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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高 度 ，一 个 境 界 ；一 个 角 度 ，一 个 世 界 。【一周微言】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和年夜饭与春晚一样，集五福成为一种新
年俗，今年支付宝联合国家非遗保护协会，把
多个非遗项目融入到福卡设计当中，其中“友
善福”采用了南京非遗云锦元素，图案取自云
锦大师金文的《三合童子莲花织金妆花缎》。

在国货变国潮的大背景下，集五福一方
面采用了现代的手机互动技术，让集福卡变
得更加有趣，另一方面与古老民俗相结合，引
入了非遗元素。在“福”字上嫁接了非遗项
目，其中敬业福采用了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
的门神，图案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分别持锏
举鞭；爱国福采用了京剧《杨门女将》中的英
姿飒爽的穆桂英；富强福采用了剪纸艺术，一
龙一凤围绕福字，正是传统的《龙凤呈祥》；和

谐福则采用刚刚被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太极拳，取其阴阳和谐生万物的寓
意。这四张福卡的识别度都非常高，而采用
云锦元素的友善福上却是三个手持莲花的童
子环绕着“福”字，名为《三合童子》，寓意为

“童子戏莲彰友善，云锦织造冠世间”。
那么这三个童子为什么可以代表云锦呢？
原来，这三个童子取自一件《三合童子莲

花织金妆花缎》的作品，设计者为国家级云锦
工艺美术大师金文。金文告诉记者，这件作
品的基本图案是三个头碰头的童子，这个图
案在不断复制时，通过身体的巧妙穿插排列，
这些童子之间不留一点空白，彼此之间又没
有任何遮挡，产生一种“百花不露地”的效
果。初看这个图案会觉得眼花缭乱，但行家
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设计和制作都非常简

单，这就是云锦传统织造工艺让人觉得不可
思议的地方。

金文解释说，这是一种被称作“四方连
续、八方接章”图案设计方法，只要画出一个
童子的形象，然后通过旋转、颠倒、复制，配以
不同的色彩，就能一而十、十而百，形成花团
锦簇、密不透风的视觉效果。除了传统技艺，
这件作品还借鉴了西方的几何视错技术，形
成千变万化、密不透风的视觉感受。

代表云锦最高技艺的要数龙袍织造，然
而要符合“友善”主题，“三合童子”再合适不
过。作品中三个童子持莲花成如意状，共同
构成完整的图案，相互合作、互相帮助为友，
吉祥美好、圆满完好为善，莲花和童子共同构
成了纯洁善良、和谐友好的寓意，这正是中国
传统纹样中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体现。

集五福，为何这三个童子代表云锦

□ 郑学富

“贴春联，过大年。”家家户户贴上大红的春联，既
为节日增添了喜庆气氛，又描绘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和
美好愿望。王安石有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
所说的“桃符”就是春联的源头。古人过年时，在大门
上悬挂两块桃木板，其上刻上门神的名字或画像，以祈
福灭祸，驱邪避鬼，名曰“桃符”。五代时，在桃符上书
写对联，以寄托美好愿景，宋代时已蔚然成风。而像今
天这样把对联写在红纸上，始于明初的南京城。

“元旦，千门万户更易春联，以朱砂染笺，佳者谓之
万年红。其制自明初始。”（潘宗鼎《金陵岁时记》）之所
以写在红纸上，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喜
庆热烈、吉利祥和。而其推手就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
璋。陈云瞻的《簪云楼杂记》说：“春联之设，自明太祖
始，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
副。”朱元璋虽然学历不高，但很爱风雅，他不仅下旨要
求家家户户张贴春联，而且还微服上街巡视，观赏娱
乐。他看到千家万户的大门上张贴着红彤彤的春联，
大街小巷充满着喜庆的氛围，再一看大多是歌颂皇上
圣明、期盼风调雨顺的内容，心中非常满意。

朱元璋常为大臣们题写春联。《金陵琐事》载，他为
功臣徐达写过两副春联，其一是：“始余起兵于濠上，先
崇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另一副
为：“破虏平蛮，功贯古今第一人；出将入相，才兼文武
世无双。”这两副春联高度概括了徐达一生。徐达为濠
州人，跟随朱元璋起义，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为推翻元
朝统治，建立大明王朝立下了不朽功勋。曾任山东学
政的梅殷天性恭谨，文武双全，很受朱元璋赏识，于是
招为驸马，将次女宁国公主下嫁与他。朱元璋为其御
书春联赐之：“人间尘俗不到处，阙下恩荣第一家。”谋
士陶安精通经史，尤长于《易》，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运
筹帷幄，对明朝建国之初的典章制度建设有重要贡
献。朱元璋也给他赐了一副春联：“国朝谋略无双士，
翰苑文章第一家。”

