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因地处岭南，孤悬海外，
远离中原腹地，与西北绝域和东
北苦寒之地在唐宋之际俱为贬谪
流放之所。被贬谪至琼岛的官员
中不乏政名显赫的“五公”和文坛
巨擘苏轼，这些贬官文人与本土
有识之士一起为海南文脉的兴盛
埋下了火种。至明清之际，海南
始文名大盛，尤以四大才子最为
突出，张岳崧以书法见长，秉“书
绝”之名，位列其中，清代的《国朝
画征略》更将他列为岭南四大书
法家之一。

张岳崧字子骏、翰山和澥山，
号觉庵、指山，生于清代广东定安
（今海南定安县）的书香世家。清
嘉庆十四年（1809）殿试，张岳崧
高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成为明清
之际海南唯一的探花郎，后历事
两朝，官至从二品湖北布政使。
由于官宦生涯多远离故土，张岳
崧的书法又“得晋唐诸家奥秘，临
仿各造精妙，片楮只字，人争宝
之”，故而其书法真迹在海南地区
馆藏甚少。从海南省博物馆、海
口市博物馆和定安县博物馆所藏
的张岳崧书作来看，皆以楷书和
行书为主，大小字兼擅，笔触或饱
满圆润或势雄意健，顿挫之间，帖
体碑意跃然纸上。

遍学诸家 风格独特

海口市博物馆珍藏的张岳崧
的《楷书七言联》，以纸本水墨书

“育物每存春气象，澡心常抱雪精
神”两联，落款“翰生张岳崧”，钤
印“张岳崧印”（白文）和“子骏别

字翰生”（朱文）。此幅七言联字
体楮墨间用笔方劲、腴润停蓄、壮
妍流美、气韵生动，有论者称张岳
崧“诗宗汉魏，书祖欧柳”，“书法
欧虞，当时碑版多出其手”，欧阳
询、柳公权和虞世南皆是唐代的
楷书大家，观此七言联，既有前辈
书家的笔意，又明显有张岳崧遍
学诸家后清刚挺拔的个人风格。

初看联后落款的“翰生张岳
崧”，笔者还多有猜测：嘉庆十四
年高中探花后，张岳崧被委任为翰
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武
英殿纂修、教习庶吉士和翰林院侍
讲等，都为翰林官职的范畴，此联
以“翰生张岳崧”落款，笔者原推测
与之有关。“翰”字还多借指毛笔和
文字，也不排除此处落款“翰生”只
是张岳崧以文人自居。再看钤印

“子骏别字翰生”，此印书者已点明
“翰生”乃是张岳崧的别字，这倒不
常见于其生平简介中。

关切民生 字如其人

定安县博物馆另藏有一副张
岳崧临唐太宗李世民的《数年
帖》。《数年帖》释文为：“数年来每
有征动，虽复事非为己，犹恐下有
怨咨。所以废甘泉之游，履燋金
之弊，宁可违凉忍暑，不能适己劳
民。想汝诚心，惟吾是念，自非孝
情深结，孰能以此为怀。省书潸
然，益增感念，善自将爱，遣此不
多。哥哥敕。”落款“乙亥小春指
山岳崧临”，钤印“琼台福地”（朱
文）和“张岳崧印”（白文）。《数年
帖》的内容是李世民经历过隋末

天下大乱，认识到“水能载舟，亦
能覆舟”，一统九州后他勤勉施
政，不敢纵欲，以防劳民，此帖也
可见其作为君王的操守。

从落款看，《数年帖》书于“乙
亥小春”，从张岳崧生平的干支纪
年来看，此处“乙亥”应是嘉庆二
十年（1815），“小春”是为农历十
月，明代的唐寅就有“三年幕下劳
王事，十月江南应小春”的诗句。
也即在嘉庆二十年的十月，张岳
崧在接近知天命的年纪临摹了这
幅书法。

张岳崧所临的这幅《数年
帖》，字里行间除有唐太宗原帖的
遗韵，更具文人的潇洒飘逸，其行
笔圆转简约流畅灵动，落墨浓淡
有致。李世民最为推崇王羲之，
张岳崧的行书也出自“二王”帖学
一系，并钟于唐李北海的行书，此
外，明清风行的赵书和董书对其
也多有影响。观张岳崧的诸多书
法作品，应是以晋唐书法大家为
宗，又掺以碑刻意蕴，基本上摆脱
了“馆阁体”的藩篱，其时他的书
法出现“零缣残墨，人多宝之”的
景象自然在情理之中。

