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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正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吸引了不少中国书画爱好
者特意前往。除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本次展览中还有一件 80 余年未曾露面、一度
被认为毁于战火的中国国宝级画作———《五马图》引人注目。

被誉为“天下第一白描”的《五马图》究竟有何魅力？记者采访了赴东京一睹此画真容的画
家、艺术评论家汤哲明。

重现人间的《五马图》，藏着多少传奇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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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世界级音乐厅
与金色大厅齐名

维也纳金色大厅举世闻名。

这座 1870 年问世的音乐厅不仅
拥有黄金比例的音响效果，还收
藏有莫扎特、舒伯特等世界著名
音乐大师的手稿和书信。

除了金色大厅，全世界还有
哪些拥有极佳音响效果和深厚
历史底蕴的知名音乐厅？

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1891年，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
在纽约高楼林立的第 57街建立了一座大型
音乐厅。在建立之初，它的名字是简单的“音
乐厅”，于 1893年正式更名为“卡内基音乐
厅”。这座音乐厅采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建筑风格，并拥有世界一流的音响设备。

20世纪 50年代末， 由于纽约市政建
设的需要， 政府决定拆除卡内基音乐厅。

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发起了一场运
动， 保住了这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使
其避免了被改成办公写字楼的命运。

波兰华沙爱乐音乐厅

位于“钢琴诗人”肖邦的故乡———波
兰华沙的华沙爱乐音乐厅始建于 1901

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厅之一。华沙
爱乐音乐厅的规模虽然不大， 但其音质、

音效却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华沙爱乐音乐厅举世闻名的另一大
原因在于，它是著名的“肖邦国际钢琴比
赛”的场地。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是世界上历
史最悠久、最权威、级别最高的钢琴比赛之
一，从 1927年开始每五年举办一次，有“钢
琴奥运”之称。中国钢琴家李云迪曾在肖邦
国际钢琴比赛冠军空缺两届后， 于 2000年
举办的第十四届比赛中获得金奖。

阿姆斯特丹音乐厅

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位于风车和郁金香
之国荷兰，由于对建筑声学的高度重视，自
建成以来就被视为世界上最佳音乐厅之
一。整个音乐厅分为两个厅，一个规模较大
的大厅和一个椭圆形小厅。1888年 4月 11

日音乐厅开幕当天， 举行了一场由 120位
音乐家组成的交响乐团以及 500人制合唱
团参与的音乐会。

时至今日，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大厅可
容纳 2037名观众， 每年约有 900场音乐
会在此举行，观众超过 80万人次，成为世
界上观众数量第二多的音乐厅。

英国皇家阿尔伯特大厅

这座音乐厅位于英国伦敦南肯辛顿
北部。自 1941 年以来，一年一度的“夏季
逍遥音乐会”让英国皇家阿尔伯特大厅为
全世界爱乐者熟知。

自维多利亚女王 1871年为音乐厅揭
幕后，世界顶尖的艺术家经常在这里举办各
类演出，包括古典音乐演奏会、摇滚乐和流
行音乐音乐会、芭蕾和歌剧等。这座大厅原
被称为中央艺术和科学大厅， 但 1867年维
多利亚女王为纪念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

将其更名为皇家阿尔伯特艺术和科学大厅。

（陈俊珺 综合整理）

马的魂魄被“画”走了

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人”，北宋《宣
和画谱》曾收录他的百余件作品。但传至今
日，可信的只有《五马图》和《临韦偃牧放图》

两件，至于《维摩诘演教图》《西岳降灵图》等
都颇有争议。而《临韦偃牧放图》是李公麟临
唐人所画，只有《五马图》是存世唯一“百分
百的李公麟原创”。

《五马图》的流传充满了传奇。据传此画
刚刚完成，其中那匹“锦膊骢”就死了。有人
说，是因为李公麟画得太好，将马的魂魄夺
走了。李公麟痴迷画马，经常观察御马，甚至
“终日不去，几与俱化”。法秀禅师曾劝他说：

你日夜情思都在马身上，将来你死了，说不
定会投胎成马。

《五马图》在南宋时就已闻名天下，归于
南宋内府收藏。到了元、明两代，经柯九思、

张霆发等收藏名家递藏。 清代康熙年间，被
河南商丘宋荦收藏。乾隆时期，被贡于清宫，

乾隆皇帝两次在《五马图》图上题文，并著录
于《石渠宝笈重编》。这幅名画被清宫珍藏了
两百多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以赏赐溥杰
的名义被盗运出宫。据传，《五马图》在二战以
前藏于私家，战后就彻底失踪了，只留下民国
时制作的珂罗版印刷品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时隔 80余年后，《五马图》 真迹再度现
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日本东京国
立博物院举行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
笔”大展共分为六个部分，《五马图》因黄庭
坚的题跋而出现在展览的第五章“颜真卿在
宋代的评价———尊敬人道和摸索理念”中。

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

汤哲明用“久别重逢”来形容第一眼看
到《五马图》真迹时的感受。“这幅画在中学
的美术课本上就有， 我从小就对它很着迷，

可惜从来没真正看清楚过。 后来我学国画，

各种美术全集必收此图，但都是根据模糊的
复制品而翻印，李公麟用笔时的许多微妙细
节只能靠猜测，这次一睹真容，觉得豁然开
朗，非常震撼。”

汤哲明告诉记者，《五马图》真迹与流传
至今的珂罗版印刷品最直观的区别就是真
迹的淡彩。由于珂罗版印刷是一种传统的玻
璃版印刷，通过照相、修版、晒版再印刷，原
作的淡彩在当时的黑白照片中反映不出来，

