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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塑贴红蟠螭纹蒜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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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人物留白，
到底留了什么？
■ 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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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冬梅

千年金鱼辞 文鳞散霞绮
《红楼梦》在刻画人物时，借助直接心灵描

写，把人物交往处世时的隐秘动机揭示较多，但
更多的言行描写停留在外显层面，据此要让读者
一窥人物的心理动力，或者从言行中发现其思想
性格，就带有一定的推断乃至想象成分，因此也
难有确凿定论。更不用说作者在描写时有意留
下的大量空白或悬念，以进一步引发读者想象，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小说颇具魅力的特征之一。

例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见过老祖宗
后，两人间有一段对话：

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
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

“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
的瞎子就罢了。”

老祖宗和黛玉彼此问出了相似的问题，但得
到的回复反差很大。黛玉回答时用“只刚”来修
饰“念了《四书》”，已经低调，想不到老祖宗代贾
府姑娘们的回答才真叫低调，“不过是认得两个
字”，显得黛玉本来已是低调的口气倒有点不知
自己几斤几两了。于是，后来宝玉回府，对黛玉
问同样的问题时，黛玉话风大变，请看这一段：

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
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
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一般认为，黛玉把“读《四书》”的回答改变
成“些须认得几个字”，其实是呼应了此前老祖
宗的低调回答，也是她刚进贾府，对不可多说
一句话、多走一步路的自我告诫的具体落实。
作者直接写出她如此言行的动机，是“生恐被
人耻笑了她去”。

但毕竟，黛玉的这种心理动机，作者并没有
给出直接的心理描写。于是，便有学者提出了
另外的解释，比如，北大的漆永祥就认为，林黛
玉是根据不同对象而对回答作出调整。在他看
来，如果让黛玉把回答老祖宗的话和回答宝玉
的话互换一下，两位听者都会讨厌。所以，这其
实是黛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
歌，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有“听众意识”。

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更有道理？
尽管本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种“低调说”（毕

竟黛玉回答宝玉的话，跟老祖宗的话太像了），
但感觉两种不同解释，在说明黛玉随机应变这
一点上其实也没有本质区别。

《红楼梦》中人物创作的不少诗词，大部分
是跟人物自身的气质修养、生活趣味联系在一
起的。第三十七回探春发起成立诗社，诗社众
人借咏白海棠来决胜负。其中，宝钗起笔的

“珍重芳姿昼掩门”，以及颈联中的“淡极始知
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那种自我封闭、更
希望把情感平抑在不留痕迹的状态等，是在咏
花的端庄内敛气质中，也把自身对淑女形象的
期许透露了出来。相比之下，黛玉的诗作以

“半卷湘帘半掩门”起笔，又写出颈联的“月窟
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似乎直接对峙
了薛宝钗的矜持与含蓄，而那种无须过于掩饰
情感的潇洒和自然态度也跃然纸上。

关于对林黛玉和薛宝钗各自创作的海棠
诗理解，红学界似乎并无分歧；倒是对如何看
待周边人对两人的诗作评价，具体到如何理解
李纨和探春的论断，还是有不同看法。而这种
不同，还牵涉到整理者的标点问题。

在小说中，林黛玉的咏海棠诗是最后写就
的，当她把构思好的诗作写到纸上时，几乎赢
得大家的一致好评。但接下来，小说写评判者
李纨发表意见时，却把薛宝钗评为第一，跟众
人意见明显不合：

众人看了，都道是这首为上。李纨道：“若论
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
探春道：“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

关于这段描写，北师大的李小龙在比较各
家不同整理本时发现，俞平伯先生的整理本与
多种通行的整理本不同，在探春所说的“这评
的有理”后面加的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对此，
李小龙颇为赞赏，并对这里加句号而不是逗
号，给出了一个比较别致的解释。

在他看来，把探春说的话用句号断开，使
得两句话分属于两个层次。前一句是认同李
纨的判断，把薛宝钗的诗作评为第一，当这层
意思通过句号归结后，探春又在她的第二句话
中说出了另一层意思，就是在余下的写诗群体
中，黛玉是最好的，所以应该为第二。换句话
说，她所谓的黛玉“当居第二”，主要不是在跟
宝钗比，因为冠军争夺结束后，就该评亚军
了。而黛玉当亚军，无可置疑。由此看出，探
春说这话既肯定了宝钗，又在很大程度上照顾
了黛玉的脸面，是符合探春之“敏”的特点。这
样的解释固然别致，但也是建立在推测乃至想
象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其对探春这一人物的建
构性想象——想象探春会在那样的周全思考
后又加以曲折表达，已不是探春的做派，而是
更像宝钗了。 （《解放日报》，有删节。）

