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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千古 事
《诗经》“文”字出现59次。从甲骨卜辞等文

献来看，商代尚未摆脱原始粗野状态，鲜少考虑
对人格、精神的提升。周代则注重以“文”来发掘
人的价值，力求高雅与文明。《论语·八佾》记载孔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诗
经》时代制礼作乐，文风弥漫。

文德政治
西周推行文治，崇尚“文王之典”，多以文德

而非武力来治理天下，以德性而非霸道来协调
社会关系。殷商时期，周偏安于岐山之下，它的
兴起与文王密切相关。文王以德治岐，积善行
仁，大化天下，使许多诸侯臣服于周。在修文
德、行文治方面堪称典范。“允文文王，克开厥
后”（《周颂·武》），文王开创文治，福泽后人。以
至到孔子时，仍将文王视为文治典范，并以其后
继者自居。即《论语·子罕》所云：“文王既没，文
不在兹乎？”武王灭商后，“偃武修文，归马于华
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尚书·武成》），“载
戢干戈，载櫜弓矢”（《周颂·时迈》），推行文治，
志在建立文雅有序的道德社会与文明国家。周
公制礼作乐，将文王开创的文德政治落实为具
体制度。通过礼乐，使周人从野蛮状态摆脱出
来，万事依礼而定，举止依礼而行。西周的文德
政治，可谓起于文王，成于周公。

周代的文治传统蔓延于外交、军事领域。
春秋时期，邦国之间赋诗外交，多有含蓄文雅之
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重耳流亡于秦，
秦穆公宴请重耳。宴会上，重耳吟《小雅·沔
水》，沔水归大海，以表达自己对秦国的尊重和
向往。秦穆公吟《小雅·六月》，暗喻将助重耳为
君，复兴晋国。重耳连忙拜谢。可见通于诗意、
长于文采是外交成功的必要因素。甚至，在军
事上仍可看到文德的影响。《左传·宣公十二年》
记载，楚庄王取得邲之战的胜利以后，不仅反对
收集敌人尸体展示武功，反而大讲用武之德。

“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
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
之’”。从文字构造的角度，说明用武必须以文
德作为统领。《诗经》所彰显的文德政治，弥漫于
邦国内外，铸造了有周一代包容文雅的气魄。

文化生活
周人尚文，还体现在个人日常生活的雅化，

涵盖了服饰、仪表、器物、礼仪等方面。
中国历来是衣冠上国，在服饰中蕴含着尚文

精神和精深的礼仪。周人的服饰以色彩、规制等
的不同，来体现不同的身份等级。《礼记·月令》云：

“季夏之月……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
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
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
给之度。”染官给丝帛染彩，制作不同的旗帜和官
服，区别贵贱等级。不同官爵穿不同命服。

周人讲究威仪之美。周人擅长用佩玉、飘带
等饰物，来使仪态婀娜有度。如《郑风·有女同车》
云：“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其将遨将翔之时，所佩
玉饰叮当作响，行步皆中节律。《礼记》也曾记载了
玉在周人仪态塑造中的重要作用。《礼记·玉藻》
云：“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君子穿好朝服之
后，要先练习上朝的仪容，听佩玉的鸣声是否与步
履协调，然后才能出门。可见，玉已经成为礼仪的
一部分，君子借玉以养成良好的威仪。

周代的器物，无不精致考究。《诗经》出现了
簋、笾、豆、登、房、匕、俎等种类繁多的食器，以
及不同功能的酒器。如壶、罍、觥、卣等盛酒器，
爵、斝等温酒器，匏、斗、瓒等舀酒器，尊、觥、爵
等饮酒器。兵器除了实用，也讲究形制的精
美。在周代，用度器物所呈现的文化含量，前所
未有地高涨。

周代百礼皆至。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
“仪”二字当作一个词来使用，就见于《诗经》。《小
雅·楚茨》云：“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
正是《诗经》的记载，展示了“礼仪三百，威仪三
千”的周礼之盛。祭礼、燕礼等诸多礼节仪式，无
不周密完备。《小雅·宾之初筵》云：“烝衎烈祖，以
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至”形容礼仪完
备，“壬”形容大，“林”形容盛，连用三词来显示祭
礼的重大完备。可以说，周人的吃穿用度、行走
坐卧，无不纳于礼中，呈现前所未有的文明之姿。

