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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笔下的
《虎与兔》
■ 缪士毅

在农历虎年和兔年转换之际，翻开
《徐悲鸿画集》，欣赏他的画作《虎与
兔》，别有一番情趣。

徐悲鸿，原名寿康，后改名为“悲
鸿”，江苏宜兴人，现代杰出画家、美术
教育家，素享“丹青巨擘”“教育巨子”之
誉，创作的题材、体裁都是十分宽泛，历
史的、当代的，人物、走兽、花鸟、山水，
中国画、油画、素描、色粉等等，且造诣
高深。他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
饮誉世界。

徐悲鸿为近现代动物画的高手，不
仅画马独树一帜，而且画虎、兔等也各
具特色，如《骑虎财神像》《虎图》《双兔》
等画作。而徐悲鸿将虎和兔绘在同一
画面上，实为罕见，堪称一绝。此幅《虎
与兔》创作于 1935 年，尺寸大小为
46cm×110cm。从画面上看，画中老
虎仰卧并舒展着身体，毫无凶猛形象，
却多了几分顽皮之气。画虎时，以淡彩
涂绘其身，身上线条多变，纹理错落有
致。而右侧的黑兔活灵活现，呼之欲
出，细细观赏黑兔，画家以留白技术使
兔子形体轮廓毕现，更为生动传神。纵
观此画，画面上那种深与浅、大与小、晕
染与勾写之间对比鲜明，恰如其分，使
虎与兔相得益彰，妙趣横生。同时，徐
悲鸿在画面中所注的题识，不仅点出了
画意，而且优化了画面布局，给人以美
的享受。

徐悲鸿将虎与兔画在一起，其背后
却有一段情缘。此作品是徐悲鸿应一
位朋友的要求而作的。友人夫妇的属
相分别为虎和兔，有一子属鸡，遂请徐
悲鸿画虎和兔，还请齐白石画鸡。对
此，徐悲鸿匠心独运，巧妙构思，创作了
这幅虎与兔在一起嬉戏的作品。于是，
经过徐悲鸿独出心裁的运笔，使画中老
虎毫无霸气，没有那种凶猛威武之状，
却多了嬉皮笑脸之态，以虎与兔和谐相
处，相互玩耍的场景，象征夫妇之间融
合、亲密的关系，真可谓“谁言虎兔不相
容？分明和谐一家亲”。

徐悲鸿作为现代动物画的高手，不
仅得益于他少时跟着父亲参加农业劳
动，熟悉乡村的各种动物，更得益于对
动物的深入仔细观察。他在所撰的《述
学》中自称：“鄙性以好写动物。”“旋游
欧洲，凡名都之动物园，靡不涉及流
连。既居德京，以其囿之布置完美，饲
狮虎时，且得入观。而且槛式作半圆
形，俾人环睹，其动物奔腾坐卧之状，尤
得伫视详览无遗。故手一册，日速写
之，积稿殆千百纸……”正因有了这样
的观察积累，才使他的动物画栩栩如
生，情趣盎然。此幅《虎与兔》画作就是
个中其一。

早在春秋时期，十二地支与十二种
动物的对应关系已初步确立。据学者
研究，十二地支与动物的这种对应关系
起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动物的崇拜，除
龙带有神秘性外，其他都是常见的，与
人类的生活有密切关系。正因如此，源
远流长的十二属相，即十二生肖为历代
人们所重视。至今，每到春节前后，人
们对迎来新的一年的属相寄予很大的
关注，寄予美好的寓意。一些画家更是
拿起手中的画笔，创作与生肖相关画
作，擅长画动物的徐悲鸿就是其中之
一。这些出自与生肖相关的画作，已成
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极具艺术欣赏价值。

有人说，2023年的癸卯年是千
年遇一回。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有
三个不寻常之处：双春年、黑兔年和
闰二月。下一次再出现如此年景则
是在3283年了，真的是千年等一回。

