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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地属岭南珠三角番禺水乡，因此人们对“鱼”有着独特的感情。明
代中叶以来，每年的三月初一至初三，沙湾都要举行盛大的北帝诞祭祀活
动。其中，必有鱼形大灯笼及晚间小型鱼灯的展演项目。由于历代有不少
文人参与，其造型、工艺愈见精巧，节目形式与艺术内涵更为丰富。

沙湾鱼灯的前身，还可追溯到祠堂及富家大宅门前悬挂的大小灯
笼。南宋开村以来，沙湾聚居着何、李、王、黎等几大家族，农耕经济
及商业十分繁荣，乡村内祠宇民居、富户豪宅鳞次栉比，入夜后尽显万
家灯火。灯笼通常悬挂于门廊、檐下，上面写有祠堂堂名或该户人家姓
氏，并绘有工细书画及传统工艺纹样。灯笼的工艺水平与大小，往往显
示了该家族或府第的显赫程度。例如：沙湾何氏是富甲一方、誉满番禺的
名门望族，其始建于元初的大宗祠门前便悬挂了一对特大的灯笼，直径达
1.9米、高2.2米，一面写有“留耕堂”，另一面则写着“何”，昭示着该宗族的
财雄势大与人丁兴旺。

逐渐，大灯笼被引用到迎神赛会的仪仗队列里，当中还有扎制成鱼
形提举巡游的，而
晚间照明用的手提
小灯笼，便发展成
为造型多姿多彩的
鱼灯。此外，由于
鱼灯的基本扎作易
于掌握，美感也易
于表现，甚得人们
喜爱，因而在重大
节庆之夜，沙湾鱼
灯总能让乡人们乐
在其中。从1945年
起，沙湾将每年 10
月10日定为鱼灯巡

游的日子，数量和款式众多的鱼灯均由学校学生扎作。
沙湾鱼灯的艺术造型并不全是鱼形，还有各种动物、水果等形状，

因以鱼的造型居多，且取“余”的谐音，便统称为“鱼灯”，还作为孩
子们在全年节日里的娱乐玩具。这也是沙湾鱼灯有别于其他地区“花
灯”的不同之处。每逢佳节来临，人们便会扎制出鳌鱼、金鱼、鲤鱼、
乌鱼以及白兔、莲花等各种款式，大的以竹竿擎着，小的以短竿提着，
造型生动传神、亮丽灿然，寓意“百般生利”，表达了人们祈求五谷丰
登、百业兴旺、吉庆有余的美好愿望。这美好的寓意及其所承载的独特
民俗文化，使鱼灯艺术在沙湾历经数百年魅力不减。

适应于近水而居的生活环境，利用自然环境中易得的原材料——竹
篾，沙湾人发展出以编织竹制品为主的传统手工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
产业。在生产之余，人们就地取材，用编制竹制品的剩余材料扎制鱼
灯，作为儿童的玩具，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在生活、生产上的感受，体现
出浓郁的水乡文化的特色。

节庆时挂灯、赏灯是沙湾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民间文化传统。每逢
重要日子，各家各户均会扎制或购买鱼灯，挂于屋檐或天台，合家赏灯。同
时，正月里在祠堂挂灯，为前一年增添的新丁祈福，是沙湾沿袭已久的习
俗。“灯”与“丁”谐音，在祠堂添挂新灯笼寓意“添新丁”。一方面是以这一
形式，祭祀祖先并报告祖先族中又添新丁，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孩子健康成
长，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对祖先的告慰；另一方面，这也是古代的一种户籍
登记方式，意味着新丁开始有分得族内财产的权利。

辽宁博物馆馆藏 《仲尼梦奠帖》，纸本，纵 25.5cm，横
33.6cm，世称中华第一楷书，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为唐著名
书法家欧阳询所作。

欧阳询 （557~641 年），字信本，潭州临湘 （今湖南长沙）
人，曾任太常博士，太子率更令，后长期担任弘文馆学士，主
编类书、教授书法。他与虞世南、禇遂良、薛稷并称初唐书法
四大家。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皇帝，他精通
书法，平生搜尽历代名帖，又将当今书坛巨擘拢为左右。他奉
欧阳询为师长和书坛第一，在欧阳询辞世的时候，悲痛地号啕
大哭。

《仲尼梦奠帖》 可谓欧体楷书的登峰造极之作。帖云：“仲
尼梦奠，七十有二。周王九龄，俱不满百。彭祖资以导养。樊
重任性，裁过盈数，终归冥灭。无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
老，老而不死。形归丘墓，神还所受，痛毒辛酸，何可熟念。
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必不差二。”此帖与 《张翰帖》、《卜商
帖》其内容皆涉史事，统称为“史事帖”，用墨淡而不浓，且是
秃笔疾书，转折自如，无一笔不妥，无一笔凝滞，上下脉络映
带清晰，结构稳重沉实，运笔从容，气韵流畅，体方而笔圆，
妩媚而刚劲，为欧阳询晚年所书，也是欧阳询传世墨迹中最为
可信、最为精彩的一种，诚属稀世之珍。

