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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后，他笔下的江南依然动人
■ 苏醒

近日，正于上海博物馆举行的“春风千里——
—江南文化艺术展”中有一幅重磅 作
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那就是明代画家文徵明的《江南春词意图》。无独有偶，刘海
粟美术馆不久前也展出了文徵明的《五瑞图》。
今年是文徵明诞辰 550 周年。他笔下的山水潇洒而不流于草率，他画中的江南富
庶繁华、风流蕴藉。

生而晚慧，屡考屡败

在沈周的影响与指导下，文徵明广涉宋
元诸家，尤其推崇赵孟頫、王蒙、吴镇等人。
其用笔沿着沈周开创的路子，既取法元人笔
法，又将元人柔韧、松灵、毛涩、含蓄的长线
条变化为以短笔勾斫为主、长线皴擦为辅的
画法。他的山水或精致工整，被称为“细文”；
或粗疏放逸，被称为“粗文”。
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 《江南春
词意图》就是典型的“细文”风格。此画所绘
的是湖水平波、春风和煦的江南景致。画中
山石皴笔精致严谨，皴纹之上复加细密的苔
点，又以小青绿法设色，明净润泽而层次丰
厚。树木枝节盘错、穿插繁复、纹理感强烈，
精致的楼阁亭台，细腻的点景人物又增添了
生活情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古木寒泉
图》则是典型的“粗文”风格。画幅左侧绘古
柏苍松，右侧则有一道飞瀑奔流而下。图中
树木盘曲曲折，山石浑厚方硬，笔法勾斫简
劲，线条苍茫放纵，笔势凌厉纵横，如舞长枪
大戟。
山水之外，文徵明亦好画花卉。其斋名
辛夷馆、玉兰堂、梅花书屋等皆以所植花木
为名。 而他的友人也多以名贵花木相赠，请
其作书写画，鉴定题跋。刘海粟美术馆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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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断潇洒，愈老愈妙

的《五瑞图》以萱花、灵芝等花卉为重要元素，
属于山水与花木的结合。 此图中萱花的笔法、
造型与沈周《椿萱并茂图》中的萱花如出一辙，
但相对于沈周凝练厚重、 气势奔放的情态意
味，文徵明更偏于清刚而瘦削，他将沈周朴茂
浑厚的风格转化为精致典雅的意趣，显示出鲜
明的个人特色。
与众不同的是，文徵明不但在人生经历上
大器晚成， 在绘画创作上更是至老而神明不
衰。他的几件传世名作如《仿赵伯骕后赤壁赋
图》《古木寒泉图》《真赏斋图》 皆作于 80 岁左
右。画法上不仅无丝毫颓懈，且相较早年用笔
的清秀细润，甚至略带拘谨稚嫩，此时的线条
更见壮健老辣、果断潇洒。而设色细腻精到，层
次丰厚，可知曾经反复渲染，这对于一位耄耋
老翁而言，显然是极耗精力与时间的。健壮老
辣的笔墨与细腻精致的设色使得其晚年的绘
画呈现出一种精致而不失于拘谨，潇洒而不流
于草率的格调，可谓愈老愈妙。

