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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本身也是展品

第一次到访宁波博物馆的游人，都禁不
住驻足馆前流连、观赏。博物馆的建筑是王
澍“新乡土主义”风格的代表作，将宁波地
域文化特征、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和现代建筑
工艺融为一体，造型简约灵动而颇具创意，
建筑本身就堪称是一件展品。博物馆外墙的
直壁采用的是浙东地区常见的“瓦爿墙”，
呈古旧的青灰色，仔细看还能发现砖瓦上当
年烧制时留下的符号，仿佛让人回到了明清
时期的江南古镇。

“这些砖瓦绝大部分是宁波旧城改造时
留下来的旧物，其中青砖数量最多，年代在明
清至民国时期不等，甚至有部分是汉晋时期
的古砖。”宁波博物馆馆长王力军告诉笔者。

按每平方米 100块砖瓦的使用比例，整
个博物馆 1.3 万平方米的瓦爿墙需要一百多
万块砖瓦，用这些旧城改造时收购来的旧砖
瓦，能节约一半以上的材料费，充分体现了
循环利用这一中华传统美德。

除了大量使用旧砖瓦、陶片，博物馆的
外观设计还运用了具有江南特色的毛竹，制
成特殊模板混凝土墙，毛竹开裂后墙面上形
成的肌理纹路清晰显现，别具一番风味。建
筑外围铺有大面积的鹅卵石坪，点缀着长满
芦苇、水草的湿地式水系，轻巧地写意着江
南水乡的清幽。

在博物馆外，常能看到有游客拓印瓦爿
墙，考古出身的王力军忍不住会上前支招、
指导。“博物馆是收藏记忆、收集历史的。”
王力军说，“人们愿意与博物馆的角角落落合
影，就是文化认同感与亲近感。”

越窑珍品折射港城文化

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
色瓷荷花托盏，堪称越窑青瓷代表作。

该托盏为 1975 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
大中二年纪年墓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
套。茶盏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
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
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
稳地承接茶盏，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叶
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

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东
钱湖、上虞一带。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今
属慈溪）窑产品因质地超凡被朝廷录为贡瓷，
并置官监烧。从晚唐起至五代时期，越瓷中的
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据宋代文献记载，相传五代时吴越国王
钱缪命烧造瓷器专供钱氏宫廷所用，并入贡
中原朝廷，臣下庶民不得使用，其釉药配方
和制作工艺秘而不宣，故称为“秘色瓷”，
属越窑瓷中最好的产品。宁波博物馆收藏的
这件越窑青瓷荷花形托盏，造型精美、釉色
清亮、如冰似玉，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无疑是越窑上品。

王力军说，这件珍贵瓷器充分折射出唐
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证明了宁
波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核
心港口，也是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港城。

宁波博物馆还有一件宝贝，是制作于清
末民初的宁波“万工轿”。轿高 3米，长 1.5
米，宽 0.95 米，重量在 200 公斤上下，要 8
个大汉才能抬起。花轿的轿顶由5 座大小不
等的牌楼组成，称“五岳朝天”，象征崇高
之意。中亭顶上站着一个面目狰狞、手擎毛

笔的“魁星点状元”，象征文运昌盛。亭角
是群龙舞首，飞檐翘角则为凤凰展翅。轿檐
由刻着 《三国演义》 人物故事的 16 块朱金
花板组成，每块花板下悬挂金银彩绣排穗，
与朱金花板相互辉映。轿身围以麒麟送子、
百子喜庆等彩绘玻璃，圆雕戎装跃马的各路
护卫神祗布满上下。全轿共展示了300 多个
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雕绘精细，栩栩如
生。据说制作这顶轿子需费一个工匠的一万
个工作日，故称“万工轿”。

“万工轿”也是宁波著名的传统工艺
——朱金木雕的代表作。朱金木雕工艺已有
1000 多年历史，其艺术效果主要来自漆工的
修磨、刮填、彩绘和贴金，故有“三分雕，七分
漆”之说。自明清以来，朱金木雕普遍应用于
民间日常生活，如日用陈设、佛像雕刻、家
具装饰，特别是婚嫁喜事中的床和轿。

让逛博物馆成为生活方式

什么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博物馆对现

代都市人意味着什么？如何吸引公众多逛博
物馆？从建馆至今，宁波博物馆一直在努力
探索。

王力军认为，宁波博物馆是个年轻的
馆，首先要有“大资源观”，按照“天下文
物资源为我所用”的思路，积极引进各种临
特展，这也正是这座港口城市的海洋思维。
在他看来，博物馆是一个城市文化和历史的
浓缩，要“高大上”也要“接地气”，让公
众在润物无声中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

开馆以来，宁波博物馆秉持“百姓博物
馆”“休闲博物馆”理念，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努力满足公众文化需求。从策展
选题到服务设施，充分考虑公众所需，以舒
适的方式为游客提供知识服务和浸入式游览
体验，焚香、听琴、饮茶……为公众构筑起
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宁波博物馆还推出
大量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2014年，宁波博物馆被中国博物馆协会评为

