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言 什么是中国画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画的书，按照惯例，应该对“中国画”这个名词作一

番解释为好。这看起来像是一件多余的工作，谁能不知道中国画呢？即使从来

不关注中国画的人，内心也总会有个模糊的认识，看到一幅画，几乎立刻能辨

别出是不是中国画来。但是，说到明确概念，就是两回事了，中国画是个庞杂

的系统，如何清晰地定义“中国画”，是一个令美术史论家也感到挠头的问题。

中国的绘画是在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里发展出来的艺术形式，在它自顾

自发展演变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根本不必称它为“中国画”，只说“画” 

“绘”或者“图”就都理解了，就像当时的中医也只称为“医”。“中国画”这

个称呼是相当晚近的时期才出现的——在 20 世纪初，西洋画大规模传入中国

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我们的“画”前加上“中国”以示区别（也有学者认为，

画前加中国，是由于受到外来冲击要维持民族自尊心的缘故）。

名称有了，就要谈及“中国画”内涵的界定，也就是中国画到底包括什么，

怎样通过一个确定的概念让人明晰地知道什么是中国画。这类问题让学者们费

了好多年的工夫，也没少打口水仗，因为这个概念太难确定了。我们对西方的

绘画，往往是用绘画所使用媒介的名称来称呼的，比如“油画”就是用各种油

来调和颜料的画，“水彩画”是用水来调和颜料的画，“版画”是指通过木版或

者石版的制作手法来实现的画，“壁画”就是画在墙壁上的画。如此称呼，一

目了然。这种命名方法用到中国绘画系统里却会出现问题。因为，中国的画种

实在不少，现在常见的就有卷轴画、壁画、年画；稍远一点的古代常见的还有

帛画、漆画、屏风装饰画、陶瓷器皿上的绘画；远到石器时代还有彩陶上的绘

画……以上大部分品类在西洋画里也都存在，但中国画在这些品类里呈现的面

貌与同品类的西洋画大异其趣，中国画的各个品类之间倒是极为相似。因此，

只说明中国画包括什么品类并不能清晰地定义中国画。

事实上，如果非要选一个品类来代表中国画的话，人们更愿意接受卷轴

画（包括扇面和册页），因为自古以来，比起那些壁画、年画、器皿上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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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实用功能的种类，人们更珍视独立成幅的卷轴画和册页。这种审美心理

是中西方共通的，欧洲 16 世纪以后独立成幅的帆布木框画的流行，使得绘画

与工艺品有了明显区别，人们才更加珍视绘画。在此之前，人们认为镶嵌画、

绣花饰带和织锦画比壁画和木板蛋彩画还要贵重。

但是，我们又不能让中国画仅仅指卷轴画，因为中国其他种类的绘画也

有着与西方绘画迥然相异的面貌，它们与卷轴画属于同一个审美体系。那么我

们是不是可以说只要发生在中国的绘画都叫中国画？这也不行，因为现在很多

画家用中国画的材料和形式结合油画、水彩画的技法和面貌去创作，这让判断

什么是中国画的标准更加模糊不清。

相信读者已经快被绕迷糊了，不过不要担心，就像前面所说的，本领域

专业学者也一样困惑着。如美学理论家彭修银先生在书中所说，当人们不试图

说明什么是中国画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中国画，当你试图说清楚，却

使得中国画这个概念更加模糊。“中国画”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笼统而宽

泛的字眼。为了相对准确地描述中国画这个概念，彭先生借用了一个舶来的概

念——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中国画，我觉得这是目

前最形象的、最容易理解的描述了。中国画是一个家族，有着相似的遗传特征，

这种特征如此明显，如果把中国画放进一堆西方绘画作品中，轻松即使没有受

到过美术教育的人也能认出中国画来。

弗莱明的《世界艺术史》一书对中国画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在介绍古

埃及艺术的一章曾提道：“古埃及的艺术有明显的性格，一直保有一种强烈、

立即可辨的韵味，是除却中国艺术之外，其他文明所望尘莫及的。”之所以拿

出中国来做类比，是因为中国画的面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中国文化体系

的一种形象化呈现，有完整的、自恰的理论体系，有自身的艺术规律。像中国

文化的特点一样，它本身追求稳定的缓慢的发展演变，偶尔也会有强烈的变革，

但比起西方现代艺术的变革来，还是温和得多。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把中国画看作一种有着“家族相似”的审美面貌的

