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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迎客松

立于安徽黄山风景区玉屏峰一侧，
树高 10.2米，树围 2.16米，两只“巨臂”斜
出9.6米，树龄在 1000年左右，为特级保
护古树名木。

承德九龙松

位于河北承德市，树高8.1米，树围约3米。它有九条
粗大弯曲的枝干，势如飞龙，被誉为“天下第一奇松”。

泰山五大夫松

《史记》记载，秦始皇登临泰山，中途遇雨，避于一棵松
树下，树因护驾有功，获封“五大夫”（爵位）。后世讹传获封
的是五棵松树。后来，这棵古松被雷雨所毁。清代官员奉
敕重修泰山时补植五棵松树，现存两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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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篆隶行楷，到水墨国画，软笔书写工具
毛笔和书写材料墨的交融，晕染出中国书法
艺术和绘画艺术的万千姿态和无穷奥妙。“往
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翰墨场中老伏波，菩
提坊里病维摩”，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观念
里，他们无论在朝为官还是闲居乡野，只要还
在写诗作画，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翰墨场”
中人。

一抹或深或浅的墨色，勾勒出中华文明
的源远流长，而松树是制墨的重要原材料。
古人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出不完全燃烧松树
以松烟制墨的方法，这一过程简称松烟制墨。

相关考古成果显示，早在秦汉时期，中国
古人已会制作松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
地一座秦代墓葬出土了一块圆径约2.1厘米、
残高约1.2厘米的圆柱形松烟墨块，为我国目
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墨实物。魏晋南北朝时
期，松烟制墨技术进一步成熟，北魏贾思勰所
撰《齐民要术》介绍了“合法墨”的制作过程，
不仅列出了制墨所需材料，还提及气候等对
制墨的影响，说明当时人们对制墨已经有比
较深刻的认识。当时的易州（今河北易县）因
盛产松树，成为制墨重镇，奚氏是易州制墨行
业的佼佼者。

到了唐末，因为战乱，中国北方人口大规
模南迁，奚氏举家迁往歙州（今安徽歙县，亦
盛产松树），歙州故而取代易州成为新的制墨
中心，徽墨名气渐盛。

制墨在宋代迎来巅峰期，一些文人墨客
以使用名墨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品位，赏墨、藏
墨成为一部分人的兴趣爱好。大才子苏轼对
用墨颇为讲究，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墨
粉”。他曾给儿子苏过写信说：“吾平生无嗜
好，独好佳笔墨。”公元1097年，年逾花甲的
苏轼被贬至海南儋州，当地不但没什么书可
读，就连笔墨也很匮乏。文人手中没有笔墨，
就像武士身上没带弓箭，内心是难以安定
的。正当他犯愁时，发现附近有松树，遂产生
了自己动手制墨的想法。“海南多松，己卯腊
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发，几焚屋，遂罢。作墨，
得佳墨大小五百丸。”据苏轼本集《杂记》等记
载，1099年腊月二十三日，苏轼和儿子苏过
在柴房里制墨，不料火星四射，引燃了整个柴
房，幸好邻居们及时赶到灭火，才保住了父子
二人赖以栖身的几间草庐。令苏轼惊喜不已
的是“得佳墨大小五百丸”，这些墨够他用好
一阵子了。

故事到了这还没结束。苏东坡在海南制
墨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内地制墨行家潘衡
的关注。潘衡不远千里来到海南岛，与东坡
一起研究制墨良法，经过不断完善工艺，使墨
的品质进一步提升。潘衡回到内地后，打出

“东坡墨”的招牌售墨，引得文人墨客竞相购
买。不得不说，潘老板很会利用名人效应，算
是个商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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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黄金周，
有游客爬五指山主峰，
在登山栈道上看到生长
于悬崖边上的五指山迎
客松，不禁发出感叹：
“原来海南也有这么漂
亮的松树！”

松树通常指的是松
科松属的树种，它们并
非海南岛的典型树种，
但海南也分布着几个颇
具特色的松树品种，如
华南五针松、海南五针
松、南亚松、雅加松。

松树被古人誉为
“百木之长”，其树姿盘
虬卧龙、枝干舒展有力、
树冠亭亭如盖，历四季
而常青，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是坚毅、高洁、正
气、长寿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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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叶健升 王赛

