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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摆“地摊”
■ 姚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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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如何为书家翻案
■ 丁朝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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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号“永禅师”，相传
曾作真、草《千字文》，是王氏家法的正宗传人。但
唐代书评家对他的书法评价普遍不高。初唐李嗣
真在《书后品》中称：“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
将其列入中品之中等；张怀瓘《书断》评价：“智永章
草、草书入妙，隶入能”，离最高等级“神品”还有段
距离，并综合评价他“气调下于欧（阳询）、虞（世
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

一改前人对智永书法评价较低的局面，是苏轼
在书法史上做的著名翻案之一。

在唐代的书法品评体系中，最为看重的是法
度。书家在法度的框架下，不能只有传承而没有创
新。智永在历史传说中虽然留下了诸如“铁门槛”

“退笔冢”等刻苦工书的事迹，但在唐代书法史上，
却只剩得一副拘泥和守成的面貌，想要为他翻案其
实很难。

何况苏轼本来就不是一个守成的人。他显然
也不能表扬智永守旧。和唐人不一样的是，他发现
了智永的闪光点：“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
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
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人家王氏的祖宗已经是全
天下书家的祖宗了，至于“出新意求变态”，非不能
也，是不为也。这是苏轼为智永翻案的第一步，以
不必要“出新意”改变了智永不会“出新意”的形象。

但是，即使技艺精熟且能“出新意求变态”的艺
术家，苏轼就一定会推崇吗？

也未必。
他曾经称赞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

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
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吴道
子代表了唐代绘画特别是人物画的最高成就，有新
意有法度，天才挥洒，可谓天下独步。但另一处，他
又批评吴道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
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
于维也敛祍无间言。”苏轼另立王维为标杆，称王维
才是让他不自觉想送上膝盖的那个，而吴道子只是
一个“画工”。不过这时的表述很含混且文学化，一
褒一贬颇有些任性。

在另一则对智永的评价中，他正式提出了这个
标准：“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
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
已，乃识其趣。”（《书唐氏六家书后》）“能”不是终
点，只是基础；“能”也不是最难的，难的是“不逞
能”，是“疏淡”。这是苏轼对智永翻案的第二步，将
智永的书法视为“淡”的典范，并用陶渊明（彭泽）的
诗作为比照，一下拔高了智永的江湖地位。

陶渊明是苏轼极为喜爱的诗人，而且越到老越
喜欢。黄庭坚称苏轼“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渊明诗在苏轼生活中像吃饭一样重要；最后一次被
贬海南，苏轼不仅随身携带渊明诗集，而且最终完
成了124首“和陶诗”，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吾于
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

在众多诗人中他只倾慕陶渊明。渊明于他，不
仅是诗艺的楷模，更是他人生的导师兼知己：“然吾
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是爱诗及诗人，还是爱诗人及诗？在苏轼心中，陶
渊明不是一般的隐士。他不是敬渊明不慕名利，也
不是敬渊明为官清廉，因为那些都是从外部的评
价。苏轼是把陶渊明想象成他自己，所以他慕渊明
任性洒脱的人生态度：“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
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
则鸡黍以迎客”，这是在宦海浮沉、有太多身不由己
的文人士大夫最为渴慕的境界。和这样的人生态
度相应，陶渊明的创作态度是“散缓不收”的，他的
诗歌中没有激烈的情感起伏，他不着急抒情、表态，
也不着急让读者懂得、赞叹，甚至不着急把诗写得
像那些优美的诗，以至于被钟嵘差评。他的诗看不
出任何来自外在的写作压力。苏轼说，这就是精能
之至，这就是“淡”。

而苏轼在为智永开脱后，总结了一句“然其意
已逸于绳墨之外矣”。这是说不应该在旧的法度体
系中评价智永的书法，他的美妙之处已经在你们所
能认识到的法度之外了！并最后总结道“云下欧
（阳询）、虞（世南），殆非至论”，彻底扭转了张怀瓘
的结论。这是苏轼为智永翻案的第三步。

至此，苏轼完成了对智永书评的翻案。从书法
史来看，苏轼通过对智永书艺的肯定，批评了中唐
以来书法过于强调技法翻新的恶劣趋势。的确，如
果比较智永的楷书与中唐之后颜柳的楷书，就会发
现后者在点、钩、转折、挑剔方面装饰意味浓厚，笔
画两端的顿挫明显，回锋刻意，远不如智永的用笔
干净利落。苏轼的翻案影响了后世对于智永的评
价。