细节处也不清晰，所以只能是雾里看花。

看《五马图》真迹，人物的生命气息和马
的活力扑面而来。 李公麟用淡墨进行晕染，

表现五匹马不同的毛色，它们或静止，或缓步
徐行，比例准确，神完气足。控马者姿态各异，

无一雷同， 其精神气质微有差异， 有饱经风
霜、谨小慎微者；有年轻气盛、执缰阔步者；有
身穿宫服、气度骄横者。苏轼曾这样赞叹李公
麟：“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

《五马图》有“天下第一白描”之称。在李
公麟之前，白描就是一种常见的中国传统绘
画技法， 却始终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技法。

这是因为在他以前，唐宋人物画主要是以壁
画为主流， 纸上的白描其实是壁画的草稿。

唐代“画圣”吴道子以人物画著称，但他这样
的大画家在画壁画时是不负责上色的，而是

由他指挥工人完成。但由于吴道子的名气太
大， 他有时在墙上画完初稿上了点淡彩，工
人就不敢继续上色了，于是这种初稿逐渐成
为一种白描淡彩画流传下来，不经意中形成
了一种风格，人称“吴装”。这样的技法与风
格到了文人画兴盛起来的北宋，被李公麟继
承并发扬，成为一种独立而又独特的绘画手
法。 李公麟的白描可谓不施丹青而光彩照
人。

“一直到今天，白描都被人们所喜闻乐
见，比如我们小时候最风行的连环画，包括
今天的动漫，都还在使用这种由李公麟真正
确立起来的技法。”汤哲明说。

从韩干到赵孟頫

《五马图》中有一匹白马，名为“照夜
白”。“照夜白”这个名字起源于唐玄宗时期，

当时大宛国进贡了两匹汗血宝马， 一匹纯
白，一匹杂色，白马取名“照夜白”，杂色马取
名“玉花骢”。唐代大画家韩干就画过这两匹
马，《玉花骢图》早就失传，而据传为真迹的
《照夜白图》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自唐代以来， 马一直是中国画常见的母
题。马在古代不仅是日常用品，而且是奢侈品，

更是军用品。马在过去还是人才的象征，所以
马成了文人与普通画家都喜爱的题材。从唐代
的韩干到北宋的李公麟， 再到后来的赵孟頫，

都喜爱画马、擅长画马。

“从传世的作品来看，李公麟与唐朝画马
圣手韩干相比，格体是一脉相承的，但韩干之
作相对严谨精到，李公麟之作如《五马图》则显
得随意性、书写性略强，笔墨趋于轻松舒放，显
得特别文质彬彬。赵孟頫在《人骑图》中继承了
李公麟的传统，在笔墨上更趋简逸，但造型上
已稍逊唐宋人。” 汤哲明说，“相比韩干和赵孟
頫，李公麟介于二者之间，既有准确严谨的造
型，用笔技巧又轻松潇洒。”

以文人趣味改造传统

李公麟祖籍安徽舒州， 自 22岁考中进士
后，一生历任各种官职，但他的志向并不在官
场，而是山林。据《宣和画谱》记载，其“从仕三
十年，未尝一日忘山林，访名园阴林，坐石临
水，翁然终日”。黄庭坚在《五马图》的后跋中记

述了李公麟因沉湎于画，以致仕途黯淡。晚年
告老后，李公麟曾居于安庆桐城郊外的龙眠山
下，自号龙眠居士或龙眠山人。

在李公麟时代，文人画已经兴起。文人画
倡导者苏轼扬王维而抑吴道子，提出了文人画
“求韵”的思想纲领。黄庭坚、米芾等皆是景从
者。 他们都推崇李公麟为当时文人画家的代
表，颇受苏轼思想影响的《宣和画谱》将其列为
“宋画第一人”。李公麟虽然继承了吴道子的传
统，却以当时的文人趣味对传统作了很大的改
造。

汤哲明认为， 这改造首先体现在画幅趋
小，米芾说李公麟“只在澄心堂纸（当时的一种
名纸） 上痛自裁损”， 他的画不再是供他人观
瞻、教化民众的大创作，而是供知己欣赏，充满
了“独乐乐”与“小确幸”式的文人趣味。李公麟
曾自述道：“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
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

这种改造还体现在其格调走向的清淡简逸。

李公麟开启了后来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代文人
画格的先河。元代文人画真正践行了苏轼的文人
画理想，由唐宋时的重人物而变为重山水。文人
画至明清吴门画派、董其昌、“四王”绵延 600年
不绝，而李公麟可谓其重要的师祖之一。

《五马图》，纸本墨笔，纵 29.3

厘米，横 225厘米。画卷本无名款，

共分五段，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五
匹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前
四段均有黄庭坚的笺记，后纸有黄

庭坚跋语，跋称其为宋代画家李伯
时（公麟）所作。

在黄庭坚的笺记中写明了马
的名字、产地、年岁、尺寸。前四匹马
为 “风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

夜白”，第五匹佚名，经考证可能为
“满川花”。五匹马由五位奚官牵引，

前三人为西域装束， 后两人身着汉
人服装。《五马图》 还有苏东坡的题
跋，苏跋已与原画分开。

东京国立博物院公布的《五马图》真迹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
收藏的珂罗版黄庭坚
《李公麟〈五马图〉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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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制药厂党委副书记、享受副市长级医疗待遇、按省（部）长级标

准报销医疗费离休干部鲁宝瑢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于 2019年 2月

12日 11时 5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 99岁。

鲁宝瑢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定于 2月 18日 （星期一）9时 30分

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漕溪路 210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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