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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美学：

千年一叹 造极一朝

趣学语言的赵元任
■ 姚秦川

清乾隆掐丝珐琅天鸡尊是中国清代的作
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掐丝珐琅天鸡尊是铜胎，仿铜器
天鸡尊形制，凤首，喇叭口，背和尾部的 T 形
棱脊镀金，馀均蓝地满布各色羽毛、缠枝花、
凤鸟及拐子龙等纹饰，以内卷的尾羽和镂制
成拐子龙形状的双足为座，器物沉重，釉色鲜
明艳丽，是上好的陈设器。属十八世纪中后
期的文物。

天鸡作立身翘首状，背负螭耳尊，双翅扬
起贴于尊身，足蹬镂空双轮，长尾下垂内卷，尾
羽内侧立一铜镀金小天鸡。螭耳尊椭圆体，撇

口，螭耳镀金。天鸡胸前贴饰片状彩云，中间
嵌长方形铜镀金片，其上阴刻“乾隆年制”单行
楷书款。整器以红铜作胎体，掐丝花纹内填入
珐琅彩釉，露铜处镀金。天鸡身上随形作出羽
毛状饰纹，尊表面饰缠枝莲纹。

天鸡作为一种传说中的神鸟由来已久，具
有吉祥之意，但其具体形象的塑造则在清代乾
隆朝才开始成熟。乾隆时期造办处曾以不同
的工艺制造天鸡形象，令人耳目一新。此掐丝
珐琅天鸡尊器形优美，形象生动，色彩富丽，镀
金辉煌，透露着一种神异之感，体现了乾隆时
期珐琅制作工艺的精湛水平。 （杨道 辑）

一骑绝尘的绘画艺术

在宋代所有艺术领域中，绘画
无疑是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以
＂山水画＂范式创造了一个比历
代更为亲和、宽泛的“天人合一”艺
术世界，还开启了“文人画”写意精
神，直觉式的“禅画”逸格，为中国

哲学里“空”“虚”“无”的美学观念
落地与自由延展拓开了一个更为
宽广的空间，从而引领中国人的审
美追求进入更为静观、深沉的世
界。

这是历史上一个把文化与美发
挥到极致的时代，上自皇帝、官僚士
大夫，下至知识精英、地主乡绅、商
贾市民组成了一个庞大也更有文化
教养的阶层，加上宋徽宗不遗余力

地给力，佑文政策下宫廷画院、画学
风生水起，人才济济，山水、人物、花
鸟、佛道各种样式并驾齐驱、蔚为壮
观。尤其是脱胎于自然山川的“山
水画”不仅成为帝王“江山”与“天
下”的意象符号，也是许多通过科考
进入仕途的士大夫们进取与退隐的
精神归宿地。至此，山水画终结了
历代以人物画为霸主的地位，跃居
为中国绘画艺术的魁首。

赵元任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
父”，他在语言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
诣，通晓中、英、法、德等多种语言，
并能运用现代语言理论和科学技术
研究语言文字。令人惊讶的是，赵
元任之所以如此喜欢研究语言，竟
然全是因为它们“学起来有趣好
玩”。

13岁那年，赵元任的父母相继
去世，他被送往苏州的姨母家里。

虽然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赵元任却学会了说常州话、常熟
话和苏州话。1907年，赵元任进入
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在那里，他
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英语和德语，这
些在常人眼里艰涩难懂的外国语
言，在赵元任眼里却非常有趣，他一
头脑钻进去便不能自拔。因为这些
语言学起来好玩而有趣，年轻的赵
元任便在心里暗自发誓，以后尽可

能多地学习他国语言。
18岁那年，赵元任考取了清华

学校第二届庚款留美官费生，并以
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美国康奈尔
大学学习。来到更广阔的天地后，
赵元任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新的知
识。此时，他的语言天赋显露无遗，
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的是，赵元任可
以同时学习好几种语言。几乎每一
天，赵元任都会泡在图书馆里，早上

桌子上摆放的可能是一堆英语书
籍，到了下午，桌上的书很有可能变
成了德语书籍。当时，谁也不清楚
他一天到底能看多少本外文书。

正是因为他这种能吃苦的学习
劲头，短短几年下来，赵元任便能熟
练地在十多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中随
意切换。赵元任曾谦虚地说：“在应
用文方面，英文、法文、德文都没有
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希腊文、俄

