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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木雕云龙纹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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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木雕云龙纹屏风，现藏上海博物馆。
屏风，中国传统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所谓“屏其

风也”。屏风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
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
等作用。它与古典家具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成为中
式家居装饰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宁静之
美。屏风是放在室内用来挡风或隔断视线的用具，有的单扇，
有的多扇相连，可以折叠。

屏风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就以天子专用器具出现，作为名位
和权力的象征。经过不断的演变，屏风作为防风、隔断、遮隐的
用途，并且起到点缀环境和美化空间的功效，所以经久不衰流
传至今，并衍生出多种表现形式。当今屏风主要分围屏、座屏、
挂屏、桌屏等形式，其中大型座屏能展示出那种高贵的气势，是
客厅、大厅、会议室、办公室的首选。它可以根据需要自由摆放
移动，与室内环境相互辉映。以往屏风主要起分隔空间的作
用，而更强调屏风装饰性的一面，既需要营造出“隔而不离”的
效果，又强调其本身的艺术效果。它融实用性、欣赏性于一体，
既有实用价值，又赋予屏风以新的美学内涵，绝对是极具中国
传统特色的手工艺精品。 （杨道 辑）

要说海南旅游，苏轼如果称第二，则
无人敢称第一，在离开海南的时刻，苏东
坡百感交集，写下了《别海南黎民表》，诗
中自称“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
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在海南几年，返乡
倒像是远游了，如此心态，除苏轼之外，
试问千古还有几人？

苏东坡谪居海南的日子，其实就
是一场历经三年的深度游，他也曾在
夜深人静时，趁着家人安眠之际，悄
悄地溜出家门来到北门江畔，独取江
水烹茶，江涛风声中“枯肠未易禁三
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更声响，声
声入耳，每一下敲得都是羁旅人的
心。但很快，海南的一切都令他觉得
新奇，他看到“无限春风来海上”“卷
起杨花似雪花”，海峡两岸，风景倒
有同样的神韵。于是，苏东坡打起渡

海而来不甚振作的精神，竹杖芒鞋，
开始游历起海南的山山水水。

作家余秋雨对苏东坡的《儋耳山》
一诗评价甚高，这首诗其实就是苏东坡
在儋州登山游历时所作，诗云：“突兀隘
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
补天馀。”其实，儋耳山就是今天儋州木
棠镇的松林岭，去过的人就会知道，这
只不过是一座百十米高的小山，而苏东
坡却认为这座小山“他山总不如”，自有
一番补天余石的神韵。这自然与其当
时心境不无关系，苏东坡觉得这座小山
和自己有颇多相似之处，虽地处海外，
但仍堪为补天之材。

苏东坡在海南的出游往往不是一
个人，而是带着自己的好旅伴陶渊明，
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陶不离苏、苏不离
陶，虽然苏陶二人相隔几百年岁月，但

面对名山大川，心境倒是一般相同，隔
空唱和，别有一番滋味。苏轼在海南
写了许多“和陶诗”，也就是与陶渊明
互相唱和的诗，这些诗许多都作于旅
行途中。苏东坡泛舟北门江，看到“春
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不由得要问
一问陶渊明“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
不”，问完此句，苏陶相视，会心而不
语。

苏东坡在海南看似游山游水，其
实是在“游心”，一些平凡的山水与诗
人心中的大沟壑碰撞，其所反刍而出
的则是源源不断的诗意。现如今，来
海南旅游的人们在很多地方都能看
到与苏东坡相关的景点和掌故，这也
正是为什么要称他为海南第一旅行
家的原因，苏东坡不仅仅是游山玩
水，更是在为这些山山水水命名。

在古代，同样，科举考试的录
取率极低，而在唐朝，要想考上，你
不仅要拼考试的实力，还要拼“名
气”。

《唐才子传》记载：大诗人王维
刚出道时没什么名气，为了考中，
他先是投奔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
范处，这就是杜甫说的“岐王宅里
寻常见”的那位“岐王”。王维希望
能得到岐王的帮助。岐王让王维
准备了几首得意诗作和一首琵琶
新曲，然后带他去见玉真公主，“子
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
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当时玉
真公主好才，朋友圈都是社会名
流、饱学之士，凡是经她延誉称赞
过的人，必定能名声大振，科举考
中。宴会进行了一半，一群演唱的
伶人拥簇着王维开始独奏，玉真公
主瞬间被琴声吸引了，问这是什么
曲，王维回答说，这是我自己作的
《郁轮袍》，说完便把曲谱和自己写
的诗都呈了上去，公主读罢，大为
惊叹，你太有才了，这些都是我平
常读的诗，我还以为是古人写的
呢，原来你就是作者啊，“皆我习
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没
想到玉真公主居然是王维诗歌的
粉丝，玉真公主将王维请于上座，
继续说道，他要是能考第一，就是
我们京城的荣幸，“京兆得此生为
解头，荣哉！”玉真公主此话一出，朋
友圈都看到了，大家都知道有个才
子叫王维了，在开元十九年，王维
果然状元及第。

