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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知识票证天地

三条石见证天津工业发展
罗思福

邮票里的茶具
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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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红桥区的三条石地区，被称为天
津乃至华北近代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的摇
篮。这片区域地处三岔河口附近，西接城
乡要道河北大街，水陆交通便利，19世纪
中叶已出现打铁作坊。1900年，由于八国
联军入侵，天津机器制造局和大沽造船所
被破坏，不少工人后来辗转至此，带来先进
的工业生产技术。加之长期以来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实际需要，使得三条石工业进
一步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三百余
家工厂聚集于此，已成为华北地区铸铁、机
器工业中心。1935年5月6日《大公报》的
《津市机械工业概况》一文写道：“天津为华
北之重要工商业区，各种工厂林立，关于机
器工业，当为甚形发达……本市之机械铁
工厂，家数众多，几随处均是。而以河北三
条石为集中街区……”

三条石是天津早期工业的缩影，也是
手工作坊向近代工业转型的典型区域，对
研究天津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工业文明具
有重要意义。1958年，三条石工厂史展览
会在金钟桥北的金钟桥小学开展。解放前
工人们悲惨贫困的生活与新社会工人们以
主人翁姿态创造性劳动的真实比照，让观
众受到了强烈的心灵触动。展览的成功举
办，也为博物馆的开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1959年9月27日，三条石历史博物馆
正式开幕。作为本市第一座区级博物馆和
以工业为主题的博物馆，在筹备过程中征
集了有关三条石的历史文物和资料三百余
件。基本陈列为《三条石今昔历史展览》，
通过图片、模型和实物，介绍了三条石机器
铸造工业的历史，以及解放后工人们新的
劳动生活景象。1965年，修改后的《三条
石地区民族工业史》陈列开放。1982年，
《三条石地区机器铸铁民族工业发展史》陈
列对外展出，展览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和
实物，再现了三条石工业的历史原貌。
1985年，修改调整后的基本陈列，完整地
展示了1860年至1956年三条石地区机器
铸铁工业的发生、发展、停滞、衰退直到天
津解放后蓬勃发展的历史过程。

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由主展馆和辅助展馆两部分组成。
1959年博物馆在主展馆开馆，所在建筑原
为聂公祠。晚清名将聂士成，在庚子之变
的天津保卫战中，中弹牺牲。1902年，袁
世凯代为请恤，朝廷准予在天津设立专祠
供奉。1905年，聂公祠在三条石地区落
成，为清代二进式砖木结构建筑。1976年
唐山大地震后建筑受损，1977年博物馆在
原址重建，1979年竣工。1982年博物馆伴
随新的基本陈列重新对外开放，1992年基
本陈列迁出。2008年在三条石地区提升
改造工程中，主展馆被拆除。

另一处展馆是位于小马路上的福聚兴
机器厂旧址，始建于1926年。建筑为四合
院样式，完整保留了20世纪早期工厂厂房
面貌。1968年开始修复，于1970年作为博
物馆辅助展馆对外开放。1991年建筑进
行修缮并于次年修复落成，主展馆陈列也
迁移至该馆。2008年，建筑落架大修并恢
复了构件的历史样式，2011年竣工。2012
年，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在此重新对外开
放。此处现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AA级旅游景区和天津工业旅游示范点。

目前博物馆有藏品五千余件，其中《福
聚兴机器厂旧址复原陈列》，复原了四面开
窗的前柜房、锻工棚、经理室、工头住房、仓
库、吊楼等区域的旧貌，并布置有相应的生
产生活物品。在机加工车间，有镟床、刨
床、钻床等13台机器设备，集中反映了20
世纪初机械工业特征和生产水平。门口的
清代对狮，雕刻精美，体型壮硕，原放置在
聂公祠门前。1976年地震后重建修复时，
受技术条件和施工设备所限，石狮子、条
石、柱础等部分石质建筑构件被就地深埋
保护。2008年，这些文物在聂公祠原址附
近陆续出土，石狮子重见天日，现放置在博
物馆正门两旁。

作为天津较早开放的文博场馆，三条
石历史博物馆的票券设计古朴典雅，“前计
算机”特色明显。例如同版多色的大幅参
观券（图1），为建馆早期所用。上方馆名
书法是周恩来在开馆前夕所题，“参观券”
采用大字号加粗居中展示，下方馆址中的