罗斯文等也都不成问题。”有些人不
解地问他，为何如此热衷语言的学
习，赵元任微笑着回答：“其实也没
有什么大的原因，纯粹是学起来有
趣好玩。”

赵元任一句看似波澜不惊的
话，其实背后藏着颇多的深意：除了
对语言文字无尽的热爱外，更多的，
则是那种在学习上不怕吃苦甘于寂
寞的钉子精神。

■ 王家儒

近日，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在全国巡
演，其舞绘——宋代王
希孟名画《千里江山
图》的惊艳出场引发国
人对宋代艺术和美学
的新一轮关注。

翻开厚重而又辉
煌的中国艺术史，仅有
319 年历史的宋朝以
“千年一叹”的音符谱
写出它最丰厚、优美、
恢宏的篇章。它连接
了汉唐雄风、魏晋风度
的余晖，却又创造性地
以“简约、含蓄、淡逸”
的美学观念开拓了中
国艺术的新版图，成就
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
辉煌的时代。与历代
相比，其不仅文学艺术
交相辉映、百花纷呈，
大师辈出，而且所辐射
的范围之广，参与者之
众，影响之深远也是空
前的，成为中国艺术史
上最为传奇、难以逾越
的高峰。

自然与艺术完美平衡

两宋山水画在唐、五代壮阔雄
强的基础上，以坚凝厚重的墨色、笔
力雄健的皴法取代了隋唐单线勾
勒、富丽堂皇的青绿山水模式，去表
达山水的精神风骨，以寄托人生的
理想与境界。像北宋范宽的《溪山
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为代表的
纪念碑式山水画整体地把握自然山
川浑厚而又和谐的秩序感，表现出
一种情感与观念多义性的“无我之
境”。前者气势雄浑壮美，境界高古
幽渺，后者气格浑厚深远，意韵激荡
清新。即使是像王希孟的《千里江
山图》虽然仍采用青绿山水的手法，
但其笔下的坦荡与豪情已不是隋唐

时期的浓丽华美，而是一种平和、辽
阔、悠远的绝唱。

如果说以范宽、郭熙、李成、关
仝为代表的北宋山水体现的是浑
厚端庄、壮美伟岸的美学风格，那
么以董源、巨然和马远、李唐、刘松
年、夏圭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山水
则是淡远雅致、简约含蓄的美学风
格。南宋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建立
一方面由于北宋灭亡，整个王朝的
政治、文化中心被迫南迁的历史背
景，另一方面江南云烟疏雨、空灵
毓秀的独特自然风貌也为艺术家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与灵感。
这一审美观念的变革逐渐发展为
无奇峭之笔、清丽淡雅的艺术风
格，并通过淡墨轻岚的山川小景去
轻吟与叩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像董源的《潇湘图》、巨然的《秋山

问道图》、马远的《踏歌图》以平淡
天真、缥缈轻逸的笔墨去抒胸写
意，而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溪山
清远》《水径春行》等小品则更为含
蓄谦卑，即使是一截枯木残柳、一
片残山剩水，也在局限与困顿中展
现出生命的光彩与自信，在残缺的
空白中绽放出孤寂之美。

北宋的雄浑、壮阔、崇高、豪迈，
南宋的闲散、宁静、优美、含蓄这两
者迥然不同美学风格的山水画各领
千秋，共同铸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艺术丰碑。美国著名艺术史专家
高居翰认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自
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艺术
家好像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
叹而敬畏的心情来回应自然，他们
视界之清新，了解之浑厚，是后世无
可比拟的。”

华夏民族文化
造极一朝

宋代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
的山水画，其人物、花鸟等领域
也同样星光璀璨。像《清明上河
图》不但是传统艺术经典，其关
于城市规划、建筑、风俗生活、人
物服饰、交通工具等方面的刻画
同样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
值。包括李公麟的白描人物、李
唐的《釆薇图》、李蒿的《货郎
图》、苏汉臣的《秋庭戏婴》、燕文
贵的《七夕夜市图》等作品都从
不同角度向我们勾勒出一幅幅
充满人文色彩的宋代生活风情
图。花鸟画更是在徽宗皇帝、崔
白、黄居宷、李安忠等翰林院画
师的直接推动下，将宁静平和、
细腻艳丽的“皇家富贵”与“体制
清瞻”这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花
鸟画发挥到极致。宋人花鸟画
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作品的精
微传神，而且将文学性及对生活
的热情与理想注入其中，对元明
清花鸟画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
的关键作用。

