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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虎牙币”的红色警示
! ! ! !

斐济是位于南太平洋的美丽岛国。

!"#"

年，斐济发行了一套（
!

枚）保护野

生虎题材的彩色异形银币。银币背面图

案分别为西伯利亚虎和孟加拉虎 !图
!

!"

"；正面图案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肖像（图
#

），表明斐济所属英联邦国

家。此币币型独特，币图精美，在世界各

国虎年虎币中别具一格。

西伯利亚虎，也叫东北虎、阿穆尔虎

（黑龙江的俄语名称为阿穆尔河）、乌苏

里虎、满洲虎、朝鲜虎，主要生活在俄罗

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国东北、朝鲜

等东北亚地区，在朝鲜，分布在两江道等

地的长白山一带，朝鲜虎是否算亚种还

在争论中，一般将它等同于西伯利亚虎。

西伯利亚虎是体形最大的虎，体长

达
$

米，体重达
$%"

公斤，可以轻易搏杀

一头壮牛，主要捕食野狼、鹿、兔子、野

猪、青鼬、狐狸等动物，也捕食蛇类和鱼

类，还吃松子、胡桃、楱子、马林果等野

果。据统计，目前世界上这种野生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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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西伯利亚虎毛厚，不畏寒冷，体格大

而勇猛，皮毛花纹美丽，毛色为鲜明的黄

栗色，额头上有“王”字黑纹，背上有
!)

条黑条纹，尾巴上有
*

个明显的黑环，这

是它有别于其他虎种的一个特点。西伯

利亚虎是独居动物，主要在晚间活动，白

天在岩洞或草丛中休息，除了交配、育子

的虎，每只虎都有自己的很大一片单独

活动的区域，这也是为什么西伯利亚虎

的密度非常低的缘故。西伯利亚虎的孕

期为
#%$(#%'

天，一胎能生
!()

仔，
!($

年生育一次，一般能活
#'(#+

年。

孟加拉虎，又名印度虎，是目前数量

最多、分布最广的虎的亚种，在
#+'*

年

被瑞典自然学家卡尔·林奈定为虎的模

式种。孟加拉虎主

要分布在孟加拉和

印度，是这两个国

家的代表动物。印

度纸币上印有孟加

拉虎图案。此外，在

尼泊尔、不丹和中

国也有少量的孟加

拉虎。这种虎的栖

息地较广，主要活

动于印度孙德尔本

斯三角洲的红树

林，据说，当年曾是

英国殖民者最喜爱

的捕猎对象，英国的蒙巴特勋爵一生曾

猎杀
#*%

多只老虎。但目前印度政府在

国际组织的协助下，对老虎及其栖息地

已予以保护。

孟加拉虎雄虎体长
!,+($,&

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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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雌虎体型较小，体长
!,)(

!,.'

米，重
#%%(#*%

公斤。成年孟加拉

虎的皮毛以棕黄及白色为底，上有黑色

条纹。另外也有少量白底黑纹的孟加拉

白虎。野生的孟加拉虎主食为白斑鹿、印

度黑羚和印度野牛，有时也能爬树捕食

灵长目的猎物。其它动物，如豹、狼和鬣

狗也可能成为孟加拉虎的猎物。在比较

特殊的情况下，孟加拉虎也攻击小象和

犀牛。孟加拉虎喜欢在夜间捕食。捕食时

它先瞄准猎物的咽喉，用它强大的咬劲

直接咬断较小猎物的颈椎或让大型猎物

窒息。它可以一顿吃掉近
!%

公斤的肉，

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不进食。

孟加拉虎目前被世界保护联盟定

为保护现状极危的动物。在中国被列为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捕杀及贩

卖孟加拉虎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但

还是有许多人铤而走险。除了虎皮之

外，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等地对虎

鞭、虎骨等传统药材也有地下的需求。

据
!%%'

年统计，目前世界上野生的孟

加拉虎总数大约为
)'%%

多只。全球人

工饲养的孟加拉虎总数超过
$%%

只，其

中大部分在印度。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

会等机构联合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在

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各地生息的野生虎

数量，已经锐减到
!%

世纪初期的
$/

至

'/

。
!%

世纪初，生息于世界各地的野生

虎大约有
&%

万只，而现在可能只有

$%%%

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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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目前，孟加拉虎、东

北虎等面临灭绝危险，而巴厘虎、里海虎

和爪哇虎已经灭绝。野生虎数量锐减的

原因是以谋取毛皮和制作标本为目的的

狩猎活动，以及野生虎的家园———森林

遭受破坏。

斐济彩色异形币之所以受到世界各

国集币爱好者的追捧，就在于它的“币

型”，不是一般几何图型的“变异”，而是

模拟“虎牙”的造型。它向世人发出令人

痛苦的警示：不久的将来，这些美丽的老

虎恐怕都将在地球上消失，留给人类的

可能只有残存的“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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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林

专 访

徐保林：草根画家突围“国展”
! ! ! !