周代自上而下弥漫的文风，并非单纯追求
外在形式之美，旨在培养德性文雅的君子。《卫
风·淇奥》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僴兮，赫兮咺兮”，君子切磋琢磨以修炼美好的
品德，塑造文质彬彬的气质。因为对“文”的崇
尚，周代贵族多以“文”为谥号。贵族女子中，也
有以‘文’为称者，如晋之文赢，鲁之文姜等。”

《诗经》时代的贵族对“文”推崇备至，普通
民众也是尚文的。周代宗法分封制度将贵族与
平民纳入同一网络，在紧密交织的关系中，贵族
势必将其言行举止、审美情趣传至下层社会，形
成一以贯之的文雅之风。

《汉宫春晓图》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一幅绢本重彩仕女画，现收藏于台
北故宫博物院。

《汉宫春晓图》是仇英平生得意之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亦被誉
为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

仇英在绘画上以“重彩仕女”著称于世，《汉宫春晓图》便是仇英重彩仕女
画的杰出代表。此图勾勒遒劲而设色妍雅，画家借皇家园林殿宇之盛，以极
其华丽的笔墨表现出宫中嫔妃的日常生活，极勾描渲敷之能事。不仅是仇英
平生得意之作，在中国重彩仕女画中也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仇英是明代的代表性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徵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
四家”，亦称“天门四杰”。他擅人物画，尤其是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
和描绘，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
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

（杨道 辑）

据传，元宵夜张灯源于民间“开灯
祈福”古俗。但史料载，至唐初，元宵节
张灯才成为法定之事。

唐郑处诲笔记小说《明皇杂录》多
次提到唐明皇李隆基操办元宵晚会的
盛况。其中“逸文”谓：“遇正月望夜，移
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
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当时有
个叫毛顺的大工匠，别出心裁地制造了
一栋30间、高一百五十尺的灯楼，“悬
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铿锵成韵。”缘何
如此，“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
唐京城洛阳元宵夜是“共道春灯胜百
花”，乡野的“山灯”也不逊色。李商隐
曾感慨：“初烁空焮谷，漫若朝炬。忽惊
狂烧卷风，扑缘一峰，如尘烘旆色，如波
残鲸鬣，如霞駮，如珊瑚露，如丹蛇虫蚑
离，如朱草丛丛，如芝之曲……”

如果说唐代元宵夜呈现了“千门开
锁万灯明”盛况，那宋代元宵节不仅“花

市灯如昼”，而且宋代人还将灯的各种
作用发挥到极致。欧阳修、孟元老分别
在史料笔记《醉翁谈录》和《东京梦华
录》详细介绍了北宋首都开封元宵夜争
奇斗艳的“灯市”：万盏彩灯垒成灯山，
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乐音
喧杂十余里”“万家灯火暖春风”。即便
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时杭州元宵夜
不仅“灯如旧”，且推陈出新出一批“灯
饰”精品。南宋文学家周密史料笔记
《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曰：“（杭州）
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分主
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其“灯
品”条宛如一幅“灯饰博览会”微缩图：

“灯品至多，苏、福为冠，新安晚出，精妙
绝伦。”有巧夺天工的“无骨灯”“珠子
灯”“羊皮灯”及系列品牌的“罗帛灯”

“戏影灯”“绢灯”等。可以说，中唐至
宋，元宵节已演变成全民狂欢。

其实，宋代元宵的花灯焰火，不仅

照耀通宵、引爆娱乐、助推经济、点亮了
文人骚客的诗情，也令一些基础管理者
脑洞大开，开发出教育人、引导人弃恶
从善的“警示灯”。《武林旧事》卷二“元
夕”条说，元宵放灯之期，“三狱亦张灯
建净狱道场”，利用灯饰、图像展示“狱
户故事”，并“陈列狱具”，这对潜在的不
法分子是一种警示与威慑。而南宋首
府杭州市的“元宵警示”别开生面，在