《全唐诗话》中记载了这样一
个故事：白居易十六岁时从江南到
长安考试，他带了自己平日写的诗
文去谒见当时的大名士顾况。顾
况看了看作者的名字，白居易，没

听说过，就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
大不易”，京城的物价太高了，想在
这里居住可不容易啊，但当翻开诗
卷，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两句时，不禁连声赞赏说：“有才如
此，居亦何难！”有这样的才华，在京
城买个房又有什么难的呢？经过
老前辈的推荐，白居易名声大振，
一考也就考上了。

《唐诗纪事》记载：朱庆馀有首
诗叫《近试上张水部》，也是参加

“高考”前写的，是给当时时任水部
郎中兼著名诗人张籍的，诗曰：“洞
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
无”，这首诗看似像是描述新婚的
诗，实则不然，快要考试了，朱庆馀
怕自己的作品不符合考官的要求，
因此以新媳妇自比，以新郎比张
籍，把主考比作公婆，朱庆馀问张
籍的意见，我这个新媳妇描画的眉
毛，颜色深浅是否合宜呢？公婆看
不看得上我啊，我的作品行不行
啊，我能不能考上啊？这是玻璃心
的朱庆馀将自己能否考中的心情
与新妇紧张不安的心绪作了一个
对比。某论坛版主张籍读罢此诗，
大为赞赏，将其置顶，四处推荐，

“时人以籍重名，皆缮录讽咏”，当
时的文人名士因而广为传抄吟诵，

“由是朱之诗名流于海内矣”，朱庆
馀名声大噪，不久也就中了进士。

为什么名气大了就能考中
呢？因为唐朝科举实行的是“行
卷”制度，科举中的礼部试卷是不
糊名，不密封的，因而主考官除了
看试卷答得怎么样外，还要看考生
的名字是谁，有没有名气，有没有
人推荐。考官可以根据考生名气
的大小择优录取。所以考生们为

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多将
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
轴，在考试前送呈一些大V，求推
荐，求转载，此后形成风尚，即称为

“行卷”。
不拘一格的李白年轻的时候

也曾“行卷”过，《与韩荆州书》就是
李白初见荆州长史韩朝宗时写的
一封自荐书，李白不欲经科考这种
常规考试进入仕途，希望走艺术生
的路线，故广事干谒，投赠诗文，以
表现才能，培养声名，然而他虽四
处送诗送文，却一直无人理睬。直
到天宝初年，《唐才子传》记载：李
白从蜀中来到京城长安，此时他依
旧名声不大，他把自己所作的诗歌
献给当时的官员兼知名诗人贺知
章看，贺知章读到《蜀道难》一诗
时，感叹道：“子谪仙人也！”贺知
章在转发李白的诗的时候并加上
了自己的评论，你啊，简直是被贬
谪到人间的仙人啊！这条评论获
得了十万加的阅读量，一万点赞，
于是贺知章将李白直接推荐给了
唐玄宗，玄宗在金銮殿召见了李
白，与他谈论时局国政，李白“奏颂
一篇”，献上颂文一篇，皇上很高
兴，赐给他饭食，“亲为调羹”，并亲
手为他调汤，降旨命李白为翰林供
奉。说到底，名气还是来自才华，
才气足够大，直接上头条，连考试
都省了，直接人才引进，甚至还能
享受大老板亲手喂饭的待遇。

名气大的才能考上，主要就是
因为唐朝的“行卷”制度，但这种制
度虽然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同时，也
带来一些弊端，如一些亲贵往往推
荐“自己人”，排斥异己。到了宋代，
糊名和誊录制度实行，科举变得相
对公平，也就再无“行卷”的现象了。