海南松树姿色佳

松树在海南是张稀罕“面孔”，但放
眼全国，它比较常见。据《中国植物志》
记载，全世界有松科松属植物80余种，其
中原产于我国的有22种、10变种。

在海南本地松树品种中，雅加松仅分
布于海南霸王岭的主山脉雅加大岭，其显
著特征是树皮呈红褐色，球果呈卵状圆柱
形；南亚松的树皮呈灰褐色，球果一般呈
长圆锥形；华南五针松、海南五针松有一
个共同特点：松针五根成一束，这也是其
名称的由来，两者相较而言，海南五针松
针叶细而长，华南五针松针叶粗而短。

说到松，海南热带雨林里以“松”为
名的植物并不少，但其中的一些并非松
科植物，可谓“名”不副实。

“海南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陆均
松，以及鸡毛松，都不属于松科，而是罗
汉松科植物，严格来说它们不能叫作松
树。”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黄
川腾介绍。

有的叫松不是松，还有的不叫松却
是松。霸王岭一带生长着一种身材魁梧
的海南特有树种——海南油杉。这种树
为松科油杉属植物，球果具有松科种鳞
与苞鳞仅基部合生的特点，树叶长得像
杉类叶片，树高可达30多米，在山林中鹤
立鸡群。

松树的用途十分广泛，松木可以用
于建房、造船，制作农具、家具及生活用
品，松枝、松针是以前农村居民常用的燃
料，松香和松节油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海南渔民常用坡垒、荔枝等硬木造
船，而实际上我国南方亦有“水泡千年
松，风吹万年杉”的说法。2007年12月，
南宋沉船“南海Ⅰ号”在广东阳江海域被
打捞出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该船虽
然已在水下浸泡800多年，但除了甲板
已腐烂外，其他部分均较为完好。经鉴
定，这艘船的建造材料主要为松木。

当然，松树还是一种重要的景观资
源，安徽黄山、山东泰山、江西庐山、辽宁
千山的松树景观都很有名，尤其是安徽黄
山，松、云、石号称“三绝”，其中以松为首。

值得一提的是，迎客松并非一种松
树的名称，黄山的迎客松主要指黄山松
（台湾松），五指山的迎客松其实是华南
五针松等。一棵棵青翠的松树立于崖壁

之上，伸出枝条，像一位热情的主
人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是

一种心灵感应，也是自然
与人的对话。

岁寒方知松品格

中国人很早就了解松树的特性，并
对其有所偏爱。《礼记》载：“尊者丘高而
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天子坟高三刃，
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
以栾。”天子的坟前种松树，诸侯的坟前
种柏树，国卿大夫的坟前种栾树。这实
际上是规定了不同身份人员的陵墓规
格，树的地位等级亦清晰可见。

《论语·子罕篇》载：子曰：“岁寒，然
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冷了，才知道
松柏不凋零的可贵。如果说天子选定
松树作为墓地守护者，让松树有了至尊
地位，孔子的这句名言则让松树的精神
彻底融入了中国文人的血液。

此后2000多年时光里，松树因其挺
直高洁、不畏艰难的品格，成为一个重要
的文化符号。

中国古诗中关于松树的名篇佳作比
比皆是，陶渊明、李白、王维、李商隐等大
诗人都写过松。东汉诗人刘桢所作《赠
从弟·其二》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
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
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
有本性。”这首诗描绘了松树在冬日里抵
抗寒风、冰霜的场景，勾勒出松树不惧严
寒、端庄稳重的形象。王维的《山居秋
暝》为其晚年隐居时所作，其中的名句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折射出诗人
对山林生活的热爱。“自小刺头深草里，
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直
待凌云始道高。”杜荀鹤的《小松》一诗描
写了松苗在旷野中一步步成长的经历，
提醒人们勿轻视微末之物，读之令人很
受启发。