同时，苏轼由对智永书评所树立“反造疏淡”的
特点，创造了书评及艺评的新标准，它是“精能之
至”的，但又在“法度之外”，它既是技艺的精湛绝
伦，又要由不俗的人品来保证。

对智永书艺的重评，只是苏轼日常翻案的一
则。以他在文艺领域中的翻案之多，苏轼今天可能
会被称为“杠精”，而且，他周围还有一大群“杠精”
朋友们，如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等，都是翻案高
手。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荷亭销夏》是宋代一位无名人士的画作。
炎炎夏日，在依山傍水的亭榭内，袒腹闲躺、临水乘凉，是何其舒畅、快活的乐事！绿荫浓密的山

岩旁，在一座精心构筑、伸往水心的江亭里，不但可瞧见这么一位快活神仙，而江亭外绿波微荡，青荷
飘香，长堤上垂柳摇曳，远山洲渚幽润苍茫，任谁看了也不禁暑意消散、舒畅不已！

对于重视养闲修行的文人来说，夏日的暑气带来了混浊黏腻，必需加以涤除，身心才能回归清明
与澄净。因此各式“销夏”的情景，如临水乘凉等，也就特别受到重视。这幅《荷亭销夏》里，画家一方
面精心地描写盛夏时节水光山色间的园林生活景致，一方面又以袒腹高卧的主人翁具体点出画中寄
寓的逍遥闲适之意，情、景兼融俱妙，是这幅画最令人称道的地方。

《荷亭销夏》采全景式的构图，由近处的坡石、亭廊，到远处的青峰、洲渚等，层次井然、变化丰
富。此外，画中无论是苍松或翠柳，水阁或江亭，都描绘得相当细谨；而近景的坡石、山岩与树木，也
都呈现李唐一派挺健的风格特征，由此可知这大致是一幅南宋中期李唐后继者的杰作。 （杨道 辑）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当时担
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的闻一多随校
迁往昆明，开始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
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任职。有趣的是，当
时生活条件太过艰苦，闻一多为了生计，还
曾摆过一段时间的“地摊”。

由于迁往昆明的人实在太多，又是抗
战特殊时期，生活物资严重不足，导致当地
物价不断攀升，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闻
一多虽为大学教授也没能幸免，当时学校
已经好几个月都领不到一分钱的薪水，好
多老师的日子都过得非常窘迫。眼看已经
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那些平日里在课堂
上出口成章吟诗作赋的教授们也只能放下

面子，想尽一切办法来挣钱养家。
当时，最常见的挣钱方式便是卖书，

因为每个教授家中都藏有许多图书，有的
书很有收藏价值，这也是最体面的一种赚
钱方式。闻一多家中虽然也藏书不少，但
他并没和大家一样卖书，而是独辟蹊径，
闯出了一条专属自己的赚钱办法，这个办
法就是帮人篆刻图章。闻一多从小便喜
欢篆刻，长大后出国留学，也经常会忙中
偷闲，帮班上的同学刻一些图章。他的这
个手艺当时在芝加哥美术学院非常有名，
许多同学都私下请闻一多帮忙篆刻，闻一
多一般来者不拒，并且从不收费，材料还
是自己掏钱购买，他也因此成为同学们眼

里的“红人”。
由于经济困难，闻一多再次“重操旧

业”。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闻一多
开始收取一定的费用。值得一提的是，当
时清华中文系浦江清教授还专门为闻一
多的生意开业拟了一则短启：“秦玺汉印，
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
源远……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
学名家，辨文字于豪芒，几人知己……”寥
寥数字，便将闻一多所做的“生意”及他的
学识表露出来，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宣传
作用。

既然刻章收费，那当然不能少了价目
表，闻一多当时给出的价格也算得上“童叟

无欺”：“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这个
价位说真心话的确不高，刻一天顶多能顶
上一天的饭钱；如果一天不开张，闻一多便
要饿肚子。当时，为了能多招徕一些生意，
闻一多还专门将之前自己篆刻的一些图章
拿出来，当样品摆在桌子上展示。

刻印章看似轻松，但由于闻一多当时
眼睛已高度近视，所以做起这项工作来非
常吃力，再加上他精益求精，所以有时辛辛
苦苦工作两日，用闻一多的话说，“也只换
来一顿饭的银子”，令人心疼不已。不过，
闻一多貌似并不在乎这些，依旧每天欢天
喜地摆“地摊”，也许在他心里，挣的不是
钱，而是一份好心情吧。