“聂”字仍为繁体字，透露出时代风格。左
侧的人物造型雕塑图案，沧桑厚重，颇具质
感，代表勤劳、朴实、智慧的劳动人民。票
背为注意事项和参观时间、人数所用的空
白表格，参观时由工作人员填写。票券本
身虽未标明具体日期，但与其使用相同设
计元素的展览简介手册，在封面标注时间
为1973年，由此推断此票的使用时间大致
在1973年前后。此票在纸张选用和印制
工艺上颇为考究，虽年代久远，但票面图文
清晰，边缘利落，墨色匀称。加之此票实为
集体参观凭证，存世很少，所以十分珍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博物馆连续推
出了多个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引发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和参观。如1983年《“中美合作
所”集中营史实展览》《李大钊同志纪念展
览》、1984年《东北烈士事迹展览》《太平天
国历史展览》、1986年《全国中华女英烈纪
念展览》等。这段时间，博物馆发行了细长

票幅白底参观券。这些票券版式相同，主色
各异，右侧为副券栏。目前发现有灰绿、橙
红、浅绿、草绿、浅棕多种配色。主券上方仍
为馆名和“参观券”字样，下方印有一幅横贯
主券的画像石风格图画，画中反映的是不同
人物生产劳作的场景，与博物馆主题相呼
应。副券栏下方印有博物馆地址，仔细看
来，纸张纹理相对粗糙、票面整体发暗的票
券，地址中的“街”字被印为“亍”，发行时间
理应更早；另一类纸张光滑、亮度更高的票
券，“街”字即为正常写法。故而推断这些不
同颜色的票券，存在发行早晚的批次之别。
背面加盖的临时展览名称以及5分、3角、5
角、1元票价的红色印章，成为反映博物馆
发展变化的珍贵史料。

全彩印制的绿色参观券（图2），色彩
明丽而不失稳重，与义和团纪念馆的浅蓝
色、豆沙色参观券共同印制。票券右侧的
博物馆即福聚兴机器厂旧址入口照片，青
砖黛瓦搭配灰色木门，透露出建筑的历史
沧桑。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及的大幅参
观券和白底细长参观券，馆址为“聂公祠前
街五号”和“博物馆大街5号”，这张绿色参
观券背面标注馆址为“三条石小马路16
号”，而如今的馆址为河北大街尚都家园
14-3。从票券收藏过程中归纳出馆址的
变迁信息，也可成为对博物馆历史研究的
有益补充。

图1

图2

十二生肖题材是“花钱”中的一个重要
门类，此类花钱在清代流传最广，其用途在
于祝愿人们（一般多用于儿童成长）身体健
康。有些美观小巧、轻便色美的，人们还喜
欢将其作为一种饰品，佩戴在帽子之上；厚
重大型的，通常则是挂在腰带上，以作驱鬼
辟邪保平安祈康健之用。

十二生肖为我国民间计算年龄的独特
方法，是古代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纪年法
融合的结果。其字意，生，指人的生年；肖，
即类似，相似之意。“生肖十二种，每人一属
相”。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早已渗透在中华

民族的血液中。
我们自出生那天起，就拥有了一个与

自己终生相随的属相。这一古老的文化现
象，饱含了生动活泼的民俗情趣与别致的
韵味。

元代刘因有咏十二生肖诗：“饥鹰吓鼠
惊不起，牛背高眼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
来，才辨荆州兔穴尔。鱼龙入水浩无涯，幻
镜等是杯中蛇。马耳秋风去无迹，羊肠蜀
道早还家。何必高门沐猴舞，肠栅鸡栖皆
乐土。柴门狗吠报邻翁，约买神猪谢春
雨。”诗中嵌入了十二属相，且每一句都是
一个寓意生辉的故事。而在生肖题材的花
钱上，人们刻意表现的是：鼠之机谨狡猾、
牛之沉稳凝重、虎之威猛强悍、兔之温柔轻

巧、龙之飘逸潇洒、蛇之蜿蜒妖娆、马之奔
放矫健、羊之温和儒雅、猴之灵巧聪敏、鸡
之雄健英武、狗之忠诚警觉、猪之憨厚纯朴
等。这不仅丈量着漫长的时空岁月，也对
应和演绎着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和民
族崇拜的图腾。