在中国传统文人画中，松、竹、梅被
称为“岁寒三友”。其中，松树在古画尤其
是山水画中出现频率极高，可以说是画界
常青树。唐代画家张璪善画山水松石，他
画松树的技艺堪称一绝。据《唐朝名画
录》记载，张璪可手握两支笔作画，一支笔
画松树的生枝，一支笔画松树的枯枝，他
纵横挥洒，笔下的生枝枝繁叶茂、遒劲有
力，枯枝弯曲瘦损、尽显老态，见者莫不惊
叹。这也是成语“双管齐下”的出处。

被美术界称为宋画三大精品的《溪山
行旅图》（范宽作）、《早春图》（郭熙作）、
《万壑松风图》（李唐作）中，就有两幅画了
松树。郭熙是宋代画松的代表性画家，他
画的松树伸枝布爪、姿态雄奇，出自郭家
的蟹爪松样流传甚广。

松石之间，明月清风。古人画松，大
都有寄情山水之意，囿于现实，隐逸之志
无法实现，只能将想法在纸上呈现一二。
正因如此，我们常可在古代松画中看到抚
琴者、读书人或高士的身影，比如赵孟頫
的《松荫会琴图》、王蒙的《春山读书图》、
唐寅的《松荫高士图》等。

此外，松树四季常青，寿命可达千
年，有着健康长寿、青春不老的美好寓
意。在国画中，松常与鹤、虎、鹿等同时
出现，传递吉祥美好的祝福。

天地充盈英雄气

松树傲然挺立于山石之上，迎霜
斗雪、秉节持重，颇有君子之风、大丈
夫气度。从古至今，不少文人墨客、英
雄豪杰以松树喻君子、喻知己。

唐代诗人韩愈和孟郊是至交，韩
愈曾在《醉留东野》（注：东野为孟郊
字）一诗中，用“自惭青蒿倚长松”来形
容自己和孟郊的关系，说孟郊是高大
伟岸的松树，自己只是倚靠在松树上
的一株蒿草。

宋代文坛大家苏轼一生爱松，据
《东坡杂记》记载，他“少年颇知种松，
手植数万株”。当结发妻子王弗病逝
后，他在妻子的坟茔四周种了许多松
苗。经寒历暑，这些松苗长成了常青
树，岁岁年年守在爱妻身旁。辗转十
年后，苏东坡饱含深情写下《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诗。“料得
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在外漂
泊一生的他，无处话凄凉，只能借明
月、短松寄托自己对妻子的无尽思念。

一棵松树可见证深情厚谊，也可
见证家国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陈毅一生战功卓著、才华横溢，被誉
为“元帅诗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
写下《梅岭三章》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的佳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身
居高位，却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敢
于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是他在诗作中发出的告
诫。1960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陈
毅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咏松诗《青
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
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首诗赞颂了
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韧不拔、宁折
不弯的斗争精神，也展现了诗人刚直、
豪迈的精神气质。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是
当地有名的“红军村”。该村一侧的后
龙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林子，其中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17棵顶天立地、直指苍
穹的青松。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苏
维埃政府发出“扩红支前”的号召，华
屋村的17位青年踊跃参军，加入红军
队伍。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片熟悉的
土地，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他们决定每人在后龙山上种一棵松
树，给家里人留个念想。

队伍集结出发后，松树一天天长
大，热血儿郎却再未归来。这17位加
入红军的青年全部壮烈牺牲在长征途
中。后来，为了让战死他乡的亲人魂
归故里，乡亲们在这17棵青松旁建了
一座纪念亭，并在碑上镌刻他们的名
字、部队番号和牺牲时间。每逢重要
的日子，乡亲们都要到这些松树前祭
奠英烈。人就是树，树就是人。英烈
们的伟大人格和家国情怀，让这17棵
青松有了英雄气！

南亚松。卢刚 摄

雅加松。陈庆 摄

海南五针松。卢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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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木雕松竹梅图笔筒。

剔红松竹梅岁寒三友纹圆盒。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造墨图》（国画）刘运良 绘

故宫博物院藏青花松竹梅纹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