白釉塑贴红蟠螭纹蒜头瓶，明嘉靖，景
德镇窑制品，高30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
10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瓶口呈蒜头形，细长颈，溜肩，鼓腹，高
圈足外撇。瓶通体施白釉，釉质洁白细润。
口部刻细线蒜瓣纹，腹部有粘接痕一周。瓶
颈至肩部塑贴一条红色螭龙，曲体上仰，口
衔仙草，由肩部向颈部盘绕，卷尾与首相接，

四肢平伏于瓶肩部。
明嘉靖时盛行在瓶、罐等器物上塑贴涩

胎螭、狮、麒麟、鱼等饰物。此瓶装饰简洁大
气，以白托红，设色清奇。制作时，瓶体与螭龙
分别成型，然后将螭龙生坯粘贴于瓶坯上，满
施白釉，再于螭龙上施铜红釉，高温烧成后，白
釉上红螭凸起，效果神奇，颇富艺术感染力。
此器无款识，其肥厚的白釉近于永乐白釉，但

其造型与塑贴螭龙的装饰工艺都具嘉靖瓷器
的特点，无疑应定为明嘉靖朝的作品。

文献记载，明嘉靖时曾因烧鲜红瓷器
“拘获高匠，重悬赏格”，但“烧造未成”，不得
不以矾红代之，因此传世嘉靖瓷器中难得见
到鲜红釉器皿。此瓶体上的红釉却非矾红
而是鲜红（铜红），且色润而鲜艳，实为难得，
为明嘉靖朝的精绝之作。 （杨道 辑）

毕加索从小接受父亲绘画方面的训练，童年时期，
他的画作就显现出了惊人的天赋。13岁时，毕加索作
品里的稚气逐渐消失，他也正式开始了画家生涯。

有一年，因为不善理财，毕加索的日子过得非常拮
据。寒冷的冬日，他所在的公寓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一日，朋友来家中做客，被冻得瑟瑟发抖。毕加索随手
拿起墙角的一摞画，扔进壁炉，然后点燃用来取暖。朋
友一边阻止，一边大惊失色地说：“你怎么可以烧掉这些
画？它们将来都会变成财富的呀！”

毕加索并不理会朋友的阻止，依旧往壁炉里扔画。
他笑着问朋友：“现在感觉暖和一点了吗？”“可是，这样
做不仅是一种浪费，更是对作品的亵渎呀！”朋友大叫
道。毕加索摇摇头说：“不，不是这样的。”

毕加索告诉朋友，这些画作将来能变成多少财
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缓解了他们的寒冷。那
些财富只是想象中的，而温暖却是此刻实实在在感
受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毕加索早期
的画作，毕加索觉得它们都不够成熟，尽管日后可
能会升值，会换来巨大的财富，但他会觉得那是一
种耻辱。

毕加索烧掉画作非但不是对作品的亵渎，反而是对
艺术的敬畏和对自己名声的维护。正是有了这种意识，
毕加索不断鞭策自己创作出更多更出色的作品，在他
91岁辞世时，留下了7万多幅画作，每一幅都是世界艺
术的瑰宝。

1946年9月的一天，朱自清外出办事途经
重庆，在候机回北平的间隙，他打算到沙坪坝
访友和讲学。朱自清并没有给那里的任何人
打招呼，而是自己摸索着，先是坐了几个小时
的长途车，接着又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几经周
折，才终于到达南开中学。

当朱自清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南开中学的
校门口时，喻传鉴副校长大吃一惊，他赶紧走
上前去，紧握着朱自清的双手，心疼地责怪着，
嗔怪他不应该一个人大老远跑过来，至少要提
前打个招呼，学校好派人开车去接。朱自清却
温和地表示，自己刚好路过这里，也有些空闲
时间，就特意过来看望大家。因为大家教学都
非常繁忙，所以就没有打招呼，怕打扰到大
家。末了，朱自清还开玩笑地说，年近半百了，
适当地运动一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天早上，朱自清在南开中学语文教师杨
响志的陪同下，先参观了学校的语文教学情
况，接着在下午时分，朱自清又顾不得休息，由
他在西南联大的高足、时任该校教务主任刘兆
吉的陪同下，去松林坡附近的大学学生公社，
作了题为《现代散文》的演讲。两个多小时的
演讲结束后，听众依依不舍地送他到靠近汉渝
路的中大校门，再由刘兆吉陪同步行，到小龙
坎候车回城。

