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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琴 （外一首） 李天靖

用白马的骨头
筋络与尾，做把二弦的

马头琴，蒙古人叫“潮尔”

美少女拉着，拉着

一千三百年的泪水
呛入她微笑，长短调

须臾不离的琴弦
在指上怀念她的白马

这驰骋于草原
的魂

怀念洛夫

“跪向你 向昨日
向那朵美了整个下午的云”

“你”何人，“昨日”哪一日？

“那朵……云”又是什么？

喝酒时我曾问洛夫

他只是微笑

一旁的夫人
直嘟哝……

茫然，伤感
《烟之外》被称为雪的眸子

他的秘密
夫人拿它也没辙

一想起这个情景
就怀念起莫测的洛夫

———那个坠于
深渊的谜

千古读书台 喻 军

丙申年以来，每到落花时节，几乎都
有机缘去天目山参加文朋诗友间的雅集。

一行人除了游山、赏景和晚酒以外，少不
得彼此唱和的，类别上有新诗，也兼纳古
韵。 但在题材的选择上， 则各有侧重。于
我，天目山独冠天下、有三千年树龄的大
树王和被日本临济宗视为祖庭的禅源古
刹，当然值得吟诵，但湖塘边的试钓、峡谷
中的拾径，间或一场突来的山雨和客舍青
青的坐览，也属颇堪玩味的场景。只不过，

有那么一处景点， 在我连年四度凭吊之
后，依然像一团缥缈的气云，萦绕心底，挥
之不去，不仅为之吟诗数首，甚而驱使我
从南朝的文史和别地的寻访中，就它的内
在意涵和人文遗韵， 再作一番探赜索隐。

有时想， 这个天目山上略显冷僻的景点，

会否只是我个人的偏爱呢？ 后偶尔得知，

画家叶浅予 1990年游历天目山， 也有如
我一般的感受，有他的题词为证：“天目古
迹多，此庵最负名。”当然，所谓“负名”，可
能仅限于小众的范围。

不禁想起唐人刘长卿的一句诗：“惆
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一切的缘起，说
起来皆和一位南朝的人物有关。

天目山“太子庵”，也称作“读书台”或
“文选楼”。太子者，乃梁武帝萧衍之子萧
统（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系南兰
陵、即今被誉为“齐梁故里”的江苏丹阳
人）。萧统是南朝梁代著名文学家，于天监
元年十一月， 不到两岁即被立为太子，然
未及即位， 于而立之年不幸溺水身亡，死
后谥号 “昭明”， 故后世又称其 “昭明太
子”。 他因主持编撰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
《昭明文选》而名垂中国文学史。“读书台”

今挂牌为“天目山书院”，坐落于西天目禅
源寺西北的昭明峰下， 周遭林木蓊郁，环
境清幽。记得我首度寻访时，适逢天公作
雨，一时泉轰风动，喷银溅玉，更兼树石夹
翠， 涉目成赏， 宛若身临高妙的禅境。现
“书院”内设砖木结构的建筑一座，像是一
处文化单位；也有泉水未竭、名为“太子
井”的一口古井；另有一处“洗眼池”，水窍
尚能滴泉， 相传萧统注 《金刚经》（《金刚
经》本为连贯的经文，萧统将其分成三十
二品，每一品都列出新的标题，使人们更
容易理解经义），因劳神过度致目赤翳障，

志公和尚带他到此掬水洗眼，使之复明。

说起古代的读书台，堪称珍贵的人文
遗存，也有一部分是后人为了纪念他们而
专门设立的。“台”这个字，本意是指古时
一种高且平、呈四方形土木混合结构的建
筑形式。就“读书台”而言，也分为两种类
型，一为天然形成的高墩土丘，二为人工
所建的读书场所，也有人称之为古代高士
的室外书房。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想必这
样的读书台就渐渐剥离了专人所属的性
质，而成为一种共享的资源。从文化传承
的角度看，向来是景以人传，方为名胜。所
以，一座小小的读书台，纵然留下了很多
人的痕迹，但冠以何人何名，自然就代表
了一种历史的称量。

说到萧统的读书台， 不仅分布较广，

而且数量也多。 在昔日的大梁国境内，除
了天目山读书台，我所知或曾寻访过的就
有多处， 比如常熟虞山东南麓的读书台
（列入虞山十八景）、镇江南山风景区招隐
景区读书台、桐乡乌镇读书台；还有湖北
襄阳读书台（萧统的出生地）、安徽池州、