前不久，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

“大痴情缘———纪念黄公望中国山水画

展”结果揭晓，在一众闪耀的获奖名单

中，以作品《老岭·仙山头》摘得最高奖

项“优秀奖”且获得“黄公望美术奖”

的，是个让业界略感陌生的名字———

徐保林。

即使常州美术圈，知道他的人也不

多。名不见经传的徐保林，守着丹青墨

海，已默默涂抹了二十多年。

他出生于溧阳农家，从小就十分喜

爱美术，立志成为画家，几十年来从未

放弃梦想。后来考上了镇江高等师范专

科学校美术系，多年来，他始终低调做

人，埋头作画。

在他供职的武进社区培训学院，他

算得上一个另类的人。对锦衣美食木知

木觉，咸菜萝卜干是人间美味，一件汗

衫可以穿到薄如蝉翼，墨迹斑斑，冬天

里趿拉着妻子的红棉鞋洋洋得意，由杂

物间改成的画室，也总是凌乱不堪，画

册、颜料、书籍，随手乱搁。

上课、画画，画画、上课，单调地重

复着，没有丰裕的收入，没有观众，他

却乐在其中。“能画到画我就高兴，哪

怕赚钱少。画画就是我快乐的源泉。”

从读师专开始，他学黄宾虹，仿大师

黑密厚重的画风，和浑厚华滋的笔

墨。他不打草稿，任由笔墨在画纸上

随意游走。画友不多，妻子是坚定的

支持者，二人相识于师专，志同道合。

在妻子眼里，徐保林对绘画的热爱，

与生俱来。白天要教书，没多少时间

画画，在学校画不够，夜晚回家画，她

经常睡梦中听到椅子滑过地面的声

音，那是丈夫边创作边远距离观察画

呢。“像我们这种业余画画的，只有心中

想着念着，才挤得出时间来，不然是画

不成画的。”

相伴多年，外人来访时，却不见煎

熬中的清苦，乐观的夫妻俩更多呈现

的，是相依相伴同追理想的甜蜜。“寂寞

是肯定的，不过我是个能耐得住寂寞的

人，而且始终坚信我能画出来。”徐保林

自己也说不出信心来自哪里，只是爱

画，不停地画。

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他追看报纸上关

于徐悲鸿、潘玉良的连载，上了专业院

校，更是一发不可收，大量翻阅美术

史、大师传记、名作，其间，还爱上了中

国历代典籍。这些，都深深影响着作

品。画面多描绘江南的山山水水，从笔

墨看，层层叠叠数十重，层层深厚，从

色彩看，水墨淋漓，同时也有丹青斑斓

的青绿色，更有色墨交辉的泼墨重彩，

以及纯用线条的焦墨枯笔。虽都是随

性之作，但布局、用墨，笔笔有出处———

认识恩师丁德邻之前，徐保林是个多少

有点保守的传统派。画面美则美矣，却

中规中矩，没有自己的风格。

丁德邻收徒时指出，徐保林传统

功底扎实，但绘画观念偏保守。在师父

的指导下，徐保林开始明白，学大师只

能学味道，他尝试“创作”，尝试以全新

的方式和面貌呈现自己的所感所思。

此次得奖的《老岭·仙山头》一作，已隐

约可见徐氏山水风格：截取式取景，乱

中求整，繁而不乱、密而不塞，画面呈

现出苍劲老辣、蓬勃向上、浑厚凝重的

气势，细看，又带着点天真烂漫的气

息。一如徐保林本人给人的感觉：率真

直爽、积极从容，接触越久，天南地北

聊起来，越觉得有趣。

去年，徐保林的山水作品《都在绿

荫中》在国家画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山

水画双年展中，荣获铜奖，今年又获

“黄公望美术奖”。对于徒弟的进步，丁

德邻很欣慰，“徐保林在前人的技法

中，加进了自身修养，突破传统大山大

水的画法，推陈出新，更能表达自身表

情了。” 沈芸

为我一个人的演出

! ! ! ! !%%'

年暑假，我参加“红色之旅”