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
样，这场由绘画所点燃的艺术之
光让宋代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
个“文艺复兴时代”。它的最杰
出的贡献在于让文学艺术的政
治、宗教情怀转向“人文精神”的
开拓，将“天地有大美”的自然山
川转为可视、可居、可游的“山水
画”，让创作与欣赏“表现自然之
理和宇宙天道的山水画”成为人
们修身的审美活动及生活方
式。这种把“形而下”的物质形
态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层面
的觉醒使整个文化艺术呈现出
新的气象与格局。这些美不胜
收的绘画，表现人的心境与意绪
的宋词、雅俗共赏的说唱音乐曲
艺、强调意境与个性的尚意书
法、洁净高华的宋瓷、充满人性
悲悯情怀的佛教木雕、精巧优美
的白墙黑瓦建筑等各个领域都
以不同的方式、体量去建构这座
熠熠生辉的华夏美学大厦。这
就是宋代艺术最令人动容之
处。其所形成的强大文化基因
在中华文脉里奔流不息，诚如陈
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
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
一朝。”

开创“诗书画”
三者合一先河

经过两宋山水画家的开拓，中
国绘画艺术完成了由唐代“满城尽
带黄金甲”的繁华绚丽到水墨空灵
韵秀的华丽转身。在这种灿然的文
化背景下，强调“笔墨”的独立审美
价值、状物言志、不求形似的“水墨
写意文人画”在苏东坡、米芾、文同
等一大批士大夫文人的推波助澜下

应运而生。这批饱学全才的大文豪
用他们的新理论及实践去揭示事物
的内在精神性，以“有我之境”的写
意精神去开创“诗书画”三者合一、
文学与绘画相结合的先河。

两宋绘画除了影响朝野的院体
画、士大夫文人画外，还有另一支以
梁楷、牧谿为代表的非主流的＂禅
格＂艺术。他们特立独行的行为方
式，独辟蹊径的直觉式表现手法，明
心见性、笔简意赅的艺术语言超越
了同时代人的观念。像梁楷的《李
白行吟图》《泼墨仙人图》《秋柳双鸦

图》、牧谿的《六柿图》《潇湘八景》等
这些前卫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并没
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但这种强调直
觉，将最深邃的意义寓寄于最简单
形体的超拔艺术创造力，在中国绘
画史上的星空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光
芒，其精神能量深深地滋养着中国
艺术的血脉与品格。这种艺术精神
不仅在倪云林、徐渭、石涛、八大、弘
仁身上达到水墨写意画
的高峰，还对日本的绘
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梁楷《李白行吟图》

10月8日寒露交节，又后六日为重阳。《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曰：“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
结也。”寒露为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
节气，属于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此时，即便是
纬度较低的琼岛地区，经历了几场台风，也基
本褪去了暑热，慨然有入秋之感。古往今来的
圣哲达人，便在这流光荏苒中以寒露浸涤尘心
夙志，用诗章抒发高趣雅怀。

晚秋菊隐华
明代海南先贤丘濬的学生陈繗曾如是描

摹寒露时节的琼州山水：“琼台十县与三州，屹
立南溟抗百流。水接扶桑先得日，山逢寒露未
惊秋。云横婺母堆双髻，雾散陶公出一头。只
道瀛洲登未得，不知身已在瀛洲。”（陈繗《海南
风景》）

明唐胄编撰的正德《琼台志·土产》称海南
“菊品最多，叶相似而色不同”。海南的菊花若
按颜色和形态命名，比较出名的品种便有大
黄、小黄、兔儿、鹅毛、万卷书红、十样锦、销金、
金盏银台、墨菊等等。《琼台志》还顺带提及了
北宋文豪苏轼与海南菊的一段趣事。苏轼被
贬谪到儋州后曾颇有雅兴地种植菊花，并提前
两月广发请帖，邀约朋友们重阳赏菊饮酒。可
重阳将至，菊花却没有绽放的意思，以致东坡
先生的菊花宴只得推迟到农历十一月中旬才
补办。后来，苏轼不无感慨地总结道：“岭南地
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后开。考其理，菊性
介烈，不与百卉并盛衰……”（苏轼《记海南
菊》）于此，海南便有了“菊花开时即重阳，不须
以日月为断”的浪漫佳话。