那天，朱自清在早上10点左右到达南开
中学，到下午4点左右离开，他既不受午餐招
待，也不取任何报酬，清茶一杯，步行来去，让
学校的师生都非常感动。当时，在火车站候车
长达2个小时，终于来了一辆破旧的汽车，候
车的人蜂拥而上。刘兆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
自己瘦弱的恩师推上了汽车。几年后，刘兆吉
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朱先生身躯比较矮
小，一进车门，就被摇晃的人头淹没了。我在
车外驻足仰望，想再看先生一眼，但车子已经
开了，那辆破车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而去。从
进校至离开，先生一直奔波忙碌，毫无怨言。”

朱自清身为知名的大作家，出外讲学时这
种为人亲和谦恭、不摆架子的作风，着实令人
敬佩。

在我们身边，但凡那些具有优秀品格的
人，他们大多是那种待人和善、懂得付出、容易
让人产生亲切感又同时想接近之人。他们做
人时懂得退让，懂得忍耐，懂得善良；做事时懂
得包容，懂得理解，懂得顾全大局。他们那种
亲切随和的品性以及谦逊有礼的处世姿态，也
恰恰昭示着一种做人的最高境界。

所以，让我们做一个蔼然可亲、心存善念之
人，同时保持一种随和，拥有一份和善，多出一
份亲切，这样的人，也才是最受他人欢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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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字中，金鱼的“鱼”与
“余”同音，因此，金鱼就有金余的
口彩。人们为了寓意年年有余，
吉庆有余，经常将有金鱼形象的
饰物带入家中。在颐和园的长廊
彩绘中，在各地民居的砖雕石刻
或者窗格壁画里，金鱼的形象无
处不在。过年时，在窗户上贴上
金鱼剪纸的窗花，墙上挂上杨柳
青的金鱼年画，桌上养一缸锦鳞
闪闪的金鱼——元宝红，大门上
再贴上一幅大红对联，写着：“岁
岁进元宝，年年有金余”。金鱼又
与金玉谐音，金在古语中常代指
女儿，玉一般代指儿子，所以金鱼
满塘就是金玉满堂，象征子孙满
堂，人丁兴旺。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而中国金鱼以及由它衍生出的金
鱼文化，无疑是这条宽博深邃的
大河之中一朵精致美丽的浪花。

《山海经》“雎水出焉，东南流
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这
是有关金鱼的最早的模糊的记
载。据此可知，自然本身存在着
稀有的美丽颜色的鱼，人们喜欢
这些美丽的生灵，经过人工精心
选育，才繁殖出了我们现在看到
的斑斓多姿的金鱼。南北朝时
期，祖冲之在他的《述异记》中记
载：“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
鳞鱼，即此也。”可见在东晋时期，

“赤鳞鱼”还是一种奇异的存在，
一旦遭遇，值得大书特书。

稍晚的任昉在其所编撰的
《述异记》中，则记载了金鱼神的
故事：“关中有金鱼神，云周平二
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金鱼跃
出而雨降。”这是已知史料中最早
出现的“金鱼”一词。那个时候，
金鱼，还是传说中能行云布雨的
神奇存在，足以说明金鱼之罕见。

在中国，金鱼自古就是一
种象征着吉祥、喜庆和多彩生
活的生灵。几千年来，从帝王
将相到市井百姓，从文人墨客
到能工巧匠，都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金鱼的喜爱。绘画、
瓷器、玉雕、漆雕、刺绣、花灯、
风筝等传统艺术中，金鱼的形
象无处不在，在历史积淀中形
成了源远流长的金鱼文化。

齐梁时代，是佛教大兴的时代。《金
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流水长者子
救起濒死之鱼，与之水食，为其解说大
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仞利天。”所
以，鱼就成为佛教徒喜欢放生的物种
了。而金鱼，以其罕有且吉祥的颜色，
自然就成了放生的最佳选择。大约此
时，金鱼的人工驯养就开始了。经唐至
宋，金鱼虽然依旧是稀罕之物，但是已
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在北宋早期，梅尧
臣有《金鱼池》诗：“谁得陶朱术，修治一
水宽，皇恩浃鱼鳖，不复取垂竿。”年岁
略小的王安石也有《金鱼池》诗存世：

“纷纷水中游，岂是昔时鱼。吹波浮还
波，竟食糠秕余。”北宋后期，曾为秀州
令的陆蒙老在他的《嘉禾八咏》中就有
一首《金鱼池》的诗：“池上春风动白蘋，
池边清浅见金鳞。新波已纵游鱼乐，调
笑江头结网人。”随后，郡守周邦作《和
嘉禾八咏》，其中也有《金鱼池》的诗：