活动，到延安当天，夜宿杨家岭“窑洞

宾馆”。在餐厅用晚餐的时候，我得知

晚上八点半二楼多功能厅有“陕北黄

土风情”文艺演出。于是，买了一张入

场券。

我提前
&'

分钟到达演出厅，规模

不大，格局就像我们一般学校的阶梯

教室，几十个座位，外加一个略高于地

面几十公分的舞台。此时，观众席上除

我以外，还没其他人。我选了一个最佳

拍摄位子坐了下来。这时候，演员都已

化好妆，或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说着

话，或在一旁吊嗓子，复习着舞蹈动

作，或在调试音响……舞台没有后台，

这一切都在观众席、在我的身边发生，

他们的神态表情一览无余。现场轻松

愉悦的氛围感染了我，我笑着向他们

中的几个点头示意，他们也一一向我

微笑，似乎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已经到了规定的演出时间了，可

是观众仍然只有我一个。

超过演出时间一刻钟了，观众席

上端坐着的，依然只有我。

只见那位先前在吊嗓子的中年人

（看起来是这个演出团体的负责人），

跟其他几个穿演出服的人悄悄在商议

着什么事，还不时朝我看。而后，那位

中年人走到我座位旁，面带歉意地对

我说：“先生，您是来看演出的吧？您买

了票了吗？”

我说：“买了。怎么没有其他观众

呀？”

“平时一般有二三十个观众，多的

时候连座位都不够，不少人要站着看。

今天不知咋回事，只有先生您一个

人。”他接着说，“先生，我们给您退票

吧，实在对不起，今晚只能取消演出

了！”

我说：“退票就大可不必了。但是，

朋友，我对你们黄土地原生态的民俗文

化非常崇敬，亲眼目睹这些代表性的展

示是我的一个向往，我是慕名而来的。

同时，我又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尤其想

拍一组安塞腰鼓和陕北秧歌的照片。本

来，你们的演出是我此次摄影采风的绝

佳机会，可偏偏事不凑巧。我很遗憾，我

的愿望没能实现！”我将相机装入包中，

站起身，拍拍那中年汉子的胳膊，“这不

是你们的错。朋友，再见！”

他突然握住我的手，急切地说：

“先生，您别忙走！”他转身向渐渐围聚

过来的其他演员说，“这位先生要照

相，我们就给他演几个节目吧！”大家

七嘴八舌地应道：行！行！

中年汉子很爽快地说：“先生，您

点几个最想看的节目吧！”

这样的局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不敢

烦劳大家！”

“先生，您就别客气了。我们不能让

您带着遗憾离开延安！”

实在是盛情难却了，因为我真切地

感受到，如果我予以拒绝，将反过来成为

他们的一个遗憾！于是，我点了“安塞腰

鼓”和“陕北秧歌”两个节目。

唢呐吹起来，腰鼓打起来，秧歌扭起

来，气氛热烈。从他们奔放的舞姿和愉悦

的表情中，我能深深体会到他们的那份

真诚、热情、粗犷、豪放。这是黄土地赋予

他们的、天人合一的、自祖辈就具有的性

格。我不停地抓拍，不时鼓掌。我被他们

的表演所震撼，所感动。渐渐地，仿佛眼

前这小小的舞台被放大了，变成了沟壑

纵横的黄土地、汹涌咆哮的黄河水。是

的，古老的安塞腰鼓和陕北秧歌，注定要

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历程联系在一起，人

们用它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用它欢送自己的子弟参加“咱们的队

伍”，用它庆祝战斗的胜利……

曾看到过一个电视镜头，在一处黄

土高坡，成百上千的陕北汉子一起表演

安塞腰鼓，场面恢弘，气势磅礴。这鼓，敲

出的是陕北人民的精神。我坚持相信，眼

前每一位被汗水浸湿了演出服的演员，

都是组成那恢弘场面的一个个质点，是

那种特殊精神的化身。

演出结束后，我与他们一一握手，由

衷地致谢。

我是幸运的。正是这一场令人不可

思议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为了我一个人

的演出，不仅让我的摄影采风收获颇丰，

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一个领略陕北人

民精神境界的特殊机遇和过程。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应该跟演

员来张合影，把这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记录、定格下来。当我向他们表达这一强

烈愿望时，他们爽快地应允。

于是，我们在舞台上按排站好，前排

的两个演员还特意摆出一个造型，请另

一位演员在台下为我们按下了快门。

这是延安的一群从各个窑洞里汇聚

在一起的民间演员，给一个普通外地游

客的高规格礼遇和慷慨馈赠！

谢谢啦，我的朋友！

这一组照片，是我的珍宝！

地址：小东门路 166号

电话：8811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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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钱”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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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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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彩色虎牙银币!组合"

古代的藏痴
! ! ! !