文物专家考察川南黄家祠堂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马英民等人近日对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
的黄家祠堂进行相关的文物考察鉴定。黄家祠堂位于长宁县开佛乡，建于清乾
隆年间。文物鉴定专家们认真听取了黄家祠堂来历的介绍，观看了黄氏家族保
存几百年的族谱、族训和族规，确认其遗物、遗址与人文、社会相连，反映当时
的政治、经济、家庭、治国、治家理念，具有重要文物保存价值，一致建议申报文
化遗产项目，并对祠堂抓紧进行原址修复保护。此项活动是应四川长宁黄氏宗
亲会邀请，由中国文化进万家组织委员会组织实施的。 （武振江）

藏传佛教是随着元迁都大都而传入北京的。至元七年 （1270
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梁河，贞懿皇后诏建西
镇国寺，这两座寺院是北京最早兴建的藏传佛教寺院。

藏传佛教初传北京之时，为在此弘扬藏传佛法，帝师八思巴
等人采取了结合北京传统文化方式的宣教弘法活动，其中西镇国
寺举行的游佛活动十分著名，成为元代大都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
佛事活动之一，并形成了大都最早的藏传佛教庙会，对北京民俗
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镇国寺是元室举行藏传佛教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据元代
熊梦祥所著的有关北京民俗文化的名著 《析津志辑佚》 记载，每
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日，西镇国寺都举行金牌大佛游城活动，即游
佛活动，由帝师等率领，僧众鼓乐队引导帝坐金牌和金身佛像游
城，供世人观瞻，并供善男信女朝拜。实际上，这种游佛活动已
经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庙会，开北京藏传佛教庙会之先河，在借助
皇威弘扬佛法的同时，还可以“见京师极天下之壮丽”，“见圣上
兆开太平与民同乐之意”。当时，除西镇国寺外，参加游佛活动和
游皇城活动的藏传佛教寺院大护国仁王寺、庆寿寺等都有大规模
的庙会活动。

京城藏传佛教庙会经过明代，到清代发展至高峰。清代北京
藏传佛教寺院庙会大量涌现，且各具特色。正月初八的弘仁寺庙
会、正月十五日的黄寺庙会、正月二十三日的黑寺庙会、正月三
十日的雍和宫庙会等是以举办金刚驱魔神舞即“打鬼”活动为中
心的特色庙会，具有藏传佛教寺院庙会的自身特点，成为历史上
北京新年期间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景点。

据 《旧京琐记》 记载，清代以后北京形成了四大庙会，即土
地庙、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庙会。除土地庙外，其余均为藏
传佛教寺院。同时，隆福寺、护国寺又分别代表北京东城和西城
庙会的最高水平，被称为北京的“东庙会”、“西庙会”或“东
庙”、“西庙”，成为北京最大的两个庙会。可见，藏传佛教寺院庙
会在北京庙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燕京岁时记》对隆福寺、护国寺东西两庙庙会作了较为详细
的记载，“西庙曰护国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东庙曰隆福
寺，在东四牌楼西马市正北。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
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
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
之流，无所不有。乃都城内之一大市会也。两庙花厂尤为雅观。
春日以果木为胜，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
仙为胜。”

不可否认，藏传佛教寺院庙会为北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历
史上，以东庙、西庙庙会区域为中心，形成了北京隆福寺商业文
化圈和护国寺商业文化圈，甚至影响到了今天北京商业文化的格
局。隆福寺商业街的兴旺发达，是与历史上隆福寺庙会的作用分
不开的。隆福寺小吃、护国寺小吃不仅反映了北京的传统特色和
地方特色，更是东西庙会留给北京的商业文化遗产，也在更深层
次上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北京秋拍观察：

调整仍是“常态化”

价格进入“新常态”

刚结束的中国嘉德北京秋拍第一阶段的
总成交额为 16.75 亿元，相比今年春拍 22.2 亿
元的成交额，明显在降低。

中国嘉德董事总裁兼CEO胡妍妍接受媒
体采访时曾表示，本季拍卖面临严峻的经济形
势和艺术品市场调整的双重压力，而从藏家的
角度来看，观望的情绪也非常浓重。

“大观”专场是中国嘉德的重头戏。2014
年春拍“大观”专场曾推出“近现代书画”
专场，共有39件作品，总成交3.92亿元，成
交率 85%。今年秋拍中则逊色几分，数件千
万级拍品流派，“近现代书画”专场共推出
45 件作品，总成交 2.78 亿元，成交率 78%，
其中赖少其《梦游黄山西海门》以3910万元
成交成最高拍品。油雕板块出现了两三百万
元的拍品受热捧，千万级拍品流拍的情况。
朱德群的《永存的刹那》叫至1450万元未能

