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虎”为饰，走进美好生活

除了青铜器、玉器中虎元素极其丰富，
虎元素也出现在其他各种文物类型当中。
如芜湖市博物馆收藏的宋代龙虎纹菱形
镜、 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汉代四乳龙虎纹铜
镜。西汉末期，铜镜渐渐走向民间，成为人们
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 铜镜制作精良，形态
美观，图纹华丽，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
遗产中的瑰宝。 从汉代到宋代，同样是以龙
虎纹为题材，宋代铜镜中增加了人物形象，
构图中一人以虎为坐骑，形态悠然。 不同历
史时期的铜镜制作偏爱使用不同的装饰题
材，从神兽汇集到现实生活场景，一面小小

的铜镜，藏有审美变迁的大乾坤。
清代“绣虎”虎形墨，亦是安徽博物院

一件颇具特色的藏品，墨作虎形，一面饰
虎皮纹，一面平素。 据介绍，三国时期，曹
植才华卓绝，号称“绣虎”，“绣”谓其词华
隽美，“虎”谓其才气雄杰。 因此后世通常
以“绣虎”称擅长诗文、词藻华丽者。 以虎
之形象入文房用具，也经常出现。 安徽博
物院还收藏有一个清代徽州虎头木雕，以
虎形入木雕， 在徽州木雕中较为常见，表
达着人们向往吉祥幸福的祈佑观念。

酱釉虎头枕、白玉螭虎纹环、木变石

虎、伏虎尊者像……本次展览中，还呈现
了更多不同历史时期以虎为题材的文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自古被视为象征勇
气与力量的瑞兽。 千百年来，国人素仰虎
的勇猛、威仪，崇虎、尊虎，将虎列入“十二
生肖”，并将虎的形象倾注于服装服饰、建
筑装饰、饮食器具、文物艺术品等诸多生
活元素之中 。 从贵族礼器到世俗器具 ，
“虎”最终从自然界走入历史文物、走进民
俗生活。

“虎文物”特征的嬗变，从一个侧面展
现了中华文明史进程的瑰丽与壮阔，展现
了民族审美的融合与传承，寄托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栏图片均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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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年画·过大年”安徽展
亮相安徽画廊

1 月 25 日，“赏年画·过大年”安徽展在安徽画廊
开展。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中国文化馆协会、安徽
省文化馆具体实施。展览集中展示了从全国遴选出的
优秀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时代感强，广大人民
群众拿起画笔描绘新时代新生活，专业美术工作者深
入基层感受身边的变化。 作品类型包括木版年画、新
年画、农民画以及具有年画元素的插画等。 安徽省的
部分作品也在其中展出，画作中的农村气象、田间生
活，为冬日的江淮大地增添了暖意，为群众带来了新
春佳节的祝福。 （晋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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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晋文婧

十二生肖寅虎值岁。 虎年新春即将到来，由中国文物报社、安徽博物院主办，安徽工艺美术学会协办的
“虎虎生福———2022 壬寅虎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在安徽博物院展出，很多“虎文物”实物展品集体
出镜。 在江淮大地上，从“虎文物”到“虎文化”，你了解多少？

青铜器上的虎，
堪称历史文化符号

国宝级文物商龙虎纹青铜尊， 是时代最
早的表现“龙虎争霸”之图景的青铜器，出土
于安徽阜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安徽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以其丰富的
内涵、多彩的文化、精湛的工艺以及鲜明的特
色闻名全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阜南商墓、
屯溪越族墓、皖西群舒墓、寿县蔡侯墓和寿县
楚王墓出土的青铜器。 它们分别反映不同的
文化特征，时空跨越千余年，与中国青铜时代
的兴衰相始终。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
群舒文化在这里互相交流、影响、吸收。 尊是
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在商代和西周最为流行。
商龙虎纹青铜尊，高 50.5 厘米，口径 44.9 厘
米，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
肩外； 腹部以云雷纹为地， 装饰三组虎食人
纹；圈足饰饕餮纹。商龙虎纹青铜尊制作工艺
精湛， 花纹线条洗练， 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
品。据专家介绍，商龙虎纹青铜尊上的龙纹与
虎纹，是独特的纹饰，堪称“狞厉之美”，是研
究当时社会历史的文化符号。