“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同年获此荣誉的
博物馆总共只有3家。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每个时代的家具都有不同的特点，都能反映
出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审美趋向。由于明代以
前家具多为柴木质地，很难保存下来，我们
只能从墓穴出土的文物和壁画、书画中的家
具图象，对古代家具的发展了解大概。

今天我们看到的多是明清时期的家具，
这首先得益于明代统治者对家具材料的要
求。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43）的
28年间，郑和曾七次远渡海外。他把中国产的
瓷器、丝绸、农作物等带往海外，将香料、宝
石、珍贵木材等采购回来。这些木材为制作优
质家具提供了合适的材料。

明式家具是科学的、艺术的、人性化的家
具，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继明式家具之后，又出现了清式家具。从清初
到清中期的近百年间，是明式家具向清式家
具过渡的时期，即明式与清式并存的时期。

满清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统治天下必

须掌握汉族文化。所以当他们在关外时，就
不断地吸收汉文化的精髓。从康熙时期的家
具来看，基本上延续了明代家具的式样。原
有的木工作坊里都是师徒一脉相承，这也使
得明式家具难有大的改动。

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的区分，不以年代
为界限，清代早期的许多家具也属于明式家
具。明式家具的特点是简约、明快、淳朴、
线条流畅。而清式家具则具有威严、华丽、
多用方料、装饰繁琐等特点。

以坐具为例。明式家具中常见的坐具有
圈椅、四出头官帽椅、南官帽椅、灯挂椅、
玫瑰椅、方凳、绣墩等。它们一般具有简洁
明快、线条流畅、侧脚收分明显等特点。

如图1的黄花梨如意卷草纹圈椅，以三
木相接成“U”字的圆形椅圈，顺势而下至
扶手处向外翻卷。扶手与鹅脖夹角处，有云
纹托角牙。靠背板是一块整料，它根据人体
脊背的自然曲线设计成“S”形。背板上浮

雕如意卷草纹。座面四角攒边框，中间镶席
心。面下为壸（kǔn）门式券口牙板。四腿带
侧脚收分，之间有步步高管脚枨（chéng）。
椅圈、靠背、券口牙子等，流线形的线条及整
体的造型，都给人简洁而优美的感受。

清式家具常见的坐具有扶手椅、靠背椅、
各式杌（wù）凳等。它们一般棱角分明、修
饰繁琐。

如图 2 的紫檀嵌粉彩四季花鸟图瓷片
椅，靠背及扶手呈七屏风式，并镶有瘿木嵌粉
彩四季花鸟图瓷片。搭脑高高凸起并向后翻
卷成卷书式。座面下束腰为平直的瘿木。牙
板中间有浮雕回纹的洼堂肚。四腿间枨子在
同一平面上，并与腿子齐平，此为四面平管脚
枨。方腿内翻回纹马蹄。此件为雍正时期器
物，是明式与清式家具并存时期的清式家具。

通过对比可知，明式与清式家具的不
同，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材质。明
式家具多用黄花梨木、铁梨木、榉木等，而

其它木种相对较少。清式家具多用紫檀木、
红木，兼有大批的镶嵌家具。

其次是造型与种类的差异。明式家具的
许多样式在清式家具中已失去踪影。如圆角
柜是明式家具中常见的品种。它为软角，侧
脚收分明显，腿子外圆内方，门子启闭多用门
轴。而清式柜子多用方料，直上直下没有侧
脚，柜顶四角采用硬角。清代制作的圆角柜，
多为乾隆朝以前的作品，属于明式家具范畴。

另外，许多清式家具在制作过程中，糅
合了皇帝的思想。先由皇帝指令做某种器
物，经养心殿宫廷造办处画样，呈皇帝御览
后提出更改意见，再由制作者做出小样，经
皇帝钦定后制作。经过这样一系列程序，这
件物品方可成型。

清式宫廷家具品质优良，运用了多种材
质和多样化的工艺，并有皇帝参与制订，具
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研究馆员）

宁波博物馆

年方十岁有“海味”
本报记者 方 敏

◎知闻

明清家具风格差异
□宋永吉

中国是一个崇尚“诗书传家远”的国
度，历史上，不少家族均以子孙知书达
理、好学上进为荣，也由此成就了许多长
盛不衰的名门望族。

宁波的万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活跃在
明清时期的江南大家族。万氏虽以军功起
家，却不废诗书，就连著名学者黄宗羲也
不禁赞叹：“明州 （即今宁波） 万氏，无愧
为国家之世臣矣。”

元朝末年，统治者倒行逆施，民不聊
生。万氏先祖万国珍跟随朱元璋起义，南
征北战。朱元璋因喜万国珍有勇有谋，赐
名“万斌”。万斌不幸战死，其子万钟、其
孙万武与万文先后从军，也全都战死且尸
骨无存。万氏后人只好在故乡为他们建

