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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历代名人雅士、诗人、书画家大都拥有
自己的书房或画室，如此斋号自是不可少，多的达五
个以上，甚至几十个不等，可谓丰富多彩，耐人寻味。

斋号一般为三字或五字，也有更多字的。并且
每个斋名都有不同的来历，或有感而发，或寓意深
刻，或久经寻思，或人文理念，或一事偶得，或铭记
往昔，等等。

笔者自幼酷爱书画与诗文，竟也斗胆自称“文人
墨客”。自然有理由给自己的书房起个“乳名”。伴随
时光飞逝，学艺需要，斋号也与时俱进，不断递增。当
然，每个斋名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

记得起用第一个斋号的时候，是在中学时代。天
真烂漫的校园生活，时刻撞击着每个学子的心灵。诚
然喜欢文学写作的我，因处女诗《夕阳》的发表，在高
兴之余起了斋号“鸿翔居”。意思是，让自己像鸿雁一
样，在广阔的文学天空里自由飞翔。之后，凡发表作
品均以“鸿翔”署名。

起用“醉墨斋”雅号的时候，大概刚参加工作不
久。当时，社会上正掀起“书法热”的高潮，恰巧我的
书作《业精于勤》在全市书画大展赛中获奖，并被《大
众日报》选编刊发，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此后暗下
决心，要做一个醉心于翰墨的人，便有了“醉墨斋”之
名。有一次拜读古书时，发现一联写得好：“踏破磊桥
三块石，剪开出字两重山”，我颇为欣赏。后来干脆把
姓名“姚磊”拆开，起用“三石斋”至今。

新世纪伊始，刚好而立之年，因一度崇拜齐白石、
吴昌硕、傅抱石三位大师，在长期使用“三石斋”的基
础上，又把原名正式改为“姚三石”，连身份证也做了
及时更换。

精耕自有丰收日，时光不负苦心人。由于本人
的笃好勤学，诗文书画得到了长足发展，作品先后
数十次在国内外展赛中获奖，并出版了《姚三石诗
书画集》《艺海寻珍》等多部著作。部分佳作还被新
加坡前总统王鼎昌、瓦努阿图总统巴尼，泰国、刚果
等 3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所藏谢。贺敬之、启功、娄
师白等大艺术家在肯定我的艺术成绩时还予以题
词鼓励，胡絜青、陈立夫、彦涵、李铎、权希军、刘艺、
雷正民等名家也先后为“三石斋”题额。特别令人
难忘的是，戏剧大家欧阳山尊把“三石斋”误写为

“三不斋”，为此他在重题斋名时，还专门撰诗赠我
藏念。各位前辈的殷切关怀，令我感激不尽，奋进
不止。

我崇尚“书画同源”。在钟情于书法的同时，也偏
爱写意画的创作，尤其是水墨荷花，有幸得到书画名
家方成、于志学、沙更世、罗杨、张坤山等先生赏识及
题款，诸先生还建议我专攻画荷，必成气候。于是，又
多了一个斋号“荷艺堂”。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斋号作为人生轨迹的见
证，时刻激励我在艺术的海洋里乘风破浪，一往直
前。斋号，我感谢你，更珍爱你。

(姚三石)

斋号见证艺术人生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国邮政部门
都会发行一些少儿题材的邮票以示纪念。
不过我国最早发行的儿童节纪念邮票并不
是在6月1日。

我国最早发行的儿童节纪念邮票是在
1947年4月4日发行的《四四儿童节纪念邮
票》，“四四”儿童节是1931年确定的，20世纪
30年代以前，当时中国还没有儿童节，儿童生

活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新中国成立前，
解放区一直沿用“四四”儿童节，1940年4月，
毛泽东在延安首次为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
1941年4月，毛泽东二次为儿童节题词“好生
保育儿童”，1942年4月，毛泽东再次题词“儿
童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东北
解放区十分重视儿童节，1947年儿童节前夕，
哈尔滨召开了儿童团成立大会，提出的口号

是“儿童们团结起
来，学习做新中国的
小主人”。为纪念节
日，1947年 3月 31
日新华社东北分社
还发了专电。东北
邮电管理总局时驻

哈尔滨，为印制四四儿童节纪念邮票，向社
会征集儿童节邮票图案，后因时间紧迫，邮
票设计画版任务落到了承制这套邮票的哈
尔滨广发印刷所张修平身上。1947年4月
4日，东北邮电管理总局按时发行了四四儿
童节纪念邮票。

