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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额道出
琼州汉风
文\海南日报记者 尤梦瑜

在乡下祠堂，在博物馆内，在
民间收藏家手中，今天的我们时常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匾额，于家庭
生活、于社会民风，这些匾额都以
书法之美寄托着祝福、期望、赞颂、
恩赐等丰富内涵。

2006年起，海南大学教授周
伟民、唐玲玲二人与团队一起整理
海南地区的碑、碣、匾等，并开展学
术研究。最终出版了《海南金石概
说》《海南碑碣匾铭额图志》“龙华·
美兰卷”以及《海南碑碣匾铭额图
志》“琼山卷”等书籍，呈现团队的
搜集及研究成果。

两位教授在书中介绍，金石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门学问，被称
为“金石学”。通常所说的金石，例
如在地方志中载入的“金石”栏目，
是指碑、碣、匾、铭、额及联的刻
文。在海南，匾、额、联多在庙宇、
祠堂或屋宇中悬挂。

匾额作为金石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是汉文化独特的艺术形式，它
向人们显示历代政治、地理、历史、
文风以及书法艺术的成就，是人们
今天研究海南历史的重要实物例
证。匾额是集语言、书法、印章、雕
塑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品。

周伟民说：“海南匾额是汉文
化从中原传入的成果。汉族移民
来到海南岛之后带来了传统的碑
文化，匾额从宋朝以后，已经开始
在海南岛上流行。”

据了解，匾额的形式有竖匾和
横匾两种。海南现存的匾额多出
于明代以后，因此横匾较多。“匾”一
般多见于厅堂之上，而“额”则多悬
挂于凉亭等建筑的门楣上。海南
明清以后的匾额数以千计。儋州
中和镇“东坡书院”匾、东坡书院内
的“载酒堂”匾、张岳崧书写的“维则
堂”匾都算得上是海南的名匾。

“包括匾额在内，这些金石，散
落在城镇乡野之中，它们不是冰冷
的木段、石头和铜铁，而是有价值的
记录簿。”周伟民说，林林总总的刻
文，忠实地保存了过去历史的真迹，
记录下历史沿革、宗教民俗、社会档
案；或彰显人物事迹、丰功伟绩、文
教薪传，以此昭示世人而流传千
古。它们是海南历史的里程碑，也
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然而，一些匾额、碑碣的生存
状况却令人担忧。周伟民告诉记
者，相比较于碑碣，匾额流失严
重。“早些年，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还不够，这些东西又多在乡下，很
多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用这
些石碑、匾额等当路基、围猪圈
等。一些木质匾额被劈来当柴火
用。”周伟民说，近年来，随着国际
旅游岛的建设，政府对文物保护工
作的重视与投入不断提升，大家保
护意识也在增强，这样的情况大大
减少。而能够保存下来的金石都
将成为海南宝贵的文化资源。

很多时候，匾额也会因题写之人的名气
而显得十分难得。

2010年，宋静敏在广西收得一块进士
匾，该匾额木料为金丝楠木，匾额同样是红色
为底，以泥金题词，字体仍熠熠生辉。匾额所
书“进士”二字浑厚饱满。匾额右侧题：“钦命
头品顶戴 湖北巡抚部院张（空）为”；左侧题：

“例贡生萧元仕立”；“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岁仲
夏月上浣谷旦”。这个匾额是湖北巡抚张某
为贡生萧元仕而题写的。

乍一看匾额并无特殊之处，但如果根据

落款年份去查询，可查到，光绪二十五年即
1899年，时任湖北巡抚的正是历史上大名鼎
鼎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这“进士”二字正是由
张之洞亲自书写。

除了这些匾额，宋静敏还曾向海南省博
物馆捐献一块“孝友遗风”匾额，此匾长233
厘米，宽55厘米，金丝楠木，黑色底，以泥金
题写。多年前，宋静敏在友人引导下，前往定
安县乡村收得了两块匾额。据匾额主人介
绍，“文革”时期，为了保护匾额，他们不得不
将“孝友遗风”匾额倒置，改装成农村摆设贡