江苏南京（萧统是唯一在南京拥有多处读
书台的历史文化名人，并催生出金陵四十
八景之一的“台想昭明”）、扬州、江阴等地
均有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和文选楼的遗迹
可寻。另据《乾隆句容县志》记载：“梁昭明
太子读书台在县东南四十里，昭明尝从陶
隐居学，筑台于此，旧址尚存。”宋人陈琪
在《文选楼记》中曾对襄阳文选楼（读书
台）作过清晰的记录；清人胡为和也写过
《重建昭明读书台记》，对常熟和镇江的萧
统读书台进行描述，不仅赞美两处的人文
景观，还称道它们的自然景观。确实，读书

的文氛离不开环境的构成，就我去过的几处
萧统读书台，皆循山麓，清幽出尘，既与市声
有所间隔，也适当保持了出入的便捷，这就
给自己留下了进退裕如的余地。作为文人才
子，也作为一国储君，我想萧统在读书台地
点的遴选上，一定是有所兼顾的。

那么，冠以萧统之名的读书台究竟有多
少呢？据说各地先后出现了 30多处，这是一
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虽然读书台这样的建筑
形制和文化遗迹，并非萧统独有，远的不说，

三国至唐朝的名士中，诸葛亮、二陆（陆机、

陆云）、郭文举、鲍照、李白、陈子昂、韩熙载
等人都有读书台遗址，但似萧统这般多达 30

多处读书台的现象，以我所闻，绝无仅有。

我还注意到，其中有好几处，在今日管
理方的文宣中， 都宣称自己就是萧统编著
“文选”的所在地，当然，这并非不可能。以
“文选”的庞然体量和编撰的浩繁，说萧统辗
转各地、续编而成是完全可信的。至于他一
人拥有 30多处读书台是否可信， 我以为需
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读：其一，对于有史
料记载、相对可靠的读书台旧址，应该是反
映了昭明太子的深孚人望。后人愿意为他保
存遗迹，来承续尊贤崇文、奉而祀之的古风；

其二，史载太子萧统“性爱山水，于园圃穿筑，

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游其中”，过着以诗书
自娱的文士生活。虽然他两岁即被封太子，但
他一生笃信佛学（南朝崇佛之风很盛，和梁武
帝的身体力行和示范效应有莫大关系。 杜牧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

道出了当年崇佛的盛况）却志不在社稷，所以
才会采取适度规避政治中枢的方式， 择清净
之地读书、编书。但萧统贵为太子，这种常态
化的出行需要，必然要有相应的规格和配套，

所以，多建一些不同的读书台供其选用，应在
情理之中；其三，毫不讳言，相当数量的读书
台，必有后人托名附会的成分在内，但依我看
来，这倒无伤大雅，相反，甚至是一桩书香四
溢、包孕人文，散发着文化体温的益事。试想，

有人不图名利，愿意为萧统传美名、续慧命，

即便在地点的真实性上未必确切， 但多建几
处读书台供后人瞻仰和凭吊，甚而启迪后学，

也算殊胜的功德啊！ 与前些年各地发生的争
抢名人故地资源（连西门庆都抢），将文化遗
产商品化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曾有一副对联，是专门描绘萧统读书台
的：五六月间无暑气，百千年后有书声。意思
是五六月（阳历七八月）虽然酷暑难当，可读
书台却十分清凉，因为有萧统在这儿静静地
读书；下联是说“文选”的影响很大，虽然距
今 1400 多年了，但套用陶渊明《咏荆轲》中
的一句诗，可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确实，萧统的《昭明文选》，以“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为编选原则，可谓翰墨流芳，泽

被无数后人。

那么，他编的这部书，究竟是怎样的一
部大书呢？

《昭明文选》共三十卷（后李善注析为六
十卷），分三十八类，选录先秦至梁代的诗文
辞赋及史论传赞等共七百余首（篇），收录作
家 130余人，对先秦以来文史不分的现象作
了明确的分界，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
集。为了编书，萧统广招文人学士，广集古今
书籍 3万余卷，历时五年而成。问世以后，受
到历代读书人的重视， 且自成一脉研究流
派。虽然这是一部煌煌巨著，可话又说回来，

再好的文化成果， 也离不开薪火的传递，甚
至还要看冥冥中是否有某种机缘的眷顾。毕
竟，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文化的一抹亮色，