龙与虎皆为远古崇拜的图腾， 安徽博物
院“八大镇馆之宝”之一的龙虎纹鼓座，据考
证则为春秋时期钟离国君的自用之器。 鼓座
上沿四周运用高浮雕的手法塑有怒吼的猛虎
与独角翘立的游龙，造型奇特、体型巨大，气
势不凡。据介绍，全国发现的建鼓座实物屈指
可数， 该龙虎纹鼓座的虎头造型构成元素与
部分结构仍未摆脱殷商的图式风格， 但其整
体造型又形成自身独有面貌， 从装饰风格可
推断该地域文化的融合。

新主流电影
吹响集结号

■ 晋文婧

春节档电影一览表来了， 战争片、 励志
片、喜剧片、动画片等多种类型的电影陆续登
陆大银幕。其中，《狙击手》《长津湖之水门桥》
延续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热度， 为大众所关
注。那么，同样的重点题材如何拍出不同的叙
事风格，近年来较为成功的“新主流电影”带
来怎样的创作启示？

“新主流大片越来越好看了。 ”这是很多
观众的观影体验。近年来，主旋律影片在票房
上有不俗的表现，在市场上有良好的回应。什
么是好看的电影？电影作为艺术产品，面对审
美需求、艺术素养、认知角度迥异的广大观众
们，解答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
点可以明确： 好电影一定是基于时代主流价
值观，并能引发观众集体共鸣的作品。虽然众
口难调， 但观众基于不同欣赏角度的讨论依
然可以擦出火花、延续话题、留存心中，那么
这部电影就是好看的。

电影应当讲述时代， 电影工业需要技术
赋能。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数十年
来，主旋律电影一路前行，创作者们探索主旋
律电影的创新叙事， 也探索商业电影的主流
价值观表达。尊重艺术规律与文化根基，从不
同维度进行创作实践， 让更符合时代和观众
需求的“新主流电影”成为一个新名词。而今，
新主流电影具有家国情怀、 时代印记等显著
特征，新主流电影所塑造的新英雄人物，不落
窠臼， 不偏说教， 讲究人物形象的立体和丰
满，这些话题都为观众津津乐道。

2009 年， 献礼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的电
影《建国大业》，在口碑和票房上取得成功，其
演员阵容安排与市场化运作手段， 令人耳目
一新。 近年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
乡》和《我和我的父辈》，则将镜头对准了普通
的中国人，表现人们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也
体现着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发展方向。可以说，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之下，从历史到现实，囊括
了一个更加丰富的电影艺术世界， 它们是建
立在电影工业标准基础之上的对电影品质的

追求。
这个春节档，依然精彩。 我们期望，在家

国故事的建构中， 国产电影的美学特征为越
来越多的海内外观众们所认知。

好人馆里的志愿者
■ 郜磊

2022 年开篇，在隆冬的寒意中，一句“欢迎
参观芜湖好人馆”的热情招呼，开启业余讲解员
们新一年的文化志愿服务。

“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丁川之老人已经 78
岁了，最小的李平也有 52 岁，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 他们中有曾经的广播员、退休干部、在职的
幼儿园园长……”队长朱翠华说，就是这支“超
龄” 讲解员队伍， 累计志愿服务达到 15000 小
时，人均服务 315 小时。

声声宣讲，深情无限。朱翠华 72 岁了，始终
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十多年前她由幼教岗位退
休之后，投身于社区文化志愿服务，并以优异表
现获评“芜湖好人”。 2015 年，芜湖好人馆开馆，
请她这位“芜湖好人”来承担义务讲解，并组织
讲解员队伍。据当时协助朱翠花的张洁芳回忆：
“好人馆长达 50 多页的讲解文本， 要求讲解全
程脱稿， 朱老师用了两天时间把材料从头到尾
看了一遍。对于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记忆力早
已不是强项。 她就强背，把材料拆开，贴在家里

