编组建为八路军山东
纵队第五支队，这就是胶东八路军
的前身。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翔实的专
著，许多史实，随着岁月的流逝越
来越扑朔迷离。正因为如此，我决
定去做这件事。这并不单纯是为我
的父辈们立一座丰碑，更重要的是
记录一段不应忘怀的历史。我在书
中记录下父辈们如何在民族危亡
之际挺身而出，成为时代的英雄。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站在最前沿
的人，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尽管价
值取向有些不同了，但我们仍然可
以从父辈们身上感悟到人的非凡精
神和价值。研究历史使我感到充实，
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会被直面而来
的真实所震撼，这对我来说是莫大
的精神享受。

记者：你受到父辈精神的感召
回到莱州，来研究和记载那段历史。
尽管时代不同，使命不同，但是那分
浓烈的感情却是相同的，历史情结

根源上也是故土情结。在莱州你是
怎样开展工作的？

张宙星：我是从1999年开始动
笔的，而在这之前，我已做了多年的
准备——— 读书，做大量的笔记，频繁
出入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找
资料。另外，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
间，走访了掖县三支队所涉及的当
事人、知情者及其后代，仅在莱州一
地访谈的人数就超过百人，采录到
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整理汇编出几
百万字的访谈录，这不仅弥补了文
献记载的不足，而且可以相互印证，
使历史的本来面目清晰明了。

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我不敢保
证我写的东西绝对准确无误，但我
努力做到对我写的这段历史负责。
历史，瞬间而逝。我父辈那一代人的
历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所以要
发掘出历史的真实，才能告慰前人，
教育后人。

谈收藏：

传承莱州的文化符号

记者：你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
也堪称收藏家，前几年就出版了《星
星典藏》一书。搞收藏，是纯粹的个
人兴趣，还是和历史研究有关？

张宙星：严格意义上，我算不
上收藏家。马未都是收藏大家，收
藏家应有丰厚的藏品和鉴赏能
力，在这种对比之下，我不是收藏
家。我只是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
程中，对文物积累了越来越浓厚
的兴趣。我搞收藏，目的是为了保
护和传承地方文脉。

记者：难怪你的藏品都和莱州
有关，散发着浓厚的地域气息。

张宙星：回到家乡莱州，我特
别注意收集当地的历史文献资
料，古籍碑帖，其中包括明清两代
的碑刻拓片，有些拓片内容连县
志都不曾记载。还有古陶器、石
雕、民国瓷器、旧家具、老照片、民
俗画、服饰等……我的收藏范围
极广，几乎所有我看到的涉及莱
州一地的历史文物都要收藏，因
为我认识到，一个地域的历史文
化艺术对丰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脉是极其珍贵的、不可或缺的。

记者：这些藏品虽不见得价值
连城，但颇有意义和趣味。有哪些成
系列的代表性藏品？

张宙星：比如莱州纸马和掖县
滑石磕子。纸马是木版刻印的神
像，用于供奉或焚化，祀神祈福，
它曾经广泛地存在于民间习俗
中。我们提到纸马，就会想到云南
纸马。云南纸马以它的内容丰富性
和艺术特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除“云南纸马”，还
有“无锡纸马”、“磁县纸马”和“内
丘纸马”。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
莱州地域，却独无其名，这不仅是

一个缺憾，更是一个缺失。我最早
发现纸马，是十多年前在莱州朱
桥古玩摊上。我发现了两张纸马
图，判断出这种简约造型与独特
的剪纸风格，正是属于民国时期
莱州地域的纸马。与古玩摊主交
流 中 ，我 得 到 一 个 重 要 的 信
息——— 在乡下老百姓家里见过这
类东西。我想，如果能将这些散落
在民间的纸马收集起来，将是对
家乡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十
余年间，我逐渐收集积攒起了大量
的自明清以来的古本纸马图，成
套的二三百张，古版纸马雕版也
有一百多块。这些古本纸马图和
古版纸马雕版，具有了这一地域
文化的主要特征，将会作为文化
遗产载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的史
册。还有掖县滑石磕子，也是这一
区域特有的民间传统工艺，雕刻
纹饰多寓意吉祥，很值得观赏与
收藏。我认为它们都是莱州地域
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区别于其
他地区的文化标志。很多人都在
感叹，有些文化已经随着时间的
流逝被无情湮没了，我深入乡间
去做力所能及的抢救，努力使莱
州的文化符号传承下来，保持它
的完整文脉。

采访结束时，张宙星送我山东
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张宙星大彩墨
鱼》画册，他创作的大写意彩墨鱼，
构图造型很有视觉冲击力，就像
他这个人一样，有点特别，有点
怪。历史学家、收藏家、画家……
种种头衔，张宙星都不以为意，他
说，可以这样界定自己的身份———
一个传承地方文脉的“践行者”。他
深爱那片故土，要用自己的方式来
回报他挚爱的家乡父老。

莱州纸马雕版（清代）

莱州纸马雕版（清代）

掖 县 滑
石磕子(清代)

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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