《四四儿童节纪念邮票》一共 3枚，面
值有东北币5元、10元、30元，分别为粉红、
浅绿、橘黄三种颜色，图幅规格 29×22毫
米，胶版，水印绢丝纸质。邮票主图是一队
前进的少年儿童，领队的头戴解放军军帽，
另一孩子手执飘展的旗帜，旗上写有“儿童
拥军慰问队”字样。5名儿童均身着长袖衬
衫、短裤，斜挎书包或红十字药箱，精神抖
擞、意气风发。旗帜上方自右向左印有“四
四儿童节纪念”字样，呈半弧状。票图以剧
场舞台边框为饰，上首留白处写“东北邮电
管理总局”八字，下底有“中华民国三十六
年”一行字对应，面值分别标注于邮票四
角。这是我国最早发行的一套儿童节纪念
邮票，距今已有67年。 （阿邦）

《四四儿童节纪念邮票》
我国最早发行的儿童节纪念邮票

过去无论是经营古玩生意的还是收藏
古玩的，只要进入古玩行业就要了解和懂得
行内的规矩或习惯，否则就无法真正入行。
行有行规，道有行道，一言一行，举手投足，
都会体现你入行多深和入道多久。作为店
家，摆在明面上的是给不懂古玩的爱好者看
的，摆在暗处的是给行家看的，摆在保险柜
里的是给真正有眼力买家看的。你有没有
机会上手真货，行家也好，藏家也好，主要取
决于道性和眼力。眼力好而道性不好也都
隔着层，不一定拿出来让你上手。在圈里，
有些宝贝不一定想出手才让你看的，真懂才
有相互切磋的必要。传统七十二行，古玩为

大，原因是所有人在古玩行里才能体现真正
的平等。过去乾隆皇帝不怕别的，却也怕古
玩行家三分。说明真正的古玩行家不会把
任何人放在眼里，不管你是谁，佩服的只能
是有道性的眼力人。古玩行之所以有诸多
的规矩或习惯，也是历代古玩商和藏家们总
结经验教训后形成的，流传至今大体上有如
下一些情况：

○过去古玩行看货自古不问来路。你
就是再怎么问，持有人也绝对不会说实话。
不像今天的拍卖行，藏品要看流传有序（说
明高仿厉害、眼力退化和行业复杂）。

○发现店家拿出来的货有问题，在过去
是口朝下轻轻地放下藏品，你要给店家说出
子丑寅卯来。懂规矩的店家要请客给钱（学
费），不懂规矩的就无所谓，拍屁股走人，但
店家是很害怕的。现在就不同了，都是知假
卖假，骗的都是不懂装蒜的有钱人或者故弄
风雅的官家。

○货主持有古玩欲卖出时必须先开价。
卖家不开价，买家绝不会给价。这是防备货
主卖古玩是假，摸行情估价格是真。另外，
卖家开价太高，买家有权不还价。如果买卖
双方因价格分歧没有成交，卖家另找下家洽
商仍未成交返回第一买家时，第一买家一般
也不会购买了。

○内行的商家和藏家对容易损坏的瓷
器、玉器、玻璃器、珠宝等古玩都不会手递手
传看，而是要等对方将物品放置在固定物体
上之后才拿取观赏，万一物品损坏责任自明。
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拿法，如果发现对方上
手方法不合规矩便被视为外行，行家不会拿
出其他古玩供其欣赏，也不会进行交流或交
易了。如果商品被买方损坏，自然包赔，但
价格会有商量，货主也会作出适当让步，但
不会低于成本价，破损商品归买方所有。

○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时不应有第三者
在场，不懂行规的劝其离开，懂行规的会主
动回避。因为交易信息被泄露极易造成各
种纠纷和误解。

○古玩交易不单纯是价格上的较量，更
重要的是知识和眼力上的较量。无论是买
家买假了还是卖家卖漏了，均不能退货或找
后账。因为古玩交易凭的就是眼力和实力，
外行不懂也不敢买，敢买必须要懂。买家也
许买假买贵，卖家也许卖漏卖低，买卖双方
都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古玩行很忌讳买方退

货与卖方找后账。但在行里熟悉圈内利用
彼此信任关系而企图卖高价或者不对路之
货者，应该退赔，并逐出圈内。

○古玩商之间在购买古玩时存在竞争，
在售卖古玩时却不存在竞争。原因是每件
古玩商品都有其独特性，购进的渠道和价格
也不一样，其可比性就小多了。

○买家只能询问古玩的卖价，不能打听
其买入价格，卖方只能报卖价，绝不会泄露
自己的进货价格。行内的商家和藏家都不
会向对方询问古玩的进货价格，因为这些商
业信息是对外保密的。

○古玩商之间有时会合伙买货，但一定
是在互相熟悉和信任的前提之下合作。买
后约定销售价格、利润分配比例，并委托一
方负责销售。

○古玩商的强项是能识别真假，准确评
估价格，但是辨伪知识和价格信息都不会轻
易透露，因为这些是他们生存的重要手段。

○当有买家将看中的商品拿在手中与
卖方商谈时，其他对此商品也有兴趣的买家
不能在旁发表任何意见，也不能参与竞买，
应保持适当距离等待。如交易未成，商品被
放回原处后方可上手与卖方商谈。