百尺楼船 伏波而来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
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
船将军，率军南下，并于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冬平定南越国。灭南越后，伏波将军
路博德顺势率船队渡海征海南，设儋耳、珠
崖两郡。

汉代，是中国造船史上第一个发展高
峰，当时的船只有客船、货船和战船。客与
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
中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
之别。其中，楼船代表了汉代造船技术的最
高水平。《史记·平淮书》上有记楼船之高：

“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不难
想象，当这浩浩荡荡的百尺楼船开过来是怎
么样的场景！儋耳、珠崖两郡之设，即为海
南纳入中央版图之始，又是海南与内地开启
正式通海之初，从此海南的航海进入了新阶
段。据说，当路博德平定南越时，汉武帝正
好在出巡，闻讯，即将所在的左邑县（今山
西），裂地置县，称“闻喜”。

涨海推舟 千帆竞渡

汉代，南海称涨海，其称《琼州府志》释
曰：“南溟者天池也，地极燠，故曰炎海；水恒
溢，故曰涨海。”《广东新语》亦释：“炎海善
溢，故曰涨海”。以南海之特有潮汐现象而
名之。我们知道，我国的丝绸之路分两个方
向，一是自西安通过西域走向世界的陆上丝
绸之路，一是由东南沿海通过海南与南海通
往东南亚与世界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海
南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前沿，谢承《后汉
书》有说：“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

“涨海”之称一直延用到南北朝。到隋
唐，南海依旧沿称“涨海”，但同时也起用了

“南海”“朱崖海”之称。成书于唐代之《梁
书·海南诸国列传》：“干陁国在南海洲上”，
干陁国，今苏门答腊岛。唐人李善注左思
《吴都赋》：“朱崖海中有渚”。隋唐，随着海
上贸易的繁盛，朝廷在许多港口城市设市舶
司以专司海上贸易。据《新唐书·地理志》，
当时海上有条“广州通海夷道”，起自广州，
出珠江口后折向西南方，经海南岛东北角的
七洲洋驰往东南亚，由越南东南越过马来半
岛湄公河口，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
岛、爪哇，尔后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
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
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最终换
乘小船，沿着幼发拉底河一路航行至巴格
达。全长1.4万公里。这是首条有名称、有
历史记载、贯穿中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1974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在西
沙群岛甘泉岛上挖出数件唐宋瓷片，随后海
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做了调查与发掘，除了
发现大量的唐宋瓷器外，还发现一座砖墙小
庙与十三座珊瑚石垒，被考证为唐宋居住遗
址。甘泉岛唐宋遗址的发现，既印证了“广
州通海夷道”的存在及其线路，也说明了海
南渔民对南海的开发，同时更证明了南海航
海先辈对南海航路的开拓。

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

宋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南海航
路上的岛礁渐为人知。南宋佚名地方志《琼
管志》第一次做了概述：“吉阳……东有千里
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
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吉阳”，宋代

吉阳军（今三亚崖城）。“长沙”，指暗礁；“石
塘”，为岛屿。“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形容南
海之上，一路暗礁没于水下，岛屿与礁盘更
是星罗棋布。这句话，在长时间内一直为后
人沿用。

宋代，南海岛屿与礁盘侧畔，莫不有沉
楫折橹。目前南海水下发现的宋代沉船遗
迹与出水文物众多，水下考古发掘上来的沉
船主要有阳江南海一号与西沙华光礁一
号。其中，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出水瓷器
一万多件，并有少量的铁器，船残长22米、残
宽八米，载重约60吨。瓷器中，器型有碗、
盏、执壶、罐、盒等，主要来自福建与江西的
窑口。据研究，其应是销往东南亚的。日本
学者三上次男，曾根据中国古代海上外销瓷
器之盛，将其称为“陶瓷之路”。

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等资料，为研究宋
代商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有元一代虽短，但却非常重视海外贸
易。元代在海南设有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
专司对外贸易，海南对外贸易进入新的发展
期，正巧与海南纺织的高度发展同步，于是，
海南的纺织被及时地推向了海外。