绘画的统称。本书将采用笼统的中国画概念，涉及的绘画形式以中国独有的卷

轴画、册页和扇面为主，结合画家生活背景与时代背景来解读绘画作品，将有

关中国画的知识点融入富有趣味的行文之中，在介绍中国画的同时，希望能带

给读者轻松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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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等级制度确立以来，皇帝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显赫的存在，皇帝的喜好

影响着他们所统治的偌大疆域中所有臣民的喜好，染上了皇家品位的物品自带

神圣光环，成了所有普通人仰望的对象。对皇权的膜拜深深沉入中国人的内心

深处，中国画能够传承两千多年始终在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皇家的喜爱

和推崇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王朝中，卷轴书画都是作为最珍贵的

财富在皇家大量集聚，有道是“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绘画收藏

是国力和文化的双重象征。更有些艺术天赋极佳的皇帝并不满足于欣赏前人的

名作，要主动创作出前无古人的传世佳作。中国画与皇权关系如此密切，作为

艺术品，它自身的发展轨迹甚至都受到皇权的左右，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的皇帝不在少数，下面我们从颇具代表性的三

位皇帝和与之相关的画作开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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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绎与《职贡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纵 25 厘米横 206.8 厘米的中国画残卷，现存画

面上描绘有列国朝贡使者十二人，从右向左依次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

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和末国。每一位使者身

后书写有一段记述其国家的方位、地理风物以及历来交往情况的题记。画面人

物均同一朝向侧身站立，所有使者均表现出恭谨的态度，这样的主题设定令画

面自由表达空间极少，画家不能使用人物姿态、故事情节的冲突变化来组织画

面，只能通过对人物的面貌、身体比例、服饰发型的不同刻画，甚至手和脚的

细微动作差别来表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使者的独特精神气质，然

而就在这极为狭小的表达空间里，画家显然做到了一幅此类题材的绘画所能呈

现的一切。在功用上这是一次列国朝贡的真实记录，在审美上这也是一张堪称

典范的中国画作品。

画面上的滑国使者，身材高大衣物厚实，袖手而立，满目的西北风貌；

波斯国使者，白袍袖手，冠履端正，满面髭须，面容奇古；倭国使者，赤足合掌，

比例偏大的头微微向斜上方探出，表示身材敦实矮小；狼牙修使者，肤色黧黑，

身体瘦长，头圆面满，全身只披一片布帛，脚步轻快，典型的热带风貌……次

第看去，每一位使者面容风骨均不同汉地，颇为奇异又各个不同，姿态表情又

全都在恭谨庄重中隐约透露着欣喜。宋代文人说描绘外夷须呈“慕华钦顺”之情，

对这幅画来说，这真是无比确切的形容了。画面是典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

画的方法，也是直至今日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方法，即以线为骨架，随类设

色，讲求墨线本身的表现力，再辅助以鲜明对比的不同形状大小的色块。这幅

画线条健劲，设色古雅，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显示出画家极深的功力。

这种异邦朝贡的题材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个专门的名目，称为《职贡图》，

这一幅便是传世的年代最早的职贡图，一般认为是出自萧绎之手，不过，此幅

并非真迹，是宋代摹本。

萧绎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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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  萧绎《职贡图》手卷（北宋摹本）  绢本设色  25 厘米×206.8 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作为画家还是作为他的本职——皇帝，似乎都不