○古玩商和收藏爱好者绝不与偷盗、强
买强卖、欺行霸市及不遵守行规的人做任何
交易。

○在古玩行谁都有眼力不济的时候，打
眼是常有的事。真正打眼过的行家和店家
是轻易不会提及的，除非是同道好友。作为
店家，行圈里不会轻易“杀人”的，因为这种
手段无疑于自杀。

○作为店家，绝不会轻易“支锅（埋下陷
阱）”的，当你参与“支锅”的那天起，就要做
好被随时法办进局子的准备。世界上没有
不透风的墙，利益之人是最靠不住的，人为
财死，鸟为食亡。

○在圈子里，得到上品，讲的是缘分和
财路，专想“检漏”的人，往往会栽“大跟头”，
之后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在收藏圈，藏而不真，鬼也。藏而不
精，烂也。藏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藏
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则是：做人、做事、做学
问，要体现古玩的终极价值。单纯的玩，则
会玩物丧志。

每一件藏品都是一段历史，一个传奇！
品味人生，缅怀历史！ （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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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出现
了不少新状况和新误区。

“赏”不能鉴定字画真假，鉴定是一门
科学，“鉴”与“赏”是不同的。“鉴”是指以
科学的眼光看待鉴定作品，目的在于分辨
作品的真伪。“赏”是对作品的判断与主观
理解，更多的是评判作品的艺术水准与作
者的艺术造诣，两者不能混淆。

一些书画家常常在字画鉴定过程中，
把自己对字画的主观判断带入到辨别真
伪中去，认为画得好的字画作品是真迹，
画得差的就是赝品。其实不然，作伪者通
常会将书画家的代表作作为底稿，所造的
字画赝品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
如果仅凭画得好坏来认定真伪，是不科学
的。也有的鉴定专家采用著录法及标准
件法，把需鉴定的字画作品与公认的字画
真迹作比较，如果字画风格一致即为真迹，
字画风格有差异则为赝品。这种鉴定方
法也存在局限性。书画家一生中作品多
达几万件，少则数千件，而真正成熟期的
字画作品不到十分之一。如果仅用成熟
期的字画作品作为标杆来对照，必然会造
成“冤假错案”。 （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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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宝石购买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普
通市民在购买时应该如何辨别呢？专家为
大家提供几个选购宝石的妙招。

【琥珀】要选有气泡、裂纹的
“千年的琥珀，万年的蜜蜡”这是行话，

琥珀是一种古老的宝石饰品材料，鉴别琥
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眼睛来鉴别。琥珀
在形成过程中要经历一些使它“不完美”的
过程，最终往往带有气泡、残片、裂纹。如
果一条琥珀项链的每个珠子都非常相似且
透明，或者琥珀内含的昆虫很完整，那就很
可疑。

用紫外线照射也是不错的鉴别方法。
将琥珀放到验钞机下，如果它上面衬出的
荧光呈淡绿、绿、蓝、白等色泽，则为真品，
而塑料琥珀是不会变色的。

【红宝石】颜色最重要
缅甸抹谷红宝石是世界上最佳红宝石

的代表。世界上最大的红宝石“那瓦大红
宝石”就产自这里。

专业人士表示，红宝石的首要评价与
选购因素是颜色，缅甸红宝石多呈鸽血红，
色匀；斯里兰卡红宝石色浅；泰国尖竹纹红
宝石呈深红色。其次是重量、透明度和净
度。一般来说，颜色纯正、颗粒大、透明、无
或极少包裹体与瑕疵，加工精细，各部分比
例匀称的刻面红宝石为上等品。

【欧泊】色彩越亮越多越好
目前世界上96%的欧泊来自于澳大利

亚，被澳大利亚政府选为国石。
欧泊的价值主要由颜色决定，变彩越

多，色块越美艳，欧泊的价值越高。最高档
次的欧泊必须是呈现多种颜色的，也就是
3种或3种以上的颜色。其次，从图形判优
劣是欧泊独有的评判特点，具规则形状的
棱角状大色斑为最佳。选购时，要多角度

观察宝石散发变彩的整体效果。
【红珊瑚】越红越珍贵
精品红珊瑚增值十分迅速，产于我国

台湾沿海的优质红珊瑚，因为稀少、难得而
价格走高。选购红珊瑚要注意三点：一要
颜色均匀；二要颜色红艳，越红的越珍贵；
第三要比重大，越重越好。一般认为阿卡
料的牛血红是珊瑚最高级别色。 （赵持）

专家教你选宝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