所谓双春年，是指一年中有两个
立春日。第一个立春日是在农历癸
卯年的正月十四日，第二个立春日则
是在腊月二十五。造成双春年的原
因，是历法“阴差阳错”所致。阳历是
按照太阳的运行轨迹计算的，而阴历
是按照月亮的盈亏变化规律制定
的。这样阴阳历就出现了偏差，于是
就产生了“双春年”的独特现象。民
间有“双春双喜”之说，就是说双春年
是吉利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在这一年
娶妻嫁女。谚语有云：“双春兼闰月，
结婚好时年”“一年打两春，黄土变成
金”，因为立春后阳气上升，象征着勃
勃生机，预示着丰收的年景。俗话还
说：“两春夹一冬，十个牛栏九个空。”
一年内两个立春节气，风调雨顺，田
地里的农活多，耕牛都去劳作了，牛
栏自然是空的。民谚又说：“一年两
个春，带毛的贵如金。”年初和年尾两
个立春，冬季会比较寒冷，古人御寒
多用皮衣，所以带毛的皮草特别贵。
当然有的地方也有谚语说：“两春夹
一冬，无被暖烘烘。”就是说双春年春
天时间要长，暖和的天气比较多，容
易出现暖冬。这些现象都是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年景而言，自然不能一
概而论。

2023年还是黑兔年。古代历法
以天干、地支相配而成，形成六十循环
的纪元法，故而称之为“干支历”。干
支历是由干支纪年、干支纪月、干支纪

日、干支纪时四部分组成，又称为“四
柱”。“癸”是天干之一，“卯”是地支之
一。五行中的“癸”属性为“水”，传统
文化中“水”代表黑色，“卯”即兔，所以
癸卯年又称为“黑兔年”。谚语说：“黑
兔来送财，黄牛起不来。”古人用水比
作财，黑兔年即水兔年，自然也是财
年。财年必是丰收年，农事繁忙，耕牛
自然累得起不来。因而谚语又云：“明
年迎水兔，春秋不见天。”水兔年会迎
来长时间的雨水天气，春秋两季降雨
比较多，阴雨连绵，所以很难见到干燥
的土地。

再说闰二月。为了协调回归年
与农历年的矛盾，防止农历年月与回
归年即四季脱节，每2年至3年置一
闰，以保证每年农历的正月到三月为
春季，往后的月份也与节令相一致。
谚语说：“双春闰二月，春寒逢秋旱。”
双春年加上闰二月的年份，当年可能
有“倒春寒”，出现春天比较寒冷、秋
天比较干旱的情况。民间还有“闰月
鞋，闰月穿，闰月老人活一千”的说
法。在一些地区民俗中，逢闰年闰
月，儿女要给父母买双鞋，以报哺育
之恩，祈求父母身体健康、福寿延
年。这也是中华民族孝敬老人的传
统文化的体现。现在有的商家抓住
这一商机，加工制作各式各样、花色
品种繁多的“闰月鞋”，供应市场。有
些地方，每逢闰年闰月，娘家人要把
出嫁的女儿请回家中相聚就餐，叫吃

“闰月饭”，也称“六亲饭”，有团圆平
安之意；饭后，还要送女儿雨伞、蕉
扇，意思是娘家永远是女儿的保护
伞，祝福女儿早生贵子，为夫家招财，
财丁两旺。

虎啸神州携岁去，兔跃中华
迎春来。2023年1月22日是我
国农历癸卯年正月初一，而生肖
的划分是从立春开始，所以
2023年2月4日立春之后出生
者才属兔。

这个癸卯年有哪些特点？
兔子又是如何跻身于十二生肖
之列？“兔”有哪些文化意象呢？

为何是千年等一回？甲

兔在十二生肖中，给人的印象是
温顺善良，惹人喜爱。兔子之所以能
入选十二生肖，且排名第四，民间有

“牛兔赛跑”的传说。而学者认为，这
与古人对兔子的文化认知有关，究其
原因有五。

其一，兔子是古代最重要的祭
品之一。古人重视祭祀，作为祭品
的牺牲并非随意摆设，而是有一定
的含义和说法。祭品通常以人们饲
养的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为
主。马在古代主要用于军事作战，
代表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非常珍
贵，一般不能轻易宰杀。而兔子数
量多，古人行飨射之礼也常射兔首，
所以并非六畜之一的兔子代替马被
列入祭品名单。

其二，兔子是星宿的名称。八大
行星之一的水星古代又叫辰星，别名
兔星。在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
上就有兔星的形象。兔星的出现，不
仅说明兔子在传统文化中的深厚内
涵，还是“月兔”产生的源头之一。

其三，兔子能进入十二生肖，也
与其分布的地域有关。我国的黄河

流域和大西北草原是兔子出没的主
要区域，而十二生肖文化则起源于黄
河流域。尽管岭南一带兔子比较罕
见，但岭南的十二生肖是从中原传过
去的，兔子依然位列其中。有趣的是
越南的十二生肖也是从中国传入的，
不过那里用猫代替了兔子的位置，有
学者说是翻译有误导致——因“卯”