是那么有名，许多简略的历史读物提到他所在的王朝南朝梁，往往只是提到他

父亲梁武帝的名字就足够了。毕竟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开创了汉传佛教食素

的历史，且与大名鼎鼎的达摩祖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会晤，这些都由于极具传

奇色彩而被后人大书特书。相比之下后世对元帝萧绎的演绎没那么多，虽然他

的事迹可读性也不弱。他的妻子却是广为人知，就是那个“徐娘半老，风韵犹

存”的徐娘。这个做事出格的女子个性极强。萧绎自小因病而眇一目，徐妃每

每知道他要来，就只画半面妆以讽刺他的独眼，“帝见则大怒而出”——活脱

脱一对怨偶，李商隐有诗云“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说的便是此

事。当然这跟他画画并没有关系，暂且不表，先来了解一下他的概况。

萧绎，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围困建康，梁武

帝饿死，萧绎趁乱翦除兄弟子侄，在江陵即位，在位仅三年，不慎招致西魏宇

文氏攻破江陵，遂被害，数十万百姓或被杀或被俘为奴。

史书记载其人好猜忌，为谋帝位对兄弟子侄极为残忍，自己又没有治理

国家的才能。然而他却十分好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冠绝一时，著述颇丰，

尚有一些留传至今。

萧绎善书画，尤善图绘异邦人形象，他应该算是我国最早的皇帝画家了。

虽然在萧绎之前，汉代有几位皇帝也很喜欢书画，但亲自下笔，而且还有作品

流传下来的，萧绎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位皇帝画家，更何况后来灭国，后世文人

口诛笔伐中，耽于书画不务治国一项也是极大的罪状。 

作为皇帝，亲自执笔描绘，而且刻画形象达到极深的功力，这需要很

高的天赋与大量的时间。天赋自不必论，梁朝萧家父子两代，算萧绎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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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四位文学大家，在文学史上“四萧”与“三曹”并称，在这一点上萧

家基因优势明显，而为绘画肯用时间，说明爱之极深，对艺术的爱好凌驾

于治国之上。

据《历代名画记》记载，萧绎一生聚名画、法书及典籍 24 万卷（一说

14 万卷），想来这耗费了他绝大部分精力。大军破城之时，他令人将所藏书

画典籍全部烧毁，并欲投火自焚，被“宫人牵衣得免”。暂时没有决心赴死

的萧绎决定投降了，可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一劫，最后被人用土袋闷死。元

帝爱书画，这一生与书画一同戛然而止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归宿，可惜他做

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最终既没有逃脱亡国之君的悲惨命运，也没有让自己

离开得更决绝些。

萧绎认为自己所藏即是自己私人财产，并不认为他这一烧，毁掉了多少

文化史上的珍品，也令他留下千古骂名，颜之推曾如此评论： “人民百万而囚虏，

书史千两而烟飏。史籍已来，未之有也，普天之下，斯文尽丧。”后世文人对

此举如此痛恨，这是由于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期，书籍的流传只能靠手抄，

能被皇帝搜罗到秘府的大多是珍贵的孤本善本，而书法和绘画作品则每一张都

是孤品，24 万卷可不是小数目，这么多的珍贵的典籍书画付之一炬，真可算

是制造了一场浩劫。但也正是书画卷轴太多不那么好烧，最后西魏将领于谨等

人在灰烬中，尚能拣出书画四千余轴，载回长安。

人君爱好文艺过甚，又没有安邦定国的才能，其下场可想而知。不过，

中国历代皇室贵胄与文人士大夫以法书名画为奇珍异宝，争相聚集甚至巧取豪

夺，这又是一个传统，即使爱好文艺到身死国灭这种程度的皇帝，也不只梁元

帝萧绎一个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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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与《江行初雪图》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唐 郑谷《雪中偶题》）