张岳崧以“书绝”之名享誉琼
岛，古人常讲“字如其人”，从张岳
崧官宦生涯中赈灾救民、仗义疏
财和协助林则徐禁烟等事迹来
看，确是如此。另张岳崧有《山农
叹》一诗云：“山农所处况瘠薄，雨
露不受滋培恩。”表达出对民生深
切的关怀之心。对于政名显赫、
满腹才情又饱含一颗仁心的张岳
崧，道光帝也不免感言：“学问人
品，朕所深知”。

万死投荒的岭海之行

根据史料记载，建炎二年（1128
年）十一月辛巳，李纲责授单州团练副
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安置。建炎
三年（112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赦
免。这样看来，李纲被贬海南的时间
当为一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纲
在海南待了一年。实际上，李纲在海
南仅停留了十天时间，因为大部分时
间都耗在路上了。

从接到诏命之日起，李纲就和儿
子李宗之带着家人随从开始了万死投
荒的岭海之行。他们从湖北到湖南，
取道广西桂林、广东肇庆，然后到达雷
州，历经艰难渡海到达琼州（今海南海
口）。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深夜，李纲父子从徐闻登舟渡海，
次日凌晨到达琼州。这样算来，李纲
父子从启程至到达琼州，路上耗费了
一年时间。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
月六日，李纲父子遇赦渡海北归，直到
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返回福建长
乐，至此才结束了长达几年的漫漫贬
途。

为什么李纲父子会在贬途上耗费
这么长时间？首先，李纲父子前往的
岭南大地，一直是统治者惩罚罪臣的
重要地方。李纲在桂林时就已身染瘴
疫，等到雷州时，随从仆吏已经死去大
半。其次，除了肉体戕害，还有精神的
摧折。李纲为了不给别人增添麻烦，

也不给人授之以柄，在赴海南的途中
始终低调行事，甚至有意绕道而行，再
加上路途中听闻朝廷步步败退的讯
息，这对于力主抗金的李纲来说无疑
雪上加霜。其三，因为海南局势较乱，
李纲被迫在雷州滞居半年之久。渡海
北返时，由于沿途流寇作乱以及家属
避乱他乡，李纲不断改变行程，辗转于
广西、广东、江西等地，一年多之后才
回到福建长乐。

短暂的岛上时光

李纲踏上海南岛之后三天，就收
到朝廷赦免的诏令。在高兴之余，他
决定尽快渡海北返。经过占卜，李纲
父子定于十二月六日渡海。当天风平
浪静，海色天容，他们平安渡过海峡到
达北岸。这样算来，李纲在海南岛仅
待了十天时间。这十天他都干了些什
么呢？

李纲在桂林时就已身染瘴疫，再
加上一路心情压抑，身体状况一直不
太好，初到海南又水土不服，因此他利
用这段时间在海南调适身体。人逢喜
事精神爽，朝廷赦免令对他来说，如同
一剂良药。

海南独特的风物也深深吸引着李
纲，他利用短暂的时间游览并将其写
入诗作之中。由于借住在华远馆，李
纲就近游览天宁寺，并对其中的金钱
花特别喜爱：“清愁万斛无消处，赖有
幽花慰客心。”李纲也学着当地人嚼槟

榔，然后登高望远，写下“古来云海浩
茫茫，北望凄然欲断肠。不得中州近
消息，六龙何处驻东皇”的诗句。当
然，因为时间很短，李纲是不可能走
远，估计只能在琼州附近打转儿了。

滞居雷州期间，李纲大多数时间
都用来撰述《论语详说》《易传内外篇》
以及《书传》等作品，但是由于时间有
限，未能完成。在海南的短暂时间里，
李纲依然见缝插针继续撰述，终于在
离开海南之前完成全部书稿，殊为不
易。

比李纲早几十年，苏轼曾经被贬
海南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并在琼州
住过一段时间。一直很钦佩苏轼的李
纲，能够和苏轼“比邻而居”实在是幸
运。当然，他比东坡幸运的是，只在琼
州待了十天时间：“行年旧说是东坡，
鲸海于今亦再过。儋耳三年时已久，
琼山十日幸尤多。却收老眼来观国，
尚冀中原早戢戈。病废不堪当世用，
感恩惟有涕滂沱！”李纲心里是非常认
同苏轼的：“老坡去后何人继，奇绝斯
游只我同。”

“东山再起”仅是传说

李纲在海南的贬所是万安军。到
达琼州之后，他立马向当地人打听万
安军之所在：“因询万安，相去犹五百
里，僻陋尤甚。黄茅中草屋二百余家，
资生之具，一切无有。道繇生黎峒山，
往往剽劫。行者必自文昌县泛海，得

风便三日可达。艰难至此，不无慨
然。”