唐代诗人的科考故事
■ 赵九九

屈大均画像

丘濬画像

白玉蟾画像

如今，“生活在别处”变得越来越容易，交通的便捷使“坐地日行八百里”成为现实，旅游成为很多人生活中
的必须。

实际上，不仅现代人喜欢旅游，古代人也喜欢旅游，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曾经想把惠子的“五石之瓠”作
成“大樽”来“浮乎江湖”，荀子也曾经在《劝学篇》中提到“登高之博见”。而到了汉唐，国运强盛，气象振作，旅
游也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日常。无论是“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还是“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
一人”都证明着旅游在人们生活中的普遍性。

琼崖二州地处海外，风土人情自然与其他地方有很大不同，在古代，虽然常为文人流放伤心之地，但在伤
心之外，一番游历自然是少不了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甚至冒着疾风巨浪的危险，专程来到海南，一探宝岛
究竟。于是，古往今来，琼州大地产生了许多旅游大咖，他们的行迹为海南增添了许多文化底蕴。

古往今来，不仅仅是琼崖乡党和谪
臣贬官有幸欣赏海南山水，还有不少人
被海南吸引，专程前往海南，为着不同的
目的，在山海之间行走。

明末清初的广东士人屈大均曾经
游遍了海南的山山水水，他甚至曾经
亲自在万宁乘舟入海，并记录下了鲜
为人知的壮丽景象：“万州城东外洋，
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设，
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
海。”“万州一港，四围有天然石堤，常

伏水中不见。港颇宽广，海艟争避风
其中，稍不虔，则港口忽生一沙横塞
之，须祭禳乃灭。神于其间。”作为海
洋大省，海南近年来大力发展海洋旅
游，而屈大均的这些记载则可以看作
是海南海洋旅游的早期记录，其历史
价值和文化意义都极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的汤显祖
对海南向往已久，并曾经亲自乘船过
海，游历海南。早在汤显祖在南京礼部
任职时，就曾经听人讲述过海南风景，

并凭着印象写下了《定安五胜诗》，称其
山水“奥丽鸿清”。在被贬谪徐闻期间，
汤显祖得知海南就在对面，欣然规往，
一路沿着西线，从澄迈游到了三亚，并
在天涯海角找到了一处和自己故乡临
川同名的渔港，有诗为证：“见说临川
港，江珧海月佳。故乡无此物，名县古
珠崖。”后来，汤显祖在写作《邯郸记》
时，还在其中专门设置了在海南的情
境，看来，汤显祖对海南之旅仍是意犹
未尽。

很多人都认为海南只不过是蓝天、
白云、海滩、椰子树，其实，海南一地风
景千差万别，即使是那些自幼生于斯长
于斯的人也未必能在有生之年饱览琼
岛风光。

在古代，由于海南中部交通不便，
很多海南本土诗人都喜欢在闲暇之时游
历海南中部的群山，很多人都以能为大
山写一首诗为荣。明代的文渊阁大学
士、被称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丘濬
就曾经为五指山提过一首著名的诗：“五

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
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馀玉
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
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丘濬的故乡
海口琼山虽然有“山”之名，而无“山”之
实，境内抱珥、珠崖、苍峄诸岭皆不甚高，
当丘濬第一次见到五指山，竟无限惊叹
于故乡风物之雄奇，林木的遮天蔽日、山
岳的挺拔俊秀，都与琼山风物大相径
庭。而那种指点中原的气势也深深影响
了丘濬，也成为其灿烂人生的佐证。

与丘濬同为琼山乡党的白玉蟾则
选择了出世，作为道家的重要人物，白
玉蟾在游历群山时显得波澜不惊，而且
颇有几分超脱。白玉蟾曾经游历儋州
数载，在山中隐居修炼，面对群山，他曾
经作诗曰：“松竹成林云气深，洞门风冷
绿苔阴。落花飞尽春山在，幽鸟声中动
客心”，道家的通脱与未尽的尘心交织
在一起，于清冷中多了一丝人情味。若
不是这番游历，恐怕白玉蟾也难以成为
后世敬仰的大宗师。

海南第一旅行家苏轼

丘濬白玉蟾诗咏家乡风物

专程渡海而来的岛外奇人

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是一部用传统词学
批评文体的词话表现新思想的著作。其思想观点与
清代中后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常州词派有明显不同乃
至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间词话》具有“反主流”

“反传统”的意识。《人间词话》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词学著作，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
现在对现代词学思想及词学流派的生成和发展上。
民国时期具有现代精神的词学家也被称为“新派”。
从现代派词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王国维是启蒙者，胡
适是奠基者，胡云翼、郑振铎等人是开拓者。现代派
词学烙有《人间词话》深刻的影响印记。