的门上、冰箱上、厨房里，抬头就看见 ，做家务
背，买菜背，连在小区散步都在背，她的这种精
神感染了我。我二话没说接过来二馆的 28 位好
人事迹材料， 并参加了市文明委举行的好人事
迹演讲比赛。 ”

“好人馆，展出的是故事，是人生，是大爱，
是感动。 我们对每个好人的事迹都进行梳理、
提炼，形成一套符合观众需求的形式。 ”朱翠华
和队员们根据不同的观众群体，选择最合适的
典型介绍，比如，对于国家、各省市领导前来参
观，朱翠华首推“京城人民的守护神、也是安徽
人骄傲的董学法。 他是芜湖无为县泥汊镇人，
1988 年到北京，为保一方平安，多次勇斗歹徒、
多次受伤 、曾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面对
当地群众，他们则会推出身边典型进行生动讲
解。 前不久，朱翠华讲解公安干警张磊的事迹，
讲到他身负多处刀伤，流血不止 ，临终前还在
叮嘱战友要注意防范，抓住歹徒 ，她和观众一
起流下感动的泪水。 讲解结束后，一位听众动
情地说：“我没想到，直到今天张磊的照片还挂
在这里，他的故事被你说得这样感人！ ”原来张

磊是这位观众的侄子。 面对大学生参观群体，
张洁芳会把市民身边的 “80 后 ”、“90 后 ”典型
重点推出，“7 路公交车上有个 ‘拖把哥’ 周德
利，危急关头，用拖把拦住了在公交车上砍人
的菜刀女……” 枯燥材料稿转换成了鲜活口
语，好人的善行得以生动再现。

同时，志愿服务队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创作编导大量的诗朗诵、小品、快板、三句半等
文艺节目，带领群众活跃在基层文化舞台。如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朱翠华创作了新编快板《今
年过年不串门》《众志成城抗疫情》，并录制成视
频，用普通市民能够听得懂、易传播的形式对疫
情防控知识进行宣传。 志愿者们还带着根据好
人事迹自编自演的小品、戏剧、朗诵等节目，走
进街道社区、大中小学校幼儿园、机关企事业单
位、军营和偏远山乡，受众达 12 万人次。

处处善行，真诚无价。 2021 年的最后一天，
朱翠华忙着带队参加芜湖市原创诗歌朗诵颁
奖活动，表演歌舞《盛世中国》《唱支山歌给党
听》，他们专门为这次活动创作了诗歌《人民城
市人民建》。 志愿服务队并不满足于单纯站在

馆里讲解，还策划组织了“好人感动在身边”等
活动。 2016 年春节前夕，志愿者们自费买了电
热毯、春节大礼包等慰问品 ，踏着冰雪湿滑的
道路，慰问好人陶家兰、吴明……2018 年 9 月，
他们走进无为县开城镇幸福村， 捐款 5000 元。
2019 年 5 月，他们为“春蕾”妇女儿童公益活动
捐款 3000 元。 2020年 2 月，他们为赴武汉抗疫
的医护人员捐款 4000元，还为各社区抗疫社工
们送上自费买的水果。 他们每周定时为智障儿
童教授手鼓， 春节、 元宵节为老人们洗脚、送
餐。 多年来，这支来自好人馆的文化志愿服务
队践行着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
神，矢志不渝。