随创作者身谢而道衰的事也时有发生，但
“文选”还是幸运的。在它的传承上，隋末唐
初学者曹宪可谓居功至伟。他所著的《文选
音义》和其弟子李善所著的《文选注》，对“文
选”的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由此兴
起了文选学研究的高潮。 曹宪不仅著述，还
长期讲授“文选”，带动许淹、李善、公孙罗等
人共同讲学，遂致“文选”大兴。至唐代，“文
选”已成为读书人的案头必备之书，就连大
诗人杜甫也曾教诲儿子要“熟精文选理”。至
宋代，“文选”被视为写作范本，陆游《老学庵
笔记》有“文选烂，秀才半”一说，可谓倍加推
崇。后来，理学大师朱熹认为李白的诗之所
以好，就因为他得益于对“文选”的学习和领
悟。可见在唐宋，萧统的“文选”受到了许多
一流文人和学者的点赞，成为南北朝传世的
文学和文论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萧统的文学鉴赏眼光也
很值得称道。我注意到，“文选”中所列入的
诗、赋大家众多，比如班固、左思、贾谊、鲍
照、郭璞、嵇康、曹子建、宋玉、谢灵运、郭景
纯等人， 但因为萧统编入了陶渊明八卷，且
亲自为之作序、写传，并谦卑地表示“尚想其
德，恨不同时”，便足以反映萧统的学养和卓
识。为何？因为当时陶渊明的知名
度远不及谢灵运、 颜延之等人，况
且他已去世两百年，也被冷落了两
百年。 在后人刘勰的 《文心雕龙》

中，对他只字未提，等于无视他的
存在；而钟嵘的《诗品》仅把陶渊明
列为中品，属于严重低估。沈约是
当时文坛的盟主， 也是萧统的老
师，虽曾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

但对他的文学成就评价也不高。陶
渊明的不为时人所赏，原因不外乎
他平淡自然、朴素空灵和遗世独立
的创作风格与当时辞采繁缛、富丽
精工的主流文学格格不入。好在年
轻的太子萧统有眼光， 有胆识，不

仅把陶渊明九篇作品编入 “文选”， 还称其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文章不群，

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

莫之与京”；认为读陶渊明的作品“贪夫可以
廉，懦夫可以立”，从精神、文品到人格都对
陶渊明作了十分公允和积极的评价。

今天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中国山水田园
诗的开山大师，他的文学成就不仅超越了南
北朝，即便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也属屈指
可数的殿堂级人物之一。

《南史·昭明太子传》是这样描述萧统的
童年的：“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
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还提到他
八岁于寿安殿登台讲《孝经》，尽通大义且能
背诵，可见他是早慧的神童。经研读有关资
料，得知南朝一流的大诗人庾信曾担任萧统
五年侍读，故而萧统的文学修养和渊博的儒
典、史籍造诣是有根基和来由的。至于其他
方面， 各种记载都盛赞太子萧统品格纯正、

相貌堂堂、天性仁恕、济贫扶弱、笃力佛学，

只可惜天不假年，方过而立之年，竟因一次
意外的坠水事件而殒命，以至于当时“都下
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徼
之人，闻丧者衰痛”。一代才子，梁朝储君，生
前是何等性灵懿美、襟怀夷旷、才识炳焕，他
的遽然离世，能不令大梁臣民泪水泫然？

需要交代的是，萧统的墓，直到 2013年
才在南京被发现。考古工作者对狮子冲南朝
石麒麟和两座大型砖室所在的区域进行了
全面勘探，发现一处东西走向、按帝陵级建
制的夯土遗址，很可能就是萧统陵园双阙中
的一座。我曾去丹阳考察南朝石刻及多处齐
梁帝（后）陵，虽然神道石刻历经风雨剥蚀而
受损严重， 却仍能感受到当年的雄伟气魄，

堪称古代石刻艺术的珍贵遗产，且得知萧统
的父亲梁武帝葬在了丹阳陵口。 历史上宋、

齐、梁、陈四代帝王基本都葬在南京周边地
区，武帝最终死于“侯景之乱”（饿死），陵冢
早已荒平，仅存陵前石麒麟一只。

记得每次访谒昭明太子的读书台，都要
拾阶一段不短不长的山路， 除了几位同行
者，断难遇见其他访客。也难怪，因为萧统并
不属于世俗意义上的历史名人，但如果回望
那段南朝的历史和浩瀚的文典，就仿佛听见
云中响遏，目接归来的飞鸿，那读书台上翩
然而至、偃仰啸咏的昭明太子，是那般的英
姿儒雅，白衣灿容。

文化行思

南海之晨 （油画） 周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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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写生到文人画有了完整的说
法，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生就是
将书卷气与自然的生动气息融合。 古人作
画与现代画家作画不同， 他们作画有着山
水环境，每日对着山水可居、可游、可画。所
以，黄公望称写生之法“在乎随机应变”。