故此《稗史类编》中说：“命钱，面有十
二生肖字。张端木曰：‘此钱旧称命钱。有
地支十二字，又有生肖形。’”始于宋代，后
元、明、清各朝均有所铸，清时为盛。

笔者所藏这枚十二生肖花钱，钱呈圆
孔圆形，青铜材质，制作精美，薄锈入骨泛
红，文字正书，清晰粗犷。正面圆穿向外至
边轮辐射出两道圈，内圈为十二地支文字，
外圈为与文字放射状地对应的十二生肖动
物图案。虽然个别动物表现的形象有些比
例失调，只具外形的图像，但却不失神韵。

背面为龙凤呈祥图案，一对龙凤，龙上
凤下，正在环绕穿口飞翔。在中国传统的
吉祥图案中，龙凤呈祥标志着一派祥和。
龙代表风调雨顺，凤代表国泰民安。

在清末，有龙凤图案的花钱，还被用作
婚礼压帐的礼钱，喻示新婚美满，祈愿百年
好合。

在笔者收藏的此钱上，一对龙凤纹相
清楚明晰，线条流畅，龙腾凤舞，生动而形
象，粗犷奇崛而不掩精致传神。从其风格
来看，极具辽金时期龙凤特征。尤其是龙
凤的头部都较大，这一特征最为显著。

有道是“爱屋及
乌”，由好茶而关注茶
具，进而收集与茶和茶
具有关的邮票，似乎是
顺理成章之事。几年收
集下来，涉及世界许多
国家的邮票，还真是个
瑰丽的世界。

众所周知，我国是
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并
种植茶叶的国家，数千
年的制茶、饮茶历史，已
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茶文
化。与之同时，茶具成
为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
要部分。

品茶离不开茶具，
相生相伴，我国茶具的
历史悠久，样式繁多。茶具，在古代亦称茶器或茗器。西汉辞赋家
王褒《僮约》有“烹茶尽具，酺已盖藏”之说，这是中国最早提到“茶
具”的一条史料。到唐代，“茶具”一词已常见，皮日休《褚家林亭
诗》有“萧疏桂影移茶具”之语，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中有
句：“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到了宋代，皇帝以“茶器”为赐品，
可见当时“茶具”十分名贵，故北宋画家文同有“惟携茶具赏幽绝”
的诗句。

茶具的种类几何？皮日休有《茶具十咏》，所列为“茶坞、茶人、
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其中“茶坞”，是
指种茶的凹地。而“茶人”，按照现代观点，不应纳入器具。至明、
清之时，饮茶盛行以“景瓷”“宜陶”为贵。

而现代人所说的“茶具”，主要指茶杯、茶壶、茶碗、茶盏、茶碟、
茶盘等饮茶用具。中国的茶具，种类繁多，造型优美，除实用价值
外，艺术价值亦颇高，古已驰名中外，历来为茶爱好者青睐。

1994年5月5日，为配合第四届中国宜兴陶瓷艺术节，邮电部
门发行了《宜兴紫砂陶》特种邮票一套4枚，展示了素有“陶之古
都、茶之绿洲”美誉的江苏宜兴的名产茶具紫砂壶中的四款精品，
分别为明代的三足圆壶、清代的四足方壶、八卦束竹壶和现代提璧
壶。这些茶壶不但造型美观、优雅宜人，而且壶体上不乏名人诗、
书、画、印，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经典力作。紫砂壶不仅是理想
的泡茶工具，实用价值之外，还因集造型、书法、绘画、印章、篆刻等
诸多艺术于一体，成为人们品赏、把玩、收藏的上品。

1997年，又发行了《茶》特种邮票一套4枚。第一枚为“茶树”，
邮票上的这株茶树，位于云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富东乡邦
崴村，高11.8米，树围约9米，树龄已逾千年，充分证明了“茶树原
产于中国”“饮茶源于中国”这一论点；第二枚为“茶圣”，主图为立
于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院内唐代陆羽铜像，陆羽著有世界上第一
部茶书《茶经》，被后人尊称为“茶圣”；第四枚为“茶会”，是明代画
家文征明创作的《惠山茶会图》局部图。而第三枚，即是“茶器”，是
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的镏金银茶碾等茶具。

为纪念中国和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2019年2月8日
我国发行了《中葡建交四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其中代表中
国的是宜兴紫砂茶具“九头南瓜提梁壶”，制作者是当代紫砂工艺
大师汪寅仙。