这让李纲大吃一惊，到达琼州就
已经经历了那么多艰难，没有想到到
万安军还有那么长的艰难路程。但是
皇命不可违，只好找个地方住下来准
备过几天再前行，没想到才住三天就
得到急报说已经被赦免，可以任便居
住。

李纲在海南待的时间不过十天，
因此只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宋史》李
纲本传中都没有提及，但是他作为宋
朝因坚持抗金而被流贬海南的第一
人，在海南却留下深远的影响。海南
同胞抱着对忠贞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
之情，将其供奉在“五公祠”进行祭奠。

同时，李纲在海南还留下诸多传
说，东山岭就是一例。东山岭有“海南
第一山”之誉，属于李纲的贬所万安
军。相传李纲被贬后心灰意冷，在到
达贬所登上东山之后，求潮音寺方丈
剃度出家，但是方丈委婉拒绝了他，并
预言他不久便有再被起用的机会，果
然几天之后他就被朝廷赦免。因此有
人将“东山再起”这个成语与李纲联系
了起来。时至今日，东山岭的半山腰
仍然耸立着李纲的塑像，而潮音寺里
也供奉着李纲的牌位。

从时间上推算，李纲不可能到达
万安军，东山岭和李纲的关系也只能
是牵强附会，但是这却从另外一个层
面上体现了海南人民对李纲的尊敬和
热爱。

李纲短暂的海南时光
■ 曾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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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祠中供奉
的“五公”，除李德裕
外，其余四人李纲、
赵鼎、李光、胡铨被
合称为“南宋中兴四
大名臣”，他们都因
为坚持抗金而被贬
到海南。四人中，李
纲在海南停留时间
最短，但影响大，甚
至留下了脍炙人口
的民间传说。

李纲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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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队伍中的
中医名家冯质夫

■ 陈立超

中医是我国从古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在
琼崖革命的艰苦岁月，海南不少中医参加了革
命队伍，用他们精湛的医疗技术为革命事业服
务。

冯质夫就是琼崖纵队中的中医名家。他
出生于琼山县（现属海口市），1921年随父学
习中医，1925年起为民众治病。1938年12月
参加革命，曾任琼崖抗日游击独立总队医生，
把家里的中药材献给部队。此后，他长期在琼
崖纵队中开展医疗服务，为战士祛除病痛，留
下了一段段妙手回春的佳话。

1941年7月，美德伏击日军取得胜利后不
久，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支队政治委员陈石
患上了痢疾，病情严重，痢血20多天未止。冯
白驹知道后，特派冯质夫前去治疗。由于病情
严重，病人连续服药后未见效，而且不想进食，
骨瘦如柴，双目无光，冯质夫心急如焚。在冯
白驹的支持下，冯质夫大胆改变处方，加重药
量后，使陈石的病情有了好转，身体一天天地
好了起来。

1941年下半年，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琼崖国民党当局不断掀起“反共”逆流，琼崖抗
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更加艰苦。琼崖抗日独
立总队参谋长李振亚的妻子王超长期在山
区工作。9月，王超回到特委报到，冯白驹见
王超瘦得皮包骨头，浑身上下都是疥疮，便派
冯质夫给她治病。冯质夫认为王超产后血虚
体弱，受到风寒湿邪感染，多病并发。为此，他
对症下药，一方面搜集当归、枸杞、党参等滋补
药物，用水煎服；另一方面采取热敷和针灸等
措施。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王超的身体逐渐
恢复。

1942年5月，日军调集兵力，采取步步为
营的战术，对琼崖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

“扫荡”，在艰苦的反“蚕食”“扫荡”斗争中，琼
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战士们白天打仗，夜间行
军，吃不饱穿不暖，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各种
疾病也在部队中蔓延。有位女战士高烧半月，
昏迷不醒，大家都束手无策。冯质夫得知后，
赶过去给她把脉，然后立即安排战士们去砍竹
子。冯质夫将竹子烧烤后取其汁液，再配以汤
药，终于把女战士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药童
颜雅在行军中光着脚板碰伤了脚趾头的无名
指。由于连续在山里行军，脚趾头严重感染化
脓，整个左脚肿得像一颗大萝卜。冯质夫仔细
检查后，立刻从药箱里拿出一把剪刀，简单消
毒后，当机立断把颜雅溃烂的那个脚趾头剪
掉，又给她敷上药，还叮嘱她行军路上多采一
些草药每日换药。在抗日斗争的艰苦岁月，冯
质夫在行军打仗的间隙中治愈了许许多多的
战士。