丘濬赞叹迟开菊花的秾丽馥郁：“浅红淡
白间深黄，簇簇新妆阵阵香。无限枝头好颜
色，可怜开不为重阳。”（丘濬《十月见菊》）又
云：“菊花开是晚秋时，虽是开迟落亦迟。谩羡
东风花卉好，等闲开落又空枝。”（丘濬《叹菊》）
和春夏扎堆儿争相竞妍的群芳比较，晚开晚落
的海南菊颇有点大器晚成、后来居上的意思。

殷殷归鸿意
公元726年，唐代名臣张九龄因受牵连，由

中书舍人出任洪州都督，在洪州作《在郡怀秋》
二首。诗中流露出光阴易逝、功业无成的忧
惧，又因时不我用，萌生了思归之情。七百多
年后，丘濬在《唐文粹》中偶然读到张九龄那句

“宦成名不立，志在岁已迟”，有感于自然草木
之性与人情世故道理相通，因而次韵：“缅怀先
哲言，志在岁已驰。业业慎永图，深恐有所
疵。”（丘濬《秋怀》）丘濬以同样出身岭南的贤
相张九龄为榜样，一生朝乾夕惕、奋力国事，可
岁月如白驹过隙，走到人生的深秋，他最难以
消解的就是愈发浓重的乡愁。过了春夏，明镜
中更添秋霜白发，在江湖与庙堂之间，丘濬有
了“有山不归去，何劳忆山吟”的盼归之语。

民间俗谚云：“大雁不过九月九，小燕不过
三月三”，意思是大雁南飞的时间最迟不过重
阳节，小燕北归的时间最迟不过上巳节。寒露
三候中的“鸿雁来宾”即是指寒露时节最后一
批大雁南迁。“越客不识雁，闻之心辄悲。自怜
长作客，不似鸟知时。”（丘濬《闻雁》）丘濬久滞
京畿，看到大雁尚且可以根据时令迁徙，而自
己却负载着游宦他乡的羁旅客愁，真是人不如
雁，身不由己。

思乡的情绪贯穿了丘濬大半生，且每逢入
秋愈甚。1464年，步入仕途十年后丘濬写道：

“塞雁随阳如有约，岭猿叫月已无肠。褰裳花
下愁沾露，散步林间怕履霜。此日不妨多酌
我，壶中广大醉乡长。”（丘濬《秋兴七首》）雁飞
猿啼的秋景，本就令敏感的异乡客愁肠百结，
复有寒露沾衣，则更增晚秋的凄冷之感。而他
所能做的，就是暂时放下愁绪，在与友人的觥
筹交错中寻找一些深秋的温暖与慰藉。

故乡的亲友与风物总惹伤情，老来愈甚。
“访旧怜俱老，逢人厌说归。伤心秋又暮，未寄
北堂衣。”（丘濬《秋晚答友人》）入夜愈发寒凉，
虽有故友叙旧，却不敢再聊归意，只怕触及乡
情便泫然涕下。俗谚云：“吃了寒露饭，单衣汉
少见。”他惦记家中老母是否需要添衣，琼北虽
不比京师寒冷，却也已是深秋啊！

“客里悲秋亦自悲，可堪临老苦思归。厌
行西月闻鸡叫，愁看南风见雁飞。”（丘濬《己酉
秋思》）“己酉”即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此
时离丘濬去世还有六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
提及临着北方秋日的冷雨苍藓、寒风败荷，睹
物伤情，更是思乡。可虽皓发皤髯年近古稀，
且罹患眼疾几近失明，却终因股肱之臣重担难
卸，未能获准乞养归乡。

消除秋愁秋悲亦是寒露时节养生要务之
一。丘濬作《四时吟》咏秋：“天上片云无有，江
心孤月自明。水净何如心净，风清亦似人清。”
景语亦是情语，时逢重九，更深露重，无论何种
际遇，还是莫要夜阑听风、心忡不寐，不如赏
菊、登高、吃蟹、小酌。

寒露涤秋觅菊华
■ 张意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