其实这是宜兴紫砂壶第五次出现在新中国邮票上了。另外四
次在这之前。第一次是已述及的1994年的那套《宜兴紫砂陶》邮
票；第二次是2007年发行的《紫砂》普通邮资明信片，明信片的邮
资图案是一把紫砂壶；第三次是2011年11月11日，为配合在无锡
市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27届亚洲邮展，我国发行了一套邮票，
其中一枚的主图是紫砂壶“扁方壶”，背景是无锡的“天下第二泉”；
第四次是中国邮政2018年4月22日发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三）》特种邮票中的“妙玉奉茶”，邮票画面中的妙玉，手
中执有一把紫砂曲壶，似乎已为宝玉手中的茶盅续过香茗。只因
图案较小，一般不被人所注意。

可称为佳话的是，早在1981年，“妙玉奉茶”这一主题就出现
在邮票上了。那年发行的《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邮票中，第十
二枚即以此主题为主图，不过这枚邮票上，只绘出了亭亭玉立、曼
妙无比的妙玉一人，双手高捧一茶具。无独有偶，2002年澳门发
行有关《红楼梦》的邮票，也有“妙玉奉茶”一枚，手中捧着一件精致
的小茶盅。

生肖钱上龙凤舞
李显坤

精品看台

王淦昌的木箱，长57.4厘米，
宽67厘米，高51.3厘米，表面粗糙，
唯有用毛笔书写的“北京王京〈10〉”
字样，是它唯一的装饰。“王京”是王
淦昌为了工作需要给自己取的名
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北京的京。
从1961年到1978年参与原子弹和氢
弹研制工作期间，“王京”这个名字一
直伴随王淦昌达17年之久，而“王淦
昌”似乎被人遗忘。1971年至1978年，
王淦昌随核武器研制机构从北京迁往
四川，这只木箱是他在此期间装资料
用的。这个看似普通的木箱，最好地
诠释了中国科学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
献身精神。1999年8月由王淦昌的儿
子王德基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
随着发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声指令，
主控操作员按下启动电钮。10秒钟后
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一朵硕大无比的
蘑菇云在戈壁滩上空腾空而起！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
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
1967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上空，
随着一声巨响，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
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
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后第四个掌
握这种具有更强大威慑力的热核武器
国家！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
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
个月，法国用了8年8个月，而中国仅仅
用了2年8个月。1970年4月24日，中

国“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
《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中国成为继苏
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自主研
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东方红
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开创了中国空间事
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的国防科技
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
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
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
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
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
同步轨道卫星……“两弹一星”事业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
站起来的重要标志。为了祖国“两弹一
星”的研制工作，许多科学家放弃了在国
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由于保密的需
要，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漠，在人烟
稀少的深山峡谷，隐姓埋名，默默无闻。

他们的一切都不能告诉父母、妻儿，
没有个人的行踪，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
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
便交往……王淦昌在“两弹一星”的伟大
科学成果中，特别是在“两弹”的研制中，
是名副其实的功臣和主要贡献者，被誉为
“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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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的花卉十二屏风不仅
大大超出了此前所有吴昌硕书画
作品在中外公开拍卖会的成交价
格，而且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
在中国内地拍卖市场成交纪录的
第三名。吴昌硕1916年完成的花
卉十二屏风，每幅高133.5厘米，横52.8
厘米，题材分别为梅、兰、竹、菊、苍松、荷
花、玉兰、牡丹、紫藤、石榴、水仙和白
菜。拍卖会上，从日本回流的这十二条
屏风并没有如事先预料的那么引人注
目，嘉德公司在拍卖图录上给出的估价
仅为200万元至300万元。但当拍卖师叫
出180万的起拍价后，竞买价像脱缰的野
马般一路强劲上扬，连续冲破500万和
1000万的大关，最后经过各路竞买人38
轮争夺，以1650万元人民币成交。据悉，
这件拍品的得主为中国南方一位年轻的
民营企业家。这位企业家正在计划自建
博物馆，届时吴昌硕花卉十二屏风将作
为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公开展出。
2005年7月，一套现代著名画家谢稚

柳创作的巨幅八开山水屏风从海外回
流，在中贸圣佳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拍
卖会上拍卖，估价高达2000万元。这套
屏风的价格在20多年中涨了2000倍。这
套屏风是谢稚柳山水画的代表
作，画了半年多。1979年，此画
由谢稚柳所有，当时上海文物
商店产生了收购的想法。当时
中国书画的价格比较低，顶级
画家的作品也不过15元一平方