汪大渊是元代的一个游历家，曾两度出
游东南亚等地，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岛夷
志略》，在这本游记里，他将所到之地的物
产、民风、民俗等尽数记录下来。其中，还特
别列有各地的“贸易之货”。据不完全统计，
此条目下，与海南有货物贸易的地方有十余
处，其中多次提到“海南布”“海南占城布”

“海南巫崙布”及“巫崙八节那涧布”。以往
我们在讲述古代海南纺织的发达及黄道婆
传播海南纺织技术时，总说不出其所以然
来，今从元代海南纺织在东南亚流行之盛，
即可看出其时海南纺织品之精、之美。

一图一簿 飘洋过海

入明，朱元璋非常重视海南的发展，特
设海南卫，并派得力干将任指挥。使海南的
社会取得长足的发展，被誉为“南溟奇甸”。
而明代，随着国力发展，尤是造船技术的发
达，大明王朝特意遣郑和下西洋宣国威。

郑和先后七下西洋，每次均经琼州府出
南海而去。其六下西洋后，为做好七下西
洋，特别绘制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
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将历次下西洋之航线
航程整理绘制成全图。此图珍贵之处，是上

有标109条针路航线，具体如：“从苏门答剌
开船，用干戍针，十二更，船平龙涎屿”；“官
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船收木骨都
束”。所记针路，无论是内容，还是体例、都
与海南渔民所用的《更路簿》如出一辙。先
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
番图》的太仓至吴淞江条：“太仓港口开船，
用丹乙针，一更，平吴淞江”；再看《更路簿》
其中的一条：“双帆（西沙高尖石）去干豆（西
沙北礁），用乾巽，十二更”。“丹乙”与“乾
巽”，皆为罗盘刻盘上的方向，“一更”与“十
二更”均为里程。“更”，历来是国人计时与计
里单位，一更通常为六十里，只不过海南渔
民《更路簿》的一更，一般为十或二十里。一
图一簿，描绘了中国航海家开辟的世界航
线，书写了南海船家开拓南海岛礁的航迹！

清代，虽曾经一度实行海禁与洋禁，外
贸却依然未停。康熙年间，清政府废除了市
舶司制度，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海
口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便作为对外通商口
岸向英、俄、法、美以及欧洲各国开放。为
此，清廷便于光绪年间设立琼州海关，简称
琼海关。为粤海关底下的七个总口之一。
琼海关的设立，海内外商船更出入海南与南
海。当时的海关分为正税之口、稽查之口及
挂号之口，以正税之口权力为大。其中整个
广东正税之口有31个，琼州府却有10口，占
了三分之一。这“琼州十口”，分别为海口总
口、铺前口、清澜口、沙荖口、乐会口、万州口、
儋州口、北黎口、陵水口、崖州口。海南正口
之多，说明了其海上贸易之重。据清《宣统乐
会县志·洋务略》记载：乐会口的博鳌，“进口
之货，由南洋、香港、澳门等处进者水油……
出口之货，有槟榔、椰子、红藤、黄藤、蜂糖、枋
板、生猪等物为大宗……”。当年的博鳌，就
是实实在在的海南一贸易大口岸。

正当琼东海岸各关口一片繁忙之际，位
于琼西的渔港渔村也没平静。海上贸易的繁
荣，促进了海南造船业的发展。其中，临高是
海南的造船之乡。临高传统的造船工艺为广
船制造传统手工技艺，始自宋代，已有八百多
年历史。临高造船工艺，一切依广船古法制
造为主，造船程序约为选木、立龙骨、搭骨架、
装船板、建驾驶楼、打灰、安装机器、下水测
试。而最关键之处，其造船时，从不用图纸，
而是全凭传承人脑中所记。所造之船有拖网
船、放网船、灯光船、运输船等多种，载重从六
十到一百二十吨不等，畅销全岛。

南溟泛舸千年渡
——历史上过往于海南的船只

■ 陈江

海南岛孤悬于
南中国之海，北端与
雷州半岛隔着琼州
海峡，琼西北隔着北
部湾与两广、越南等
相望，琼西南则面向
浩瀚的南海，遥远处
千里长沙、万里石
塘，岛国棋布。历史
上，海南与这些国家
与地区互为彼岸，交
往、通商从未间断，
或为终点口岸，巨舸
辐凑，或是中转补
供，千舟竞过，船下
浪花演绎着一段又
一段的航海故事。

海南更路簿。 华光礁一号沉船第一层船板。隋代五牙舰复原模型。 本栏图片均由陈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