1945 年秋末冬初，李振亚不幸感染疟
疾。经过大家会诊，认为要中西医结合治疗，
才有治愈的可能。琼崖特委指派老中医冯质
夫和西医郭汉忠共同治疗，冯质夫用中药补气
补血、助神健脾。如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
李振亚最终完全康复。1949年10月，中共琼
崖南区地委书记赵光炬从乐东工作团赶回区
党委和机关干部及军区指战员一起参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不幸感染疟疾，冯白
驹发现后立即指派冯质夫为他看病。冯质夫
使用几帖在当时非常珍贵的中药，药到病除，
使患者痊愈。在艰苦的战斗岁月中，琼崖纵队
长期面临缺医少药的困境，面对各种疾病不得
不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冯质夫善于使用本地
中药材治疗疾病，由此积累了中医治疗疟疾的
丰富经验。

1950年5月，海南解放后，为发展全岛的
医疗卫生事业，海南行政公署拨出专款，由冯
质夫创办海南人民药行于海口市中山路，聘请
中医生坐堂开诊。冯质夫不顾自己年老体弱，
坚持随堂坐诊，始终用一个普通中医师的标准
要求自己。他从医50多年，始终坚持无私奉
献、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准则。1962年，广东省
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省名老中医师”称号，冯
质夫将祖传的鹿龟酒的酿泡技艺无条件地献
给国营海口市饮料厂。为了帮助海南培养更
多的医生，他负责组织了多期的培训班，将自
己的医学知识和战地治疗经验传授给更多的
人，先后著有《癫痫漫谈》《妇女不孕症治疗医
案》《蛇咬伤验方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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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许多人隔离在家，故宫博物院、国家博
物馆等博物馆都有线上展厅，可以选择上网逛博物馆。

此蹴鞠纹青铜镜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镜背为
高浮雕男女四人共同蹴鞠游戏的场景：左侧一个
高髻女子正在踢球，右侧一个头戴幞头的男子
仿佛正在防守，另有两人在旁观看，场景十分
生动。

蹴鞠在我国起源很早，据《史记》和
《战国策》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齐国的都
城临淄就十分流行蹴鞠。到了汉唐，这
项运动开始兴盛起来，这在史书以及唐
诗等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载。宋代，随着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蹴
鞠得到了极大发展。鞠球的制作工艺
大大提高，由原来的六至八张牛皮缝合
发展成十至十二张牛皮缝制而成，内充
以吹气的动物膀胱，球体更圆，更容易操
控，踢起来观赏性更强。宋代的蹴鞠开
始向杂耍方向发展，流行范围也更广，上

至皇帝百官，下至市民百姓，无论男女老
少，都以蹴鞠为乐。随着蹴鞠的普及，当时还

出现了专门的踢球组织—球社，如史书记载的
“齐云社”“圆社”等球社。城市中还有蹴鞠爱好

者专门的运动场所，一些大的宴会以及店铺促销等
活动经常伴有蹴鞠表演助兴。

1947 年 ，身
在美国的林语堂
耗资 12 万美元，
发明了一款由他
自己命名的“明快
中文打字机”。在
当时举办的记者
招待会上，林语堂
曾指着打字机说：

“这是我送给中国
人的礼物。”当时，
美国当地报纸均
在显著位置刊登
了这一信息，引起
非常大的轰动。

不过，明快打
字机并没有如林
语堂所愿，给他赚
大钱的机会。虽
然样机已经研制
成功，但想要获
利，必须先要将它
投入到商品生产
领域中去。然而，
此时的中国正燃
内战烽火，精明的

商人们根本不愿意对这个销售
前景不明的商品大量生产，竟
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愿意接手
这项新发明。

面对这个始料不及的结
果，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经
常暗自垂泪。在此之前，林
语堂声称要发明打字机时，
廖 翠 凤 全力 支持丈夫“ 创
业”，并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
蓄，她也早就将全部的希望
寄托在发明成功后所得的收
益上，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
重重的一击。

在走投无路之际，一年后，
林语堂无奈地与默根索拉排字
机公司签订了专利转让合约，
为期两年。到了1951年，他又
将专利卖给了该公司，并将明
快打字机样机借给他们研究。
这个交易，林语堂一共只得到
2.5万美元。如果不算时间成
本，他的投资回报率还不到
20%。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
于考虑到零件复杂，制造成本
过高，以及中国市场无法进入
等情况，默根索拉排字机公司
最终也放弃了制造林氏打字机
的计划，那台打字机样机最终
也被束之高阁。

面对这个“赔本买卖”，林
语堂虽然感到异常失望，但他
却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曾不
止一次地表示：“在发明打字
机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每
一个创造者在前行道路中必
然经历的遭遇。虽然在金钱
上损失了太多，但在发明过程
所收获的快乐和成就感，却是
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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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博物馆藏张
岳崧《楷书七言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