“休问汀洲采白蘋，观鱼且钓谢池春。
月壕咫尺无多地，一簇烟波属野人。”这
里的嘉禾是今日的嘉兴，可见，嘉兴是
较早饲养金鱼之地。

其实，与梅尧臣和王安石同时而稍
晚的苏轼，也有诗写到金鱼，只是他诗
中的鱼，名字多了一个字，不是“金鱼”，
而是“金鲫鱼”：“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
拊槛散斋余。”这首诗的题目是《去杭十
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由此至
少我们可以得知两个信息：杭州，和嘉
兴一样，是早期饲养金鱼之地；金鱼就
是由鲫鱼驯化而来——这一点，也为当
代的科学技术所证实：金鱼与各种鲫鱼
交配均能顺利孵化后代。

到了南宋时期，金鱼的养殖已经颇

具规模。岳飞的孙子岳珂在他的《桯
史》中有一则有关金鱼的小文：

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为金色，
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
之檐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
言。或云以阛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
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
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黑
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鱼，文采尤可
观。逆曦之归蜀，汲湖水浮载，凡三巨
艘以从，诡状瑰丽，不止二种。惟杭人
能饵蓄之，亦挟以自随。余考苏子美诗
曰：“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东坡诗
亦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则承平时盖
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文章不但详细记载了当时金鱼的
品类之多，还提供了苏舜钦（字子美）和
苏轼的诗作为佐证。

南宋晚期，程公许悼念朋友姚高士，
有诗说“金鲫鱼犹涵藻间，玉蕤香未破梅
花。人生转眼皆泡幻，勘破须饶老作
家。”用金鱼活跃在水草间，梅花尚未开
放，来感叹人生的虚幻，友人的离世。金
鱼微物，更衬出人生的脆弱和短暂。

明清时期，饲养金鱼已经成为风气，
作为都城的北京也已经有了成规模的养
鱼池，成为金鱼的出产地和集散地。《燕
都游览志》记载“鱼藻池在崇文门外，俗
呼曰金鱼池，以供市易。”此外，《帝京景
物略》《顺天府志》都有相关记载。清代
学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还详细记
载了金鱼的饲养之法，从辨别雌雄到喂
鱼、以及鱼如何度夏越冬乃至生病如何调
理等，都有一套细致完整的办法，可见其
时饲养金鱼经验之丰富。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套经验，来自一位名叫宝奎的武官。

金鱼是如此惹人喜爱，自然免不了
入诗入画。蒲松龄还将之写入小说之
中。写一个人送朱鲫给一位贵公子，家
中没有得力的仆人，只好派一个老佣人
前往。那个老佣人为了办好这个差事，
到了公子的府门前，特意倒干净了水，
要了一个好看的盘子来，把朱鲫一条条
地摆好，才送进府里去。送到公子眼前
的时候，鱼已经死了。这个故事，不管
蒲松龄用意何在，都是利用了金鱼是观
赏鱼而不是食用鱼的知识来制造戏剧
冲突。

小说难免嘲讽，而入诗入词，就别
有情致。清人樊增祥有组词《恋绣衾》，
其五上阙：“瑶华池上金鲫鱼，唼圆荷，
盘露泄珠。俯清漪、金钗欲溜，睡起来，
云鬓乱无。”借金鱼在池水中游动的活
泼姿态，引出女子的美丽姣好。这词虽
然不是很有名，却让我很感动：既吻合

闺门秀女的身份，也遥遥呼应了《诗经》
中那些鸟兽草木诱发的春情。时代虽
变，礼教虽变，人心未变。

其实，相比于诗词，金鱼的色泽与
姿态，更适宜入画，是画家的心爱之
物。比如清代有《紫藤金鱼图》，现代则
有得到徐悲鸿赞誉的画金鱼的名家汪
亚尘。

诗也好，画也好，金鱼作为生活的细
节频繁进入文人的视野，根源在于喜欢
金鱼的人群广大。养金鱼，可以富养，开
凿池塘，养花养草点缀其间，雇请专人饲
养是一种养法；弄几个大鱼缸放在院子
里来养，也是一种养法；再不济，狭小的
房间里，一只小小的金鱼缸养上三两只，
绚烂的色泽，瑰丽的姿态，也能为陋室生

辉。真是消弭了阶
级壁垒、适合各种
人群饲养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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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金鱼图》是清代画家虚谷创作的一幅纸本设色画。

颐和园长廊上的金鱼彩绘。

《山海经》内页。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