品供奉祖先的贡桌。另一块“德荫同宗”则同
样倒置作为木工用的案桌，其背面划线、刀刻
的痕迹仍清晰可见。

从书法上看，“孝友遗风”为行楷，落款是楷
书。上款题年款“道光元年孟夏”，下款“赐进士
及第翰林院编修张岳崧书以及钤印”，由此断定
此匾为张岳崧考上探花后为自家祠堂所题。

品赏这些匾额，无论是美好祝福抑或宗
族荣耀，作为古时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既
展示着中国历史悠久的书法文化也蕴含着地
方文化与历史传统。

名人题写更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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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静敏和他收藏的牌匾。

1939年王毅将军给海南文昌大户题写“福寿康宁”匾，长
170厘米、高42厘米。

张之洞题写“进士”匾。材质：金丝楠木、长159厘米、宽
62厘米、厚3.5厘米、重50斤。

清朝探花、翰林院编修张岳松道光元年的金字匾（金丝楠木、长233厘米、宽55厘米）。

“明经进士”牌，2面，高155厘米、宽
42.5厘米。

光绪十四年“福禄寿喜”牌，潘祖荫敬识、
吴山梧敬题。高88厘米、宽45厘米。

苍劲有力的书
法饱含书写者的美
好祝愿与寄语，任凭
岁月已将木料四周
侵蚀，将漆色淡去。

秋日午后，走进
海南大学教授、海南
省收藏家协会理事
宋静敏的办公室，满
屋的老物件散发着
古旧味。专注研究
海南少数民族体育
运动的宋静敏出于
喜爱，几十年来零零
散散收藏了不少文
物。他的收藏从最
初的与民族体育相
关的内容扩展到越
来越广的领域。在
他的众多收藏中，匾
额是一个重要的门
类。在这间不大的
办公室里存放了大
大小小20余块他从
海南、广西等地收集
而来的匾额。

“一块匾额，上
面寥寥数字，背后可
是有不少故事，也能
反映当地的文化和
民俗。”宋静敏每收
到一块匾额就会翻
阅大量史料去研究
其背后的故事与历
史。他用丰富的图
片、文字资料在电脑
里为每一块匾额建
立档案。看着眼前
形式各异的匾额，宋
静敏娓娓道来刻印
在它们身上的那份
历史记忆……

岁月的打磨早已让这块题写着“福寿
康宁”的匾额底色剥落成了原木色，黑色的
字体也已经淡化。匾额右侧的题字磨损严
重，只可依稀辨别出“□□人□□□荣寿大
庆”等字样；左侧落款清晰地显示着“琼崖
守备中将司令王毅题”。仔细端看“福寿康
宁”四个大字没有花俏“炫技”，字体中规中
矩，端庄雅正。这块长约170厘米、宽约42
厘米的匾额被“横腰”锯成了上下两部分，
四个大字正书写在上半截。之所以能够断
定它是为人所“锯”，就是因为上下分开的
断口十分整齐。

“这块匾额的内容不难理解，是王毅将军
大约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写来向他人祝寿
的。”宋静敏介绍，他从海口的文物市场上淘
得这块匾额，发现时它正被一堆杂物压着，文
物店的主人告诉他，这是一块“将军匾”，据说
出自于琼东一大户人家，解放后，这块匾额被
长期弃置在柴房里。匾额被锯成两半，不排

除是被拿来充当了床板。
那么，题字的王毅又是何许人也？
王毅于1900年出生，澄迈县人，1923年

考入西江陆海军讲武堂。1924年毕业后被
保送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1925年秋从黄
埔军校毕业。

抗日战争期间，琼崖守备军司令王毅，与
中共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队实现了琼崖国共
两党第二次合作。王毅作风“硬派”，能文善
战。今天的海南岛上仍保留了他的几处摩崖
石刻。在抗战艰难时期，王毅在万泉河上游
的一块大石头上刻下了“唯战能存”四个大
字，至今，前往琼中乘坡河边，人们还能看到
这个石刻。

而王毅的另一处摩崖石刻，是被看作海
南标志性石刻“天涯”“海角”中的“海角”二
字。有关“海角”二字题写人如何被确定为王
毅，媒体已有过详尽的报道。根据《三亚史迹
叙考》记载：“1982年3月，时任崖县（今三亚