很多受到志愿者精神感召的市民， 也自发
加入队伍。林鸿，一干就是 6 年，无怨无悔，成为
队伍中的骨干。吴京敏，家有 80 多岁老母亲，住
处远离好人馆，但讲解随叫随到。 李平、开江荣
的“播音腔”，深受观众好评。何清、吴群，讲解字
正腔圆、形象气质俱佳，成长为好人馆骨干。 吴
群、朱本鹤、李年生还被评为 2020 年芜湖好人
馆最美志愿者。志愿精神还走进了校园，安徽商
贸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都成
立了志愿服务队，芜湖市第 29 中学初一学生陈
冠天、孙艺萌组织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参与其
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年轻人，利用节假日来
到芜湖好人馆参与志愿服务，目前，该馆注册志
愿者人数已经壮大到 300 人。

淮北以运河文化激活夜经济
近年来， 淮北市以运河文化赋能夜间文旅消费，

以夜游经济促进运河文化繁荣，助推淮北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据了解，当地建成隋唐运河古镇景区，获评
“安徽省十佳夜游街区”“长三角夜间文化和消费样板
街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等；建设乾隆湖濉溪古城
景区，聚焦传统文化复兴、老街生活复原，打造夜间
“网红打卡地”。目前，临涣古镇、南翔云集特色文化商
业街区等重大文旅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同时，当地还
运用现代灯光、先进数码视听、声光电多维度融合等
技术，打造超级夜间影院，组织音乐喷泉水景灯光秀
等活动，丰富夜游场景。 （文讯）

马鞍山第五届网络春晚上演
日前，以“欢乐过大年 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的马

鞍山市第五届网络春晚在当地精彩上演。戏曲大联唱
《戏韵流芳》、原创舞蹈《战地小红花》、本土说唱《家
乡》、小品《我是人民的子弟兵》等 20个精彩的文艺节
目轮番上演。 据了解，登上舞台的节目以本土原创为
主，节目类型涵盖舞蹈、歌曲、诗朗诵、乐器弹唱、情景
表演、戏曲等，充分展现了马鞍山市群众文化生活蓬
勃发展、全市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 本届网络春
晚是马鞍山市在 2022 年春节期间推出的 15 项重点
文化活动之一，由马鞍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马鞍
山市文化馆等单位承办。该活动网络平台浏览次数超
513 万人次，海选和复赛共吸引 17 万网民在线观看。

（欣文）

玉器中的虎，映照千年技艺之美

据专家介绍， 在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中，已出现了老虎的形象。 凌家滩遗址是
我省唯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的大遗址，凌家滩出土的精美玉器享誉世
界，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中就包括极具考
古价值的虎首璜。 据专家考证，虎首璜是
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凌家滩
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包括虎首璜在
内的一大批玉器的出土，则佐证了迄今所
发现的中国史前第一个玉文化高峰。

春秋时期玉器盛行，其中虎造型尤其
受到偏爱。 造型繁复、纹饰精美、层次清
晰，春秋时期的琢玉风格，显示了当时玉
雕工艺的技术水平。如安徽博物院的春秋
伏虎状玉虎， 展现虎的气势和玉的柔情。
据介绍，春秋玉器是在西周晚期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而来的，在器形品类方面，属于
工具和礼器的玉器已经逐步退出历史的
舞台。

中华大地上的玉文化，绵延数千年。

安徽博物院另一件馆藏元代文物虎钮玉
押 ，呈卧虎状 ，高 2.7 厘米 ，边宽 3.5 厘
米，印面为正方形，画押突起，剔地阳文，
画押字边与印体呈直角状。 据专家介绍，
押是一种符号， 在文书、 契约上签名画
押，表示个人的承诺。 此件玉器中的老虎
形象，早已没有了“狞厉之美”，“猛虎”变
身“萌虎”。

在安徽博物院，还藏有明代的青白玉
螭虎纹双耳杯、青白玉螭虎纹爵杯、螭虎
纹玉龙钩，清代的碧玉螭虎纹韘、碧玉双
螭虎耳鼻烟壶等文物， 每一件都精美绝
伦，给人清新的艺术享受。几千年来，制玉
工匠们以自己的创造精神将玉石与题材
的融合呈现发挥到极致。

龙虎纹鼓座。。

白玉螭虎纹环。

酱釉虎头枕。

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