风起江上，层叠水波泛起，初雪纷纷，渔舟橹声咿轧……这是一幅江南

初冬的景象，可以入诗，也可以入画，诗人和画家都偏爱雪，还有雪中的渔人。

盛唐以后，文人们的审美从昂扬的沙场慢慢转到了精致的案头，山水画

也从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发展出了淡淡着色的水墨山水，逐渐形成了“微茫惨

淡”“荒寒”的审美。最惨淡荒寒无过于冬日景象，江上、风雪、渔人，从静

到动，构成了一幅绝佳冬景图的要素。“雪上江行”成了画家很爱发挥的母题，

画史中记载王维就曾画过很多这个题材的作品，可惜如今已不见真迹。现存最

早的雪上江行题材作品是五代南唐画家赵幹的《江行初雪图》。

这是一张 3米多的长卷，描绘了江南地区一场初雪下渔人的生活。寒风

乍起，天地一片清冷，江上泛起烟波，地面与芦苇丛上已有积雪，雪花还在纷

纷飘落，岸上的行人瑟缩不前，江里的渔人们还在照常辛苦地劳作。

画中描绘近 50 个人物，分为行人与渔人两种身份。

起首一段是一片长满芦苇的堤岸，两个纤夫正在拉着一条小船，小船上

的渔人也在用力撑篙。为了方便劳动，渔人和纤夫都在寒冷的天气里打着赤脚。

惹人注目的是第二个纤夫，他正回过头来，有什么吸引了他的视线。

顺着他目光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树丛下的小路上正走过来两个人，骑马

的年纪大些的人笼袖瑟缩着，幅巾被风吹起，巾脚猎猎地飘着。后面跟着步行

的小童，挑着包袱弓起背来抵御寒风的侵袭，二人的目光也都正看向拉纤的场面。

小路在骑马人身后延伸，有一座小桥，小桥后面，有两个骑驴的人正行

进过来，身后跟着挑担的童仆。走在前面的骑驴者正回头说着什么，有趣的是，

他乘坐的驴子也同时回头。看他们手臂和目光的方向，似乎是在谈论河对岸的

一伙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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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三个渔人正在压杆起网，中间的那位显然是被对岸的骑驴者吸引

了全部的注意力，脸上流露出奇异欣喜的神色，几乎忘了压杆，前面的渔人回

头在提醒他注意。左侧，一个小孩正躲藏在竹林中，羞涩地伸出头来好奇地打

量对岸的骑驴人。

骑驴人和两个挑担的小童身后，小路延展到画外，有行人的画面部分到

此处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是占画幅一半的渔人生活图卷。我们可以从被风纷纷

卷起的芦苇叶子看到寒风的凛冽，树干和岸边的枯草上也已经有了积雪，撑篙

的渔人紧抱着篙的身体姿态表示着他们感受到的寒冷。然而，分明有的工作需

要他们把寒冷抛到脑后，比如画面下方的两个抬着网的渔夫，他们的下半身几

乎赤裸着，却并没有看到有怕冷的表现，可以看出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十

分习惯了的。

再后一段，浩渺的江波上，随处可见正在起网和撑篙的渔人，水面上除

了小船、木排，还有渔家为了等待起网而搭建的窝棚。

五代  赵幹《江行初雪图》手卷  绢本设色  25.9 厘米×376.5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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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一段，江中一处避风的地方，一户渔人在船上升起了炊烟，一家人

分坐在两条小船上，蜷缩着身子，望着正在炊煮的食物。画面下方又看到了小路，

一个小孩跑在前面，一个推小车的老者随后出现，画面到此处戛然而止。天地

茫茫，江波无尽，向无穷的画外延伸。

看完整卷的《江行初雪图》，就仿佛跟随着画家饱游一番归来，江声犹然

在耳。画家对江南渔家生活一定十分熟悉，才能描绘出这样可信的具有盎然生

活气息的画面。这令人不禁揣测这幅图的缘起。

此时需要再回到画卷开首处，这里有“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幹状”几个字，

传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关于赵幹的资料非常少，目前也只知道他供职于南唐

画院，善画江浦渔父。这张画是进献给后主李煜的。

在传统诗词和绘画中，渔人代表归隐之心。“古来贤哲，多隐于渔”，早

在先秦时期渔人就被赋予了江湖隐逸的意义，一如我们十分熟悉的“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雪中渔人所呈现出来的天地清寒，渔翁自得的境界在诗