“猫”谐音。
其四，兔为瑞兽。古人认为：白

兔为瑞，黑兔为祥。《新唐书》有“赤兔
为上瑞”的记载。据此可见兔子自古
被视为祥瑞的象征，有“玉兔拜福”之
说。兔与“途”谐音，故有前途（兔）似
锦、大展宏图（兔）等吉祥寓意。传说
兔子在月宫中捣制长生不老药，被视
为长寿的象征。兔子在民俗中是夫
妻团聚、家庭幸福的代表，因兔子生
育繁殖能力强，被喻为多子多孙、人
丁兴旺。

其五，兔子是聪明的象征。成语
“狡兔三窟”就是比喻兔子的聪明，善
于保护自己。“动若脱兔”是说兔子机
灵敏捷。自古以来，民间故事中的兔
子常是机智的角色。

“兔”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
字形似兔子，本义为兔子。它既是人
的生肖之一，也与人类的生命、人们
的美好希望密切相连，古人常用“兔”
字形容一些美好的事物，赋予它内涵
丰富的文化意象。

玉兔，月亮的代称，传说嫦娥奔
月带走了玉兔。嫦娥的故事最早出
现在商朝卦书《归藏》，不过该书已佚
失。现存最早记载“嫦娥奔月”的文献
是成书于汉初的《淮南子》。最早提
到月兔的是屈原的《天问》：“夜光何
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
腹？（此处‘菟’通‘兔’）”顾菟，月亮的别
称。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
传说，给月亮增添了美丽而神秘的色
彩，使玉兔与月亮联系起来。人们习惯
用“兔月”指代农历八月，连闰八月都有
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叫“玉兔重生”。

赤兔，骏马的代称。如成语兔起鹘
落、乌飞兔走、兔起凫举等，都是比喻奔
跑速度快，因此兔往往与骏马联系起
来。如赤兔，亦作“赤菟”。《后汉书·吕
布传》曰：“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
驰城飞堑。”《三国演义》第三回描写得
更为生动：“果然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
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
蹄至项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
之状。”还有白兔、飞兔，都是骏马的别
称。传说秦始皇有七匹名马，其中之
一即白兔。《吕氏春秋·离俗》曰：“飞
兔、要褭，古之骏马也。”

兔符，即虎符，在此以兔代虎。
虎符为中国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
和调发军队的信物，最早出现于春秋
战国时期。到了唐代，因避唐高祖之

祖李虎的名讳，改虎符为兔符。唐灭
亡以后，宋时又恢复使用虎符，后世
才演变为铜牌。

兔毫，是文房四宝之首毛笔的代
称。兔毫是古时制笔的最佳原料之
一。先秦至汉，笔毫皆为兔毫。兔毫
制笔，以秋季兔肩部的两列毫毛最
好，强健有力，亦称紫毫。白居易《紫
毫笔》云：“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
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
中拣一毫。”

兔毫盏，是宋代建窑烧制的一种
饮茶用的茶碗，其黑色的底釉中透析
出均匀细密的丝状条纹，形如兔子身
上的毫毛。宋朝茶学家蔡襄有《试
茶》诗对用兔毫盏品茶的色香味作了
精彩描述：“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
煮。雪冻作成花，云闲未垂缕。愿尔
池中波，去作人间雨。”

兔园，园囿名，也称梁园，由西汉
梁孝王刘武所建。梁孝王曾在平定
七国之乱中立了大功，为了躲避猜
忌，以示自己无意于皇位之争，他在
河南商丘兴建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兔
园，作为游赏与延宾之所，以娱声
色。当时以刘武、司马相如为代表的
文人在此咏诗作赋，史称“梁园文
学”。后世文人也多慕名前来梁园，
李白在此居住长达十年之久，写下诗
句“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

兔园册，由兔园引申而来。唐朝
蒋王李恽让幕僚效仿科举策问的题
目，编成一部简易的科举考试辅导
书。因李恽是唐太宗的儿子，所以借
用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兔园”的典故，
起名为《兔园册府》，简称《兔园册》。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画家蒋溥的
《月中桂兔图》。 资料图

清末画家任预的《十二生肖
图册——兔》。 资料图

明代王榖祥《桂花月兔图》。 资料图

徐悲鸿画作《虎与兔》。 资料图

兔为何能成为十二生肖之一乙

“兔”字在古代文化中的意象丙

■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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