“万氏四忠冠剑墓”，以示纪念。
万武去世时，尚无子嗣。万文仅有一

遗腹子，由祖母曹氏、母亲吴氏及伯母陈
氏、小姑义颛共同抚养长大，此遗腹子取
名为万全，字惟一，可见万氏家族对他的
疼爱。

为了表彰万氏先祖为明代开国所做的
贡献，有明一代，自万斌始，万氏家族中
每代均有一男子为世袭武官，每代均有一
妇女敕封为“夫人”或者“恭人”，这在当
时已是极高的荣誉。宁波万氏依靠祖荫，
即可实现世代簪缨。但万氏的可贵之处是
在祖荫面前仍保有清醒的头脑，并不因此
懈怠。

作为遗腹子的万全虽集万千宠爱于一
身，但万氏家族抚育他的女性们却对他要
求极为严格，小姑义颛（zhuān）甚至为他
终身不嫁，亲自教授他诵读与骑射。万氏一
族一直强调文齐武备、读书明理的重要
性，历代留下不少家训。如曹氏对万全的
嘱托：“汝将书及武艺教其子，言说先代文
武俱备，使后不泯。”十一世万邦孚训诫子
弟：“吾见世爵之家，蔑诗书而嗜功利，一
再传遂倾覆，士大夫恒慢侮之。”十二世万
泰论及子女教育，则谈到：“ （当） 使其人
读书，亲近正人君子，即使布衣敝履，自
是不失门户。”故万全之后，万氏子弟皆文
武双全，日练武，夜习文，子孙有儒将之
风，在江浙一带享有极高的声誉。

万氏传至十二世万泰时，万氏家族已
开枝散叶，成员众多，远胜于昔日，仅万
泰一支即有八子一女。万泰秉承家风，极
为重视子女教育，特意聘请名儒黄宗羲为
其八子授业解惑。在黄宗羲的精心教导
下，万氏八子俱有才学，时人称之为“万
氏八龙”。“八龙”之中最有名的，便是后
来在 《明史》 编纂中，以布衣之名担任实
际总纂官的万斯同。

万斯同 （1638-1702），字季野，号石
园，是清初浙东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著名
史学家，其师承黄宗羲，在学术史上影响
深远。梁启超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将其形容为“清代史学的建设者”。万
斯 同 生 于 明 清 鼎 革 之 际 ， 康 熙 十 七 年

（1678 年），清朝开博学鸿词科，浙江地方
官向朝廷推荐了万斯同。作为明朝遗民，
为了表明气节，万斯同拒绝了清朝的首次
邀请。康熙十八年 （1679年），清朝大规模
纂修《明史》，宰相徐元文素闻万斯同博学
洽闻，再次邀请万斯同进京。万斯同的老
师黄宗羲也认为纂修明史极有意义，遂支
持万斯同北上，临行还以诗相赠：“四方声
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对其未来的
工作寄予厚望。

万斯同前后历时 23 年，参与纂修清代
官修 《明史》。身为前朝遗民，为表气节，
万斯同不食清朝俸禄，“不居纂修之名，隐
操总裁之柄”，史馆内凡“建纲领、制条
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
掌”，为修成一代信史付出极大心血。今
天，我们如果翻看万斯同手撰的 《明史》
稿本，墨笔之上，朱笔与白粉笔删改涂抹
痕迹层层累加，便可想见万氏当年工作的
艰辛与不易。万斯同以一生之力，完成了

“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的夙愿，为《明
史》纂修立下了汗马功劳。

故宫博物院现存明清家具6000余件，是世界上收藏明清宫廷家具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今年5月18日，故宫博物院南大库清代宫廷家具馆将正式对外开放，大批珍贵家具将与观
众见面。本版特约故宫博物院家具专家宋永吉撰文，介绍明清家具风格特点。

——编 者

西汉鎏金铜骑马俑、宋代鹊纹银盘、清
代银茶碗、茶树木雕佛像……春夏之交，一
场展现茶马古道风土与人文的文物联展，在
宁波博物馆亮相。在开馆十周年之际，宁波
博物馆为广大观众奉上338件 （套） 来自中国
8个省区的珍贵文物。

2008年 12月正式开放的宁波博物馆，在
全国 130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属于特别年轻
的。它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总建筑面
积3万平方米，由首位中国籍“普利兹克建筑
奖”得主王澍设计，建筑本身具有浓浓的艺
术气息。

宁波博物馆以展示宁波人文、历史和艺
术为主，是一家富有地域特色的综合性博物
馆，常设展览包括《东方“神舟”——宁波史迹
陈列》《“阿拉”老宁波——宁波民俗风物展》

《竹刻艺术——秦乗年捐赠明淸竹刻珍品展》
等。馆内藏品丰富，囊括了从史前河姆渡文
化至近代以来的珍贵靑铜器、瓷器、竹刻、
玉器、书画、金银器、民俗等文物6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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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越窑青瓷荷花形托盏 李安宁摄

宁波万氏：
文武俱备，
《明史》流芳

□谷 敏

◎家风家训◎家风家训

图1：黄花梨如意卷草纹圈椅图1：黄花梨如意卷草纹圈椅 图2：紫檀嵌粉彩四季花鸟图瓷片椅

万斯同小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