词和绘画中多有表现。在这里，渔人自身是否是隐者并不重要，渔家的生活自

然能够抒发出作者的隐逸之心。

赵幹之所以向李煜呈上雪中渔人的图画，自然是应其所好的。

南唐三代国主都喜爱诗文书画，到后主李煜时更加耽于此道。南唐从建

国到后主被俘共 39 年，只有烈主时期国势尚可，到了中主时就已经每况愈下，

后主李煜登基后，南唐国已经只剩半壁江山，国内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北方

强宋的威胁与日俱增。李煜本身性格善良懦弱又不通晓政事，这个国主做得

无限烦恼，只好终日躲避于诗文书画与谈佛说道之中。他时常写下这样的词

句：“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宴罢又成空，梦迷春雨中”，透露了

李煜内心多少苦闷无处排遣，想逃离却又无法脱身。他曾有《渔父词》二首，

流露出对江湖隐逸的向往：“浪花有意千里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

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

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词句间洋溢着对渔家生活的欣羡。渔人的自由

自在必然好过自己日日欢宴的迷梦，但身不由己的李煜只能在诗文书画中找

寻心灵的自由。

画史中记载赵幹进献给李煜的画作，都是田园牧人、江浦渔父的题材。

与赵幹同时的江南名手卫贤和中主时期的名画家董源流传下来的作品也大多为

山林隐逸的题材，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唐中后期朝堂之中自上而下弥漫着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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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现实的气氛。赵幹进献的渔家生活的画卷，也是以此抚慰后主李煜不能远遁

江湖的遗憾。

南唐灭国以后，赵幹此画中的天地荒寒之气，被解读为国势衰落、来日

必不久长的象征。此后，寒江渔父的题材作品就被视为不祥图景，很长时间都

没有画家涉猎。直到北宋中后期，国家太平日久，人心不再思危，苏轼、黄庭

坚、米芾等一干文人推王维为鼻祖，倡导绘画应该融入诗意，以表现“江湖趣

远之心”，尘封已久的这个题材才又被重新画起。

文艺需要感性，而治国则需要万分的理性，这也许是高超的艺术家做不

成好皇帝的原因，历史会改头换面一再重演，李煜之后，自然还有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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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与《瑞鹤图》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

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五代 李煜《虞美人》）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

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宋 赵佶 

《燕山亭 北行见杏花》）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尼采所说的“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王国维认为李后主的词，可谓以血写成，宋徽宗的《燕山亭》词也可以归入

此类。之所以是血书，自然是人生境遇悲凉到了泣血的地步。身陷他邦，日

夜思念故国，故国或已不在，或回归无望，满腔愁苦无奈只能化成诗句，算

是一点寄托。

后主与徽宗，二人是如此相似，同样地沉湎于笔墨丹青，治国无方导致

国破家亡，客死他邦。因此，千百年来流传着他俩是同一个灵魂的说法。据南

宋文人记载，一次神宗皇帝去秘书省赏李后主的画像，看到后主的俊逸儒雅，

再三感叹。而后忽然夜梦李后主前来拜谒，赵佶随后出生，果然文采风流，就

是李后主的风范。

赵佶本是神宗第十一子，排行离皇位很远，自然也并不用接受特殊的君

王之术的训练。他被封为端王，本来可以做一个富贵闲人，他也是这么要求

自己的，因此做了太多闲事。他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蹴鞠、射箭、品茶也是

魁首，尤其喜爱修道，由于善于著述，就顺便把这些玩好的心得写成了好几

部书。赵佶的书画水平可以担得起“独步天下”四字，他自创的书体“瘦金体”、

画体“宣和体”至今都是学习书法、绘画的范本。然而，造化弄人，该着北

宋的气数所剩无多，赵佶的兄长宋哲宗赵煦年仅 25 岁就病死了，且无可以

即位的子嗣，神宗的皇后向太后为巩固权力，力主赵佶登基。在一番考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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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后，被宰相章惇形容为“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赵佶就被推上了皇帝