由于明太祖的大力倡导，南京春节贴春联蔚然成
风，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写春联卖春联在南京
蓬勃发展。一些文人在春节来临之际，纷纷走上街头
市场，摆摊设点，现写现卖。《金陵岁时记》载：“明时街
市必有廊，以避御驾。而贸易者麇集于廊，如黑廊、书
铺廊、明瓦廊、珠宝廊这类，至今犹沿名称。”“廊”成了
热闹的商业场所。明初，南京水西门大街有一家撰写
春联的专业户——孟子寿字馆，每当春节来临，到这里
求写春联的市民络绎不绝。孟家的书法风格独特，自
成一体，俗称为“廊上字体”。每逢大考之年，文武乡榜
也都请孟家书写。当时的春节，最时兴孟家书写“鸿
禧”二字贴于照壁，“国恩家庆，人寿年丰”贴于门户。
江阴诗人金武祥的《陶庐续忆》有咏春联诗曰：“人寿年
丰鼓腹嬉，国恩家庆迓鸿禧，升平景象民安乐，尽说乾
嘉极盛时。”

新中国成立后，春联这个古老民俗形式被赋予了
新的内容，富有时代精神的春联，更加绚丽多姿，创作
春联、张贴春联的传统习俗也得到了完美传承。

贴春联起源于何处

□ 本报记者 于 锋

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现藏于北京
故宫博物院）可能是古代画牛作品中知名度
最高的一幅。这幅长卷上，五头姿态各异的
牛一字排开，各具状貌。从右至左，棕色老牛
俯首吃草，神清气闲；黑白杂花牛翘首摇尾，
步履稳健；深褐色老牛筋骨嶙峋，老态龙钟；
健壮的黄牛缓步前行，回首而顾；最后一头黄
色公牛体态丰厚，凝神若有所思。《五牛图》准
确表现了牛的不同样貌、动作、神态和气质，
突出了牛勤劳温顺的品格，元代画家赵孟頫
如此称赞：“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

韩滉是长安（西安）人，曾长期在江苏
任职，曾担任过苏州刺史、润州（今镇江）刺
史、镇海军节度使等职务。相传，他在江南
时，一次到郊外散步，看到几头耕牛在悠闲
地吃草歇息，调皮的牧童在旁边玩耍。如
诗如画的田园风景深深感染了韩滉，他观
察各种不同的牛，反复琢磨，画出了这幅传
世的《五牛图》。

韩滉的弟子戴嵩也是“画牛高手”，与擅
长画马的韩幹并称“韩马戴牛”。他的《斗牛
图》表现了两头蛮牛激烈争斗的紧张场面，
使观者身临其境。相传戴嵩初画《斗牛图》
时，将牛尾巴画得高高翘起。有牧童看出破
绽，指出两牛相斗时，尾巴应夹在两腿中
间。戴嵩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进行了修
改。后来，乾隆皇帝在《斗牛图》上题诗赞
曰：“角尖项强力相持，蹴踏腾轰各出奇。想
是牧童指点后，股间微露尾垂垂。”

明清时期文人画盛行，牛渐渐成为画面
中的“配角”，但画坛也不乏画牛的名家。明
代苏州画家、“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卧游
图册》中的第四幅《耕牛图》，画的是雨后的郊
野风景，用纷繁的笔触勾勒出被打湿的牛毛，
结合题画诗“春草平坡雨迹深，徐行斜日入桃

林。童儿放手无拘束，调牧于今已得心”，表
现了画家本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另一幅

《骑牛图》上，沈周题诗自比骑牛的老汉：“老
夫自是骑牛汉，一蓑一笠清江岸。白发生来
六十年，落日青山牛背看。酷怜牛背稳如车，
社酒陶陶夜到家。村中无虎豚犬闹，平圯小

径饶桑麻。也无汉书挂牛角，聊挂一壶村醑
薄。南山白石不必歌，功名富贵如予何。”

清代常熟画家杨晋也擅画牛，他留下了
很多“牧牛”题材画作，如《柳塘春牧图》《牧牛
图》《柳溪放牧图》《湖庄春晓图》《溪畔牛趣
图》等。他的《石谷骑牛像》画的是自己老师、

著名画家王翚（常熟画家、“四王”之一）悠然地
骑在牛背之上，并在画上录前述的沈周《骑牛
图》诗。传说，由于杨晋画牛画得太好了，王翚
很多画作中的牛、马都是由他代笔的。另有一
说，杨晋此画中，骑牛老人是沈周。

和扬州有不解之缘的明末清初著名画家
石涛，有一幅有趣的《对牛弹琴图》传世。画
面上仅有一人、一琴、一牛而已。抚琴高士神
情庄重，正襟危坐。听琴的黑牛面向高士而
卧，侧耳倾听，全神贯注。石涛为何会画带有
贬义的成语“对牛弹琴”，并在画上录诗四首，
九百多字？有论者认为，身为“旧王孙”的石
涛身处明清鼎革之际，如题画诗“世上琴声尽
说假，不如此牛听得真”所说，《对牛弹琴图》
反映了他难遇知音，孤独落寞的心境。

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画坛上又出现了多
位画牛的名家。出生于江苏徐州的著名画家
李可染先生一生爱牛画牛，将自己的画室命
名为“师牛堂”。他如此解释自己对牛的钟
爱：“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
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
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
昂，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