“繁闹之地”的西坊点燃巨烛，“照耀如
昼”，狱警押着囚犯数人，并在布帛上写
明他们具体的犯罪行为：“某人为不合
抢扑钗环，挨搪妇女。”意思说，这些不
法分子乘人不备抢夺观灯妇女的环钗
饰物，或趁着人流如潮对观灯女性耍流
氓。然后，当时的杭州官员当众宣布对
他们的法律惩罚。

当然，这只是一场表演，谓之“装
灯”。那些被当众宣判的囚犯，并不是
真的犯了盗抢财物与调戏妇女之罪。

这些被官府安排当一回临时“演员”
的，其主要作用是“借此以警奸民”。
官府还以此为契机，“分委府僚巡警风
烛，及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
缉奸盗”。运用全民狂欢之“道具”花
灯，制作“警示灯”，开展“法制警示教
育”，确实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出家的僧道尤其喜欢如意，无论是
清修或者是法事，身边总离不开一柄。
道家典籍记载，“如意皇帝所制，战蚩尤
之兵器也。后世改为骨朵，天真执之，
以辟群魔”，将如意的发明权归给皇帝
自然是无稽之谈，但也见得如意的发明
时间极其悠久，甚至于无书可考、无迹
可查。据考证，如意早在秦汉就已盛
行，三国孙权时曾经在地下挖出了一个
白玉如意，把柄处雕刻龙虎及蝉形，当
时有人分析称秦始皇为了断绝金陵王
气，平山填川，在各处埋藏宝物以改变
风水，这如意便是当时的宝物之一。

相比这些虚无缥缈的传说，宋代

一位僧侣的记述倒是可行度极高，他
说如意就是古时候的“爪杖”，是用骨
头、兽角、竹木等物雕刻成人的手指
状，脊背上有瘙痒之处为手之不能及
时，也可以不用烦劳他人。这种器具
能够如人之意，所以称之为“如意”。
而古印度也有一种类似的器具，僧侣
在各地行走化缘的时候常会随身携
带，称为“阿那律陀”，意为“无灭”，而
其作用则与中国的爪杖别无二致。“阿
那律陀”又被译为“如意”，也许正是受
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来自考古学家的发掘更证明了如
意历史悠久。在对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进行发掘的过程中，曾经发现过两件
牙雕残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周列
国时期，器物一端被做成了手掌形状，
指尖向下弯曲，手腕处链接圆柱形长
柄。这一形制与我们现在所用的痒痒
挠别无二致。

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如
意”这一器具的发明和使用都至少有
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其形制不断发生变化，一部分做工
精美的从实用器变成了陈列器，如意
也与痒痒挠分道扬镳了。从实用器向
陈列器转化的背后是历史的发展与文
明的进步。

逢年过节，人们总爱说一句“万事如意”，看似
朴实无华的“如意”二字，其中蕴含着无限美好的
祝愿。与“恭喜发财”“阖家欢乐”等有着明确指向
性的祝福语相比，“万事如意”虽然并没有确定的
所指，却涵盖了人间一切的心愿，古往今来，又有
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如意”的境界呢？

出于对“如意”的期盼，古人将一种器物就称
作是如意，历朝历代，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僧侣市
井，无数人对其爱不释手，在存世的各种画像中，
如意的出现数不胜数，各式人物的手中、身边总会
放上一柄如意。而皇帝们更是如意的顶级收藏
者，据悉，仅故宫一处即有明清两代如意2000余
柄，可以说是蔚为大观。

在上学时，我们都学过鲁迅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书先生的
高声朗诵令人印象颇深，其内容是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
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先
生口中的诗文出自清代刘翰的《李克
用置酒三垂岗赋》，原文“铁如意”实
则是“玉如意”，方是时也，李克用尚
为唐军大将，征战得胜后置酒于三垂
岗上，在席间，有伶人奏陆机的《百年
歌》，叹人间无常，举座皆喟叹，而李
克用听后却手挥玉如意谈笑风生，为
后世之美谈。

李克用手挥玉如意之举其实并非
原创，他乃是效法与陆机同时代的古
人王戎。王戎乃是竹林七贤之一，以
处乱不惊著名。据说，在西晋八王之
乱中，王戎也颠沛流离，但即使在朝不
保夕之间，王戎也未曾有过害怕的表
情，并常常挥舞如意召集亲朋故旧宴
乐。“王戎舞如意”遂成典故，在有王戎
出场的画作中，其手中必紧持一把长