尺，如果按照这一价格计算，这套屏风有
100平方尺，总价应该是1500元。正巧当时
上海文物商店负责收购的是谢稚柳的学
生，看了这套屏风后赞不绝口，认为其艺术
价值非常高，堪称谢稚柳的代表作，于是提
出以一万元的价格收购这套屏风。谢稚柳
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就答应了。上海
文物商店购得这套屏风后，曾经在上海博
物馆多次举行展览，标价30万元外汇券。
几年之后，一位海外收藏家看到这套屏风，
当即将其买走。2005年，中贸圣佳公司的
文物征集人员说服了那位海外收藏家，将
这套屏风拿到北京拍卖，估价2000万元。
由此可见书画屏风升值幅度之大。
油画屏风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历史。清代

康熙时期，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宫廷御用画
家马国贤绘制的油画屏风，受到康熙皇帝的
喜爱。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桐荫仕女
图》油画屏风，便是一件供宫廷装饰用的作
品，传为马国贤的中国学生所绘。屏风的另一

面有康熙皇帝御笔书法，可见这位
皇帝对有透视变化的“中国式的风
景画”的油画屏风的爱好程度。乾
隆时期，西方油画倍受青睐，被广泛
地作为宫廷装饰艺术，不少应召入
宫御用的传教士油画家承旨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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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的座钟“当当当……”连
着敲了12下。雷紫剑把受宠若惊
的宗大头拉到椅子上坐下：“等一
会儿，咱俩一同去吃饭。”宗大头机
械地坐在椅子上：“大队长，既然你
这样瞧得起我，没别的，往后就瞧
我的吧，我姓宗的得对得起你。”雷紫剑
笑着说：“我是了解你的，不过……”说
到这里，他眼珠子转动一下，“对付共产
党的游击队，这个中队长可是不好当
的。”宗大头把大脑袋一晃：“只要有你
的话，我这颗大脑袋豁出去了，掉了不
就是个碗大的疤！”雷紫剑伸出大拇指：
“好样的，有骨气！明天你就去三岔口
驻防，把守咱们盐滩的东大门。”宗大头
一下拉了长音说：“啊，三岔口……”雷
紫剑说：“对，就是三岔口。”宗大头说：
“海庄的马队长，他那里兵强马壮，人多
枪多，他要是去三岔口，不是更有利
吗？”雷紫剑一摇头：“不行，他另有任
务。为了你到三岔口能够旗开得胜，震
住游击队，我给你找了个好帮手，给你
当参谋。”宗大头瞪圆了两眼问：“谁
啊？”雷紫剑大笑一声：“苗万贯，你看可
以吗？”宗大头身子往后一挺，脑袋碰到
椅子的靠背上：“他？这个人的胆子比
耗子胆儿还小，他干得了吗？”雷紫剑
说：“别看他胆子小，他对那一带可熟悉
啊！他家是那儿的，跟游击队打过交
道，他认识好多的共产党……”宗大头
叨咕着说：“可也是啊，就怕这小子不
干。”雷紫剑说：“李大麻子一走，他就是

个光头的鸟，正在找靠山呢，咱们不把他
拉过来，也会被别人拉走的。等一会儿他
来了，干与不干，就得看你的了。”宗大头
一拍腰里的手枪；“他不干，我揍了他！”雷
紫剑连连摇头：“硬的是要有，但不能动不
动就上武的，现在你是中队长了，明白
吗？”宗大头顺从地答应道：“是、是。”雷紫
剑一拉宗大头，“好，咱俩先去吃饭，等苗
万贯来了再跟他谈。”

下午，苗万贯来到盐警大队部，雷紫
剑殷勤招待、百般奉迎，说苗万贯是“忠诚
党国，努力工作，人杰地灵，前途无限”，把
个苗万贯夸得神乎其神。可是，苗万贯始
终是加着小心，细心地品味着雷紫剑的每
一句话，总想听听是什么原因，你这盐警
队的大队长，平白无故地给我戴高帽。但
是，听了半晌，也没有听出个缘由。后来，
就在那桌不太丰盛的酒席上，雷紫剑对苗
万贯提出了要求，聘请苗万贯为盐警大队
参谋，和宗大头一同带领一个中队，去镇
守海庄和三岔口一带的盐滩，理由是苗万
贯熟悉那一带的地理人情。苗万贯不想
干，说自己没当过兵，不懂军事，不会战
术，怕误了大事。雷紫剑哪肯答应，一个
劲儿地劝说。最后，宗大头不得不把手枪
拍在了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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