市）文化局长蔡明康、文化馆长黄怀兴曾攀崖
考察，发现‘海角’石刻左下角‘王毅’字样虽
剥蚀，但刻迹依稀可辨。”

2002 年 1 月，经过一行专家辨认，最
后拓片结果确认是“王毅”二字。抗战时
期，王毅的签名曾被印在广东省银行琼崖
区流通券上，经鉴定，“海角”石刻落款“王
毅”二字与流通券上的“王毅”笔迹出于同
一人。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王毅，他的离世也
颇带几分故事性。2015年，由吴宇森执导的
电影《太平轮》上映，让这段往事再度走入
人们视野，而王毅正是搭乘着“太平轮”前
往台湾，最终葬身于大海。

听着这些往事，再定睛看看“福寿康宁”
这四个字，一块老旧的匾额仿佛一下子从历
史中苏醒，用它所承载的故事连接了历史的
昨日与今天，也让人感受到了一件文物的传
承和价值。

抗日将军墨宝遗存琼岛

暗红色的木匾上题写着“清河郡”三个
字，方正有力。匾额四周也以金色勾勒出四
方边，最下边呈波浪形。与这块匾额相配的
还有一副同样色彩的木制楹联。上联写：文
有鸿才用昭世德；下联是：泽承燕翼式焕家
声。

这副楹联宽度37厘米，但高度达190厘
米。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匾额不同的是，这
套木制的匾额及楹联虽然也带着积尘，但却
丝毫不显陈旧，木材十分结实有分量，上面的
漆面仍可反光。

这套匾额与楹联是宋静敏从海口滨涯村
收得。“这三件旧物原本应该挂在宗祠这样的
地方的。清河郡是它的堂名。”经过考究，宋
静敏介绍，历史上的清河郡地处河北省内。
因此，这户人家应是祖先由河北迁来海南岛
并在此开枝散叶。这副楹联正是提醒着族人

要承先祖之德泽，为家族创荣耀。简单的一
副楹联不仅道出了家族历史，也让人们领略
到了家风传承。

除了寄托美好祝福与愿景，匾额往往也
彰显着荣光，特别是由皇帝亲自书写或与其
有关。另一块匾额，红色为底，泥金题字。如
今，“熙朝人瑞”四个大字与底色早已斑驳，可
匾额正中间，处于“朝”与“人”字中间的小小

“旨”“奉”字却还是分外醒目。该匾额右边的
字迹已难以逐个准确辨认，但可看到“赐进士
第 特授文昌县正堂 加五级 记录五次题 □
崖州知州事彭锡璜”等字；左边落款写“恩赐
修职郎符翰、登仕郎符澄宗立”“嘉庆元年孟
冬月吉旦”并附题词者彭锡璜印。

彭锡璜是当时的文昌县令，该匾额是他
奉皇上旨意写给修职郎符翰、登仕郎符澄，二
人同出一门，根据名字判断很有可能是兄弟

二人。而“熙朝人瑞”就是表扬这一家中出了
这二位人中俊杰。中间的“旨”字下方刻印
章，右侧为“文昌县令”；左侧为满文。

在堆置的几块匾额中，还有一块较大的
匾额，上面题词“极婺联辉”。整块匾额呈黑
色，左边落款中包含了40余人的姓名。这块
匾额是家族40余名成员在1933年为家中老
人祝寿所制。“极”是北极星；“婺”是古星名，
即“女宿”，是古时对妇女的颂词。"联辉"就
是一同熠熠生辉。该匾送给老夫妻二人，愿
他们如极、婺二星共同生辉，福寿延绵。为何
说是祝寿时所制？宋静敏徐徐展开一副团绣
楹联：“萱花畅茂寿酒生香”“宝婺辉煌锦堂焕
彩”。这一副团绣楹联虽然年岁已久，脱线褪
色，但其内容将匾额的背景交待得一清二楚：
是家人在唐姓老太太71岁的寿宴之时送上
这块匾额。

民间匾额展示海南民俗

明朝“瞻依”匾，长88.5厘米，宽35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