柄如意。
爱如意的并非仅有李克用和王

戎，不少将军上阵指挥千军万马靠的
便是一柄如意。梁代韦睿出征时便是
用一柄白角如意指挥麾下将士，所到
之处战无不胜；而齐高帝萧道成常在
书桌上摆放一把铁制的大如意，一方
面可以当镇纸使用，另一方面当有刺
客图谋不轨时，也可以当作手杖，与敌
人搏斗。北魏宣武帝元恪少年时，父
亲孝文帝组织皇子挑选宝物以考验他
们的志向，别的皇子们都挑选些金银
珍玩，惟元恪挑选了一柄骨质如意。
果然，元恪成年后继承了王位，北击柔
然，使国力极一时之盛。

出家人更爱如意。如意的起源本
就与佛教有关，在流传的过程中，道家
等其他宗教也对如意情有独钟，历朝
历代，如意总与僧侣相伴。齐高帝笃
信佛教，其赠与僧侣的礼物也常常是
竹根如意，虽然并非贵重之物，但是出
家人不理凡尘，竹根如意的高洁与僧

侣则是再搭配不过的了。日本奈良正
仓院藏有一柄犀角如意，距今已有千
年的历史，上边镶嵌有水晶、象牙、黄
金、珍珠等物，乃是当时高僧大德参加
法会时所用，足以见得如意对于僧侣
的重要意义。

有关如意还有许多典故，孙权之
子孙和曾在舞如意时误伤爱妃，爱妃
伤好后留下一点疤痕，反而比受伤前
更为美丽，引得时人纷纷效仿。晋代
王敦酒后常以铁如意敲打唾壶，以抒
心中不平之志，久而久之竟将唾壶边
缘敲出许多缺口来。而同是晋代的石
崇，在与王恺竞富时，曾以如意敲碎珊
瑚树，其豪横可见一斑。

当然，最爱如意的莫过于帝王之
家。清代康乾盛世，每逢祝寿贺喜，必
使王公大臣进献如意，乾隆曾有诗云：

“处处座之旁，率常陈如意”，而慈禧六
十六岁大寿时，竟有官员一次献上九
盒共八十一柄如意，称之为“九九如
意”，其精巧程度为历代所难以企及。

古人爱如意，也常常将其写进诗
词当中。

唐朝著名诗僧皎然曾经以如意入
诗赠师长：“缥竹湘南美，吾师尚毁
形。仍留负霜节，不变在林青。每入
杨枝手，因谈贝叶经。谁期沃州讲，持
此别东亭。”竹子虽然已经不复原貌，
但是将竹子做成的如意持在手中，则
会想起师徒坐而论道的日子，如意虽
小，大道至深。

宋末谢翱也有名诗《铁如意》，“仙客
五六人，月下斗婆娑。散影若云雾，遗音
杳江河。其一起楚舞，一起作楚歌。双
执铁如意，击碎珊瑚柯。一人夺执之，睨
者一人过。更舞又一人，相向屡傞傞。
一人独抚掌，身挂青薜萝。夜长天籁绝，
宛转愁奈何。”此诗据传是谢翱为文天祥
招魂所做，原本寄托美好情感的铁如意
转瞬变成了金戈铁马的信物。

而乾隆皇帝所做的《咏白玉如意》

则寄寓了一代明君在新年对国家的关
心：“和阗供岁供，制器玉工闲。虽曰
来之易，能忘获以艰。新年符吉兆，代
语得心闲。永愿洗兵马，休言致白
环。”看来，贵为天子的乾隆也并非不
知这白玉如意的来之不易。

如今，虽然人们并不经常使用如
意，但是，如意何尝离开过我们的生
活，逢年过节，只要互相道一声“万事
如意”，如意就在我们的心里。

如意的前身是痒痒挠

古代人的如意情结

诗词中的如意

金星玻璃灵芝式如意。

剔彩云蝠仙人图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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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灯图》 （南宋）李嵩

掐丝珐琅天保九如九九如意。

紫檀雕云龙纹柄嵌仿古白玉三镶如意。

白玉嵌彩石鹌鹑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