引领书斋园林式山水
文徵明的绘画虽取法元人， 但在意境和
主题上却开了别调。 元画萧散， 意境清冷萧
瑟，而文徵明则善于营造富丽典雅、精致细腻
并带有写实意味的意境。 人们今日说起明代
江南的繁华富庶， 首先想到的可能便是文徵
明画中的江南， 尤其是他笔下书斋园林式的
山水画。
明代苏州富庶繁华，故达官贵人、文人雅
士多喜造园居住，文徵明常以他们的斋名、园
林作为主题创作绘画赠送友人。 苏州名园拙
政园是明代御史王献臣所造， 文徵明为他创
作了《拙政园图》；留园（即东园）是太仆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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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以文徵明为中心，逐渐构筑起一个庞
大的文化网络，吴门画派自此达到鼎盛，逐渐
取代了之前的浙派与明代宫廷绘画， 影响扩
大至全国。
然而，文徵明去世后，吴门画派于两三代
之间，便急剧衰落。同为苏州人的范允临深刻
地指出吴门画派衰落的重要原因：“吾吴画手
悉不知师古，唯知有一衡山先生，以为画尽是
矣。” 这一方面说明大部分吴门画家在文徵明
去世后，存在眼界狭隘、师法单一、笔墨平板的
问题；而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徵明在吴门画家
心目中的地位几若神明，乃至于他们天真地认
为“画尽是矣”。
此时，董其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人画理
论与南北宗论。尽管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派有
取代已经式微的吴门画派之势，但他对文徵明
敬畏有加，他梳理了自唐王维开创的文人画谱
系，并将文徵明列为殿军。他曾对比自己与文
徵明的绘画成就称：“文之精工具体， 吾所不
如，至于古稚秀润，更进一筹矣。”这一对比透
露出，董其昌的内心将文徵明作为自己所要超
越的目标。
放眼整个明代画史，沈周、文徵明、董其昌
为当之无愧的领袖式人物。三人的共同之处在
于：他们不但是大书画家，于书画创作上成就
很高，又都收藏宏富并精于鉴定。此三子中，文
徵明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他 90 年的人
生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叶，年轻时得以师从
沈周、李应祯、吴宽等明代早期重要的书画家；
中晚年时又致力于书画创作与收藏鉴定，并培
养了诸多弟子门生， 使吴门画派发扬光大。在
他去世后，虽然吴门画派逐渐衰落，但依然间
接影响了董其昌与松江派。董其昌也承接起文
徵明的领袖衣钵，成为明代最后一位集创作与
鉴藏于一身的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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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作为
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影
响力延续至今，且遍及全球。
自 2019 年开始， 世界各地就在紧
锣密鼓地筹备“贝多芬年”的各类纪念
活动。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不少乐
团及演出场馆取消或推迟了贝多芬纪
念演出。
上海观众无疑是幸运的，在刚刚落
幕的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上，观众们不
仅聆听了贝多芬的经典作品，还能与贝
多芬的吉祥物合影。而不久后，上海交
响乐团又将上演贝多芬的 《第六交响
曲》等作品。
贝多芬最知名的作品莫过于《英雄
交响曲》《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
以及钢琴奏鸣曲 《月光》《悲怆》《热情》
等。其实，“乐圣”一生创作的作品类型
非常广泛，数量众多，可惜有些佳作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为人所淡忘。
《惠灵顿的胜利》 又称《战斗交响
曲》， 这首管弦乐作品创作于 1813 年，
是为庆祝惠灵顿公爵领导的英国军队
在维多利亚战役中击败西班牙而作。贝
多芬用音乐生动描绘了战争场面，他将
乐队分为两组，并加入了枪炮声和火焰
声以达到生动的效果。他还选用了著名
的英法歌曲旋律“上帝保佑国王”和“统
治大不列颠”等代表交战双方。尽管这
首作品在今天显得比较冷门，但在贝多
芬去世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他最
好的作品之一。
《德国舞曲》 创作这 12 首作品时，
贝多芬年仅 25 岁。 其中的每一首都短
小简明， 没有一首的时长超过两分钟。
尽管它们原本是为舞蹈编配所作，但其
流行程度足以使人们单独弹奏了。
为四把长号所作的三首作品 1812 年，
贝多芬为林茨大教堂写了这组曲子。贝
多芬为长号写作的这组作品， 乐句悠长
和谐， 营造了一个丰富而色调偏暗的场
景。多年后，在他的葬礼上，由男声合唱
演唱了这组作品，歌词选自《悲惨世界》。
《意大利歌曲》 贝多芬向安东尼奥·
萨列里学习作曲时，写了很多意大利歌
曲作为练习曲。这些歌曲与其成名后所
创作的作品相比，风格截然不同。有些
歌曲明显带着莫扎特的烙印，有一些则
能让人感受到丰富的戏剧性元素，值得
一听。
《约瑟夫二世皇帝之死》 这是一首
未公开演出过的作品。当年，约瑟夫二
世皇帝去世的消息传到波恩，当地学生
写了一篇文章，并向波恩的作曲家发出
公开邀请， 希望他们把它谱写成音乐。
当时的老牌作曲家不愿在如此紧迫的
期限内尝试这项工作，19 岁的贝多芬抓
住了这个可以证明自己作曲才华的机
会，赢得了这份工作。然而，不知何故，
作品的首演被取消了，而且在贝多芬有
生之年从未演出过。
（陈俊珺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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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 文徵明接过了沈周所开创的
吴门画派大旗，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子侄门
生众多，被誉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在少
年时便与文徵明有着书画鉴藏上的交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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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徐泰时的园林， 文徵明为他创作了 《东园
图》。此外，他还为华夏画过《真赏斋图》，为沈
天民画过《浒溪草堂图》等不少斋名图、园林
图。
与一般山水画不同的是， 文徵明笔下书
斋园林式的山水画往往舍去峰峦叠嶂、 溪瀑
流泉，而聚焦于 近 景 的 林 木 、 假 山 、 湖 石 、 池
塘， 其间置一书斋， 斋中绘一二文士坐立其
间，或煮茶品茗，或谈诗论画。这是文徵明为
他的友人所作的写照， 道出了他与朋友们的
情谊，那些文士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也从侧
面彰显了当时江南的富庶繁华和风流蕴藉。
自其而后， 这一主题的山水便广泛地出现在
吴门画派的画家笔下， 文徵明于此有引领风
尚之功。
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些斋名图、园林图反
映了文徵明的交游广泛，其中既有如唐寅、祝
允明这样的书画家友人；也有在朝中为官的朋
友如王献臣、徐泰时；还有江南地区的其他藏
家，如华夏、华云。与收藏家朋友的交往对文徵
明意义重大。因为明代中期江南私人收藏之风
鼎盛，大量宋元名迹流落于民间市肆。文徵明
不但精于书画创作，更精于鉴定、考证，在书画
鉴藏领域有执牛耳者般的特殊地位。 因此，周
边藏家往往会请他对藏品作鉴定、题跋，而他
也借助这种方式拓宽了看书观画的渠道与眼
界，滋养了自己的画笔与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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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年”
别忘了这些冷门佳作