古代印刷术不发达，只有那些富藏的
画家可能看到真迹，而有才气的画家便是
在每日的山居中写生山水。 黄公望提出
“随机应变”，就是对张彦远“六法”中“气
韵生动”的延伸，更是对“气韵生动”的新
解。他们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不但归纳
出一整套的“写山水诀”，更有一整套的创
作原则，归于一个“理”字。

黄公望讲“作画只有一个‘理’字最要
紧”，“良工善得丹青理”，“理”不“善”不能
算“良工”。怎么才能成为良工？可从写生中
获得。中国到了明朝以后，画家不甘心在画
斋里静幽作画。 当时的文学界也出现了性
灵的小品。什么叫性灵？在中国画中，就是
将自己的感受直抒胸臆表达出来， 将自然
中最展现水墨本质的灵动表现出来， 这样
就把写生这篇文章做活了。

山水画在中国画史上为什么高于人物画，而且得到
了文人的崇尚？除去历史原因，是因为山水更能展现文
人的心境。中国艺术在晋唐时就把自然景色与艺术家的
心境融合在一起，倡导艺术家走出画斋。到山林、竹林
中，就是寄情自然，让艺术直接源于生活。

什么叫写生？在中国画里是以书法来写，将书法引
申到自然的山水和花草生机勃勃的生长中，得到一种线
条的美感。所以，这种写不是直接的摹仿，而是写生命的
气息；不是西画那样对着模特儿和石雕，而是把生命的
创造力和自然创造之气生动地结合起来。

唐代张彦远把这种创作状态称为“气韵生动”。对于
后人来讲， 它既是国画家对创作概念的全面概括与总
结，也是国画家与自然的互动。你在写生中首先要把自
然中富有创造力的千变万化的生命气息呈现出来。

其次便是营造自然中最富生命的气脉。我们常讲人
与艺术的交流是有气场的，写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的景
致不是一成不变的。 为什么古代画论中好些理论都是用
鲜活的话语比喻自然景致？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

为何称为“富春”？“春”是自然，“富”在这里成了形容词，

极富活力与美感。黄公望对着每日的山居富春，感受到自
然在春天的萌动中有种无形的美的推手， 这种推手在他
眼里就是中国画笔墨的气。气既是自然的造化，又是国画
家笔墨与自然美的互动。所以，郭熙说“山水有可行者，有
可望者，有可激者，有可居者，画风至此，皆入画品，君子
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

中国画家深入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写生。写生不
是目的，写生是手段。是不是离开了写生就没有其他的
创作手段了？并不一定。但写生这种手段能让我们直接
接触自然，了解自然。

你去写生，要带渴慕的心情。郭熙认为写生是一种姿
态，林泉之中本有一种幽秀并集的气息。你在写生之时为
山水所动，而山水不是静止的，是充满鲜活气息的。虽然
我们生活在当代，生活在发生变化，但自然山水仍旧保持
着原本的姿态，万峰对峙，烟云万象，不为尘世所动。特别
是你远眺之时， 面对满目烟云， 你的创作激情已然被激
起。在瞬息的云烟变幻中，你会感受到自然的造化之功。

古人归结出一句话，“山水画者，自然造化胜之意境”。

你去写生，要紧紧把握住写生之脉。听前辈讲，过去
一些有追求的画家，一方面在画斋临摹古人，但时不时
会出远门写生。写生回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画艺大进。

好的山水画家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有活。传承中学习
古人，写生时师法自然。古人的优秀传统不能不学，眼前
生动的自然山水不能不写。写生山水，朝夕之景不同，四
时之景不同，就是一山转个角度也不同。为何说画家是
性情中人？ 因为山水的千变万化包含着不同起伏的思
绪。你面对时会思绪翩翩。

写生也是种创作，没有固定的形式。你在写生时，是
无法在一幅画中包容所有的山水的。但尺幅千里，你能
把自己的情感在方寸之间呈现出来。 写生时要用情，山
水看似无情却有情，笔也是看似无情，运时生情，情与景
相交融。 中国山水画的程式在技术角度上看并无多少
“术”可言，但千变万化的写生之意却无穷无尽。

这也是写生对真正在艺术上有追求的山水画家的
吸引力所在。林泉高致，你在面对自然山水写生时，不仅
会感受到自然山水的丰富多彩，更要在与自然的互动中
感受自然的鲜活的气息。这样你在创作时，立意就会高，

作品就会存“宏微”（深远微妙的义理）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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