成交，吴冠中的 《山城池鱼》 因低于底价而
流拍。

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表示，调整
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可能时间比较长。目前
来看，可能未来的3年到5年仍然以近现代书
画为主，成交额可能还是这部分比较大。但
因为这方面资源会不断地稀缺，会促使以拍
卖为主的中介机构花很多力气挖掘当代艺
术、当代书画、当代水墨这部分的市场潜力。

当代水墨成“小鲜肉”

今年，当代水墨的持续走热，让市场盯
上了这块“小鲜肉”。嘉德北京 2014 年秋拍
中，当代新水墨代表人物之一徐累的作品

《霓石》由620万元一路飙升至1840万元，不
但创下了艺术家本身的新纪录，也显示出市

场的动向。香港秋拍中，当代水墨逆势上扬
的趋势也非常明显。

香港佳士得中国当代水墨专场总成交额
达 6067万港元，成交率达 98%；香港苏富比
当代水墨专场总成交额达2480万港元，成交
率高达95%。

北京秋拍中，各家公司也将当代水墨作
为市场的潜力股。保利的当代水墨部分中，

“中坚力量”涵盖了刘大为、林墉、史国良、
范曾等画家的代表作，“国际视野”带来了陈
瑞献、李津、徐累等画家的作品。

苏富比今年的北京秋拍“当代水墨艺
术”板块有所加强，囊括来自吴山明、王己
千、徐累等水墨大家的24件重要作品。苏富
比当代亚洲艺术部主管林家如表示，新增

“当代水墨艺术”板块是苏富比根据市场需求
做出的调整。她还强调，这一板块的24件作
品并不多，但涵盖了不同时期水墨大家的代
表性作品。

保利的逆市玩儿法

借用刘益谦的话讲，今年的北京保利秋
拍是全球最亮眼的一次秋拍。因为今年的秋
拍在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珠宝、水墨以
及现代艺术中都将会呈现有别于其他拍卖会
的非常亮眼的拍品，每个板块都有过千万元
的拍品。

以 1.01 亿元成交的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
《白塔山记》无疑是对市场的又一次试探。该
作品共5卷，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乾隆
帝为记录登上白塔山后所观 4 个方面的景色
而作，对北京及北海白塔山历史皆有详记，
可作为北海史志研究的重要资料。

近现代书画夜场历来是保利拍卖的重中
之重，此次秋拍保利拍卖将推出“三石两鸿
一大千”6 位大师的拍卖专场，集中展示齐
白石、吴昌硕、傅抱石、徐悲鸿、黄宾虹、
张大千这 6 位大师名品名作，展现中国近现
代书画的“黄金时代”。其中“纪念傅抱石诞
辰一百一十周年专场”汇集28件傅氏不同时
期、不同题材的精品，是保利拍卖历史上傅
氏作品拍卖规模最大、质量最佳的一届。而

“纪念齐白石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专场”汇集了
15件白石老人大写意花鸟画作。

保利拍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赵旭认为，艺
术品市场有一批特定的藏家，不会因为经济大
势的影响而把资金拿去投资证券、房产等其他
行业。反而有很多从能源、证券、地产等行业套
现出来的藏家，对收藏保持着持续的热度。

岁末，秋拍进入北京时间。
著名藏家刘益谦最近又任性了一把，在佳士得的香港

秋拍中以3.48亿港元（含佣金）拍下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
刺绣唐卡。这一高价单品的出现让拍卖市场出现了一个小
的兴奋点。如此的情形与今年春拍中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如出一辙。但某一单品的跳价高开并未带动整体的行情上
扬。10月开始的香港秋拍就已经为全年收官的北京秋拍定
好了调子，整体仍处在调整期。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晚明 黄花梨圆后背交椅
（中国嘉德2014年秋季拍卖会）

陈少梅陈少梅 西园雅集图西园雅集图
（（北京匡时北京匡时20142014年秋季拍卖会年秋季拍卖会））

元元 青花缠枝牡丹纹罐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北京保利北京保利20142014年秋季拍卖会年秋季拍卖会））

清乾隆清乾隆 黄水晶黄水晶““乾隆御笔乾隆御笔”、“”、“德德
日新日新”、“”、“所宝惟贤所宝惟贤””组玺三方组玺三方

（（北京保利北京保利20142014年秋季拍卖会年秋季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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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与京城庙会的兴盛
李德成

藏传佛教与京城庙会的兴盛
李德成

□中国民间工艺

沙湾鱼灯：光彩点亮珠三角
王锦强 文／图

沙湾鱼灯

□镇馆之宝

十大传世名帖之——
《仲尼梦奠帖》

晓 言

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现藏于辽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