明朝收藏家胡应麟，平时有搜集古

籍的嗜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举人。年

少时随做官的父亲到京师，便经常向父

亲索要银两购买心爱的书籍。购书买书

还不能说明其爱书的程度，胡应麟有时

为了买书，几乎典卖了妻子的耳环。行

旅途中，如果承载的东西过多，胡应麟

会选择把过多的行李扔掉而留下书籍。

胡应麟常在深夜时分，独自校勘古籍。

有一次在杭州一偏僻的小巷里见到张

文潜《柯山集》的一百卷抄本，可惜身上

没带银两，于是便立即脱掉衣服以作押

金，不料夜间一场大火把卖书人众多的

书籍化为灰烬，胡应麟听了惋惜不已。

胡应麟自言：“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

饥以当食，渴以当饮。”用此句来形容自

己可谓形象之至。

明代文坛盟主王世贞一生也十

分喜爱收藏古籍，曾以一座庄园换取

一部宋代版的《两汉书》，这样的收藏

行为恐怕鲜有人能做到。“前有赵吴

兴小像，当是吴兴家人吾乡陆太宰，

又转入顾光禄，失一庄而得之。”这段

话记载了王世贞得到《两汉书》的过

程。王世贞之所以能成为明朝的史学

大家，我想与其如此爱好收藏古籍有

很大关联吧。

明嘉靖年间的收藏家朱大韶，卸

任归乡后，筑造精致的楼阁，并经常邀

请众朋友齐聚一堂，以藏书品画为乐。

朱大韶还喜好收藏宋版古书，一次见

一朋友家藏有一古锦玉签版的《后汉

纪》，十分珍贵，朱大韶见了很喜爱，欲换

取之。不料，对方早早看上了其美婢，提

出以此条件换取。朱大韶换取后才发现

此女是一才女，不仅后悔不已，最后竟忧

虑而死。

宋代的米芾，天资聪颖，其爱石之入

迷程度让人叹服。“米芾拜石”而今早已

成为佳话。他每见奇石或绕几圈或叩拜

之，围绕石旁，不肯离去。初次上任为官

时，米芾见州府的一奇石欣喜若狂，竟穿

戴好官服跪拜之。平时，米芾更是衣袖里

满是奇石怪石，一有闲暇便拿出来赏玩。

古代的藏痴让我们见证到收藏的真

正魅力所在，他们的行径诙谐幽默，让人

忍俊不禁，与收藏之物化为一体，这大概

就是收藏的最高境界了。

收藏要形成特色

! ! ! !

一个成功的收藏家# 藏品

的多少$价值高低固然重要#但

更重要的还要看他是否独具慧

眼#具备独特的收藏目标#形成

自己的收藏特色%

杨小姐是位 &

%#

后 '集邮

爱好者#她拥有一份巧妙心思#

收藏了几百枚花卉主题的邮

票% 这些藏品虽然在价值上达

不到奇珍异宝的级别# 但是说

起花卉主题邮票# 她还是具有

一定&江湖地位'的% 旅美画家

崔如琢在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

时说(&如果要从收藏投资的角

度看的话# 我觉得收藏要有自

己的特色#有所侧重#不能见什

么收什么% '

何谓特色作品) 就拿画作

来说# 即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

时代特色的作品* 反映历史转

折时期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

运用新技法$ 开宗立派者的代

表作% 当收藏形成一定规模后

可搞展览$出书#那时你自然成

为了这一领域的专家%

藏书界有不少人都很重

视有作者
&

包括译者和编者
'

亲

笔签名的书籍#其中的一些还

成为拍卖会上的抢手拍品%早

在
$(($

年# 巴金先生签名的

+随想录,编号特装本#就在上

海一次拍卖中拍出上万元的

价格%

再如翡翠# 收藏级翡翠中

有价值不菲的高档珍品# 也有

售价不高但极有特色的翡翠小

品# 而这些特色小品就是普通

投资者收藏的最佳对象# 它们

种水好#价格又不高%

崔如琢说(&不妨有目标地

收藏# 尽早确立自己的收藏定

位#集中精力和财力#最好不要

追求面面俱到# 那样势必广种

薄收% '

普通百姓没钱# 照样可以

搞收藏# 那就是走低成本的特

色收藏之路% 想要做到特色收

藏#应该要抓住一个切入点#然

后以量取胜% 特色收藏不需要

用很多钱#但因为其有特色#照

样具有历史文化及收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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