(

文徵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为“吴门
四家”，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为
“吴中四才子”。
才子文徵明是一个晚慧的人，史料上称
他七岁才能站立，八岁“语犹不甚了了”，而
他的父亲文林却格外喜爱这个看似不太聪
颖的孩子，常对人说：“此儿他日必有所成。”
文徵明一生经历多次科考， 却屡考屡
败。 他 19 岁应岁试， 因为考卷上的字迹不
佳，被考官置于三等，他由此发奋习书。直至
54 岁那年，文徵明才经朝中要员的举荐当上
了从九品的翰林院待诏， 故后世又称其为
“文待诏”。此时的文徵明在书画领域已负有
盛名。他 20 岁时，被沈周所画的《长江万里
图》深深触动，拜其为师学画。沈周起先认为
绘画不过是遣兴的余事，多少会影响文徵明
读书科考的道路，后来才倾囊相授。
当上翰林院待诏仅仅 3 年后，57 岁的文
徵明辞官归苏，自此悠游林下，终日写诗作
画，直至终老。
文徵明与明代另一位大画家唐寅生于
同年，两人在年轻时便已相识。文徵明温和
持重，唐寅放诞不羁，两人却交情甚笃。弘治
十一年（１４９８ 年），两人同试应天，唐寅高中
解元， 而文徵明落榜。 其父文林致书告慰：
“子畏（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
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一年后，唐
寅因科场舞弊案被牵连入狱，自此便郁郁不
得志，流连于诗酒，颓然而自放。
唐寅病逝于文徵明任翰林院待诏的同
一年岁末。 在唐寅去世后的三十余年里，文
徵明在诗文、书画、鉴藏领域皆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他虽然晚慧，却敦厚温和，心态超
然，大器晚成，福寿年高。

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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