李可染观察牛细致入微，准确把握牛的
动静姿态。他笔下的牛极富生活情趣，或行、
或立、或卧、或凫于水中，再加上一两个稚气
可爱的牧童，为整幅画作点睛，营造出浓浓的
江南水乡风情。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以画马著称，但他
的代表作中也频现“牛”的身影。创作于
1935 年的《春之歌》是徐悲鸿准备送给张大
千的作品。春光骀荡，杨柳依依，一只体型巨
大的壮牛和一位可爱灵巧的牧童在一起嬉
戏。耕牛雄壮威武，双腿却好似徐悲鸿所画
奔马的腿，形成“牛身马腿”的有趣现象。除
了《春之歌》，徐悲鸿画牛的佳作还有《牧童短
笛》《憩息》《印度牛》《九州无事乐耕耘》等，这
些“牛”无不气韵生动、生趣盎然。1948 年，
徐悲鸿还与李可染合作了《牧牛图》，传为画
坛佳话。

师从徐悲鸿的著名画家吴作人是安徽
宣城人，但从小在苏州出生、长大，视苏州为
故乡。吴作人也常常画牛，和李可染、徐悲
鸿等相比，他更喜欢画奔跑在高原上的牦
牛，常以《寥廓任犇驰》《齐奋进》等为画作名
称。吴作人笔下的牦牛充满了澎湃动感，它
们不惧严寒，扬蹄奔跑，一往无前。吴作人
曾说，自己之所以爱画牦牛，就是因为牦牛
给人以奋进的力量，也反映了藏族人民坚韧
不拔的品格。

牛年赏牛，
那些经典的“画中牛”

牛，朴实无华，默默无

闻，吃苦耐劳，不求回报。千

百年来，中国人对牛产生了

深厚的感情，视其为忠诚的

朋友。古往今来，很多江苏

画家纷纷用手中画笔描绘自

己眼中的牛、心中的牛，留下

太多画牛的经典之作。

三合童子莲花织金妆花缎

文化江苏牛 ②

沈周《耕牛图》（局部）

戴嵩《斗牛图》

徐悲鸿

《春之歌

》

李可染笔下的水牛和牧童

流韵

钩沉

□ 陈 迅

皮里春秋，语出唐代房玄龄等纂《晋书·褚裒传》。
原文为：“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言
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意指藏在心里而不说
出来的言论。

褚裒，字季野，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东晋时
期名士，女儿为晋康帝司马岳的康献皇后褚蒜子。褚
裒才华横溢，与众不同。他为官清廉，生活也很简朴，
即使后来做了高官，又是皇亲，也从不假公济私，仗势
欺人。谢安就经常在众人面前夸奖褚裒风度不凡。

一天，吏部尚书郎桓彝看见褚裒，眼睛盯住他不
放，半晌才缓缓地笑着说：“哈哈，果然是名不虚传，我
看褚裒是‘皮里春秋’，虽然他口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
却是非分明，极有主见，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

褚裒在朝廷担任高官以后，总觉得心里不安，怕别
人说他是依靠皇后的权势，几次要求离开京城(指南
京)，到其他地方去任职。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朝廷最
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皮里春秋

成语

薛峰、田嘉、朱晨、陈宝龙：
依据你们留下的联系方式，公司

曾多次与你们联系，要求你们回公司
上船工作，但联系未果。为此，公司
按你们留下的联系地址，通过书面形
式告知你们在规定时间回公司报到，
否则将按旷工处理，但至今你们仍未
回公司报到。现再次予以公告，要求
你们 2021 年 3 月 10 日前回公司报
到，超过时间未回公司报到的，公司
将依据《劳动合同法》和《招商南油员
工奖惩管理须知》的规定作解除劳动
合同处理。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3日

公 告
范广东、滕义祥、韩宇：

依据你们留下的联系方式，公司
曾多次与你们联系，要求你们回公司
上船工作，但联系未果。为此，公司按
你们留下的联系地址，通过书面形式
告知你们在规定时间回公司报到，否
则将按旷工处理，但至今你们仍未回
公司报到。为此，再次予以公告，要求
你们2021年3月10日前回公司报到，
超过时间未回公司报到的，公司将依
据《劳动合同法》和公司员工奖惩管理
相关规定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南京海顺海事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2月3日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20号）和《中
国银保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
施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 2019 年第 10 号)的有关规定，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
局批准马来西亚丰隆银行有限公司关
闭南京代表处。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
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核准马来西亚
丰隆银行有限公司南京代表处注销登
记，注册号：9132010007587823XF。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处

关闭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徐州监管分局批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务区支行
机 构 编 码：B1982S332030116
许可证流水号: 00582293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 2020年9月16日
住 所: 徐州市泉山区庞庄矿工人村
邮 政 编 码: 221142
电 话: 0516-83708012
发 证 机 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 2020年12月25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江苏银保监局批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虹路支行
简 称:南京银行秦虹路支行
机 构 编 码：B0140S23201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82941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3月04日
住 所：南京市秦淮区龙蟠南路33号-11～33号-14
邮 政 编 码：210022
电 话：025-84697897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09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