《人间词话》诞生的清末，正值传统词学的常州
派词学思想笼罩词坛。常州词派最具有旗帜性范
畴就是张惠言《词选序》中提倡的“意内言外”。张
惠言阐释“意内”为“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言
外”指创作的表现要有“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特点，
要求“恻隐盱愉”，不能“放而为之”。常州派词学家
陈廷焯把“言外”的特点阐述得更加明确：“必若隐
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白
雨斋词话》卷一）可见，提倡含蓄蕴藉，反对直露浅
白，是常州词派的家法，也是传统词学的一贯要求。

《人间词话》崇尚的审美理想境界却与传统词学
完全相反。王国维论词标举“境界”，而境界的核心
则是“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
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的“真”有两个层面：内在情
感之真和外部表现之真。他欣赏的是那些能够迅
速、直接打动读者的作品。在外部表现之“真”方面，
王国维与传统词学是对立的。《人间词话》称外部表
现之真为“不隔”，“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与之
相反的则是是“隔”，所谓“隔”就是表达不真切、不直
观。王国维特别反感“隔”，他批评姜夔词“虽格韵高
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又批评史达祖、吴文
英词“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王
国维批评的“隔”，与传统词学所提倡的意内言外，含
蓄蕴藉十分相似。正是在审美效果的要求上，《人间
词话》与传统词学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现代派词学家深受王国维《人间词话》审美观
的影响。胡适所持的审美标准与王国维高度相
似。胡适说：“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
历之事务，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
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功夫。”
（《文学改良刍议》）强调的审美标准是“不失真”，要
有真切显豁的表达。郑振铎论词也十分重视“真”，
他说：“我们很不容易在中国的诗词里，找到真情流
露的文字……其真为诚实的诗人，真有迫欲吐出的
情绪而写之于纸上者，千百人中，不过三四人而
已。”（《李清照》）在他看来，作品中有“真情”并不
难，难就难在能够将“吐出的情绪而写之于纸上”。
郑振铎强调作品要以可以读懂为首要条件，唯有如
此才能理解作品的内在真情。读者能够受到感动
就是好作品，反之则黜斥之。

王国维与现代派词学家在审美标准的原则方
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强调审美的直观性、明晰
性；颠覆了从南宋以来直至常州词派乃至近代一直
占据词学思想核心位置的含蓄蕴藉、要眇委婉的传
统理念，并由此构筑了全新的词史观。

唐宋词史观是词学的重要问题，对词体审美的
认识决定了对词史典范风格流派的认识和取舍。
在清代词学史上经历了贯穿始终的南北宋之争。
王国维《人间词话》在晚清普遍称颂南宋词的潮流
中，特立独行地竖起五代北宋的旗帜，以反潮流的
姿态出现在近代词坛。王国维认为五代北宋时期
是词史的高峰，南宋之后衰敝不振。王国维称五代
北宋是“极盛时代”，“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
具”。王国维评吴文英、张炎这两位在当时备受推
崇的南宋词人云：“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
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王国维对南宋词
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矛头直指近代备受推崇的典范
南宋词人，尤其是浙西派所推崇的张炎和常州派以
及晚清四大家最为推重的吴文英。

胡适对待南北宋词的观点与王国维基本一
致。在推崇五代北宋黜斥南宋的词史观上，王国维
与现代派胡适、郑振铎的观点完全一致，并与晚清
崇尚南宋的主潮相对立。

清代被称为词学“中兴”时期。近代词学家充分肯
定了“清词中兴”的伟业，如陈廷焯说：“（词）盛于两宋，
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云韶集》）旧派
词学家叶恭绰说：“（词）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
（《清名家词序》）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第二十三章中
专论“清词之复盛”。他们均认为清词可与作为“一代
之文学”的宋词相媲美，清词实现了“中兴”。

最早与这种主流声音唱反调的是《人间词话》。
王国维云：“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
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
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
薄者，意竭于模拟也。”还说“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
自此始。”（《人间词序》）王国维所说的“六百年来”是
指自南宋灭亡之后至清朝中后期的历史阶段。

在涉及清词价值、“清词中兴”这样重大词学论
题上，现代派与传统派的认识完全对立。在现代派
的清词价值判断方面，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清
晰可见。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人间词话》
与现代派词学
■ 孙克强

汤显祖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