的宝座。

当上了皇帝的赵佶越发信奉道教，平日修道斋醮炼丹，从不懈怠，也因

此笃信上天一定会佑护他和他的江山。在位初年，他也曾励精图治，而上天果

然也没有辜负他，在他即位不久，大观元年到大观三年，便在不同州县出现过

三次“河清”的圣境，三国时期曹魏李康《运命论》中说“夫黄河清而圣人生”。

看来赵佶无疑就是上天所兆示的圣人。自以为超凡入圣的皇帝赵佶不久就松懈

了勤恳治国的心，恢复了艺术家的做派，展开了对美的不懈追求。他四处搜罗

奇花异石，大兴土木修建园林“艮岳”。朝廷里奸佞当道，朝廷外匪盗四起，

但都暂时还没有威胁到社稷的根本，北宋帝国此时表面上甚至极尽繁华而且祥

瑞之兆迭起。

就在赵佶即皇帝位的第十三个年头，政和二年（1112）正月十六日这一天，

不知何处飞来一群仙鹤，乘着缭绕的云气，在皇宫的端门围绕飞鸣，久久方才

散去。这象征祥瑞的仙鹤和云气，明明是给帝国带来昌隆国运的征兆，赵佶相

信，这是他对待上天的诚心感召来的奇境。面对上天的垂兆，赵佶愿意亲自写

诗撰文并图丹青以铭记，作为他治国有方的明证来百代流传。

《瑞鹤图》全图严谨写实，体现了宋徽宗“格物穷理，极尽精微”的艺术主张，

下部画端门正面屋顶，鸱尾、垂兽、蹲兽、套兽以及瓦条脊清晰可见。云气中，

檐下右首柱还可辨认结构，甚至成为后世研究古典建筑的图示样本。画面主体

或立或飞的仙鹤 20 只，各个不同，顾盼有态，栩栩如生。

为了表达祥瑞的主题，此画将宫门顶部安排在画面正中偏下位置，宫门

屋顶居正中并左右对称，这种构图因为其缺少变化，是绘画中较少使用的形式，

但在此幅中恰好以其中正、沉稳的特性，确立了画面端正庄严的基调。屋顶衬

以大朵的祥云，不仅以变化的曲线和空白衬托了屋顶，更表明了宫殿祥云缭绕

不散的吉祥之意；上空的仙鹤，形态安排巧妙，仙鹤群列中，居上并处于外围

的鹤首向下，飞翔方向朝向画面下方的端门，与立在鸱尾上的两只仙鹤呼应，

居于下部的有四只鹤首向外上方，不仅整个布局中增添了灵活感而且暗示出了

仙鹤在成群列盘旋。整个鹤群边缘皆收在画中呈椭圆形，但因个体灵动姿态的

巧妙安排并不显得呆板，而给观者的感觉是鹤群在宫门上方徘徊不会离去。 

画面色彩的使用与布局，不仅形成了最好的画面效果，最佳呈现了主题，

更有着徽宗开风气之先的尝试。画面背景以石青平涂，这种手法取自五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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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用来装饰厅堂的“装堂花”，在卷轴画与册页画中很少应用。平涂的单纯

背景，更好地衬托出了姿态万千地飞舞的仙鹤，仙鹤本身，则是柔软翅膀与羽

毛大面积的白与刚劲有力的鹤腿与长喙劲利的黑线相对应，加之以点状的红色

鹤顶，是简单与丰富、动与静、平淡与绚烂的结合，体现了中国美学于矛盾中

追求和谐统一的境界。

徽宗在画卷题记的结尾写下了“御制御画并书”款压“天下一人”，同他

喜爱的其他画作一起，收入了《宣和睿览册》之中。一如我们所熟知的，这奇

景与画卷并没有带给他与他的帝国更多的福祉，15 年后，靖康之变爆发，我

们伟大的艺术家皇帝徽宗就与儿子钦宗一起，连同后妃、宗室、百官以及教坊

乐工、技艺工匠、珍宝玩物、皇家藏书等被押送北方，终其一生再没有回到过

都城汴梁。

官修史书中记载了中国出现过的 400 多位皇帝，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足

以让大多数的主角面孔模糊，然而总有些或浓墨重彩或振聋发聩的名字，在我

们今天提起来仍旧可以想见他们当年的姿容，史家们习惯以是否尽力治国恪守

本分来将皇帝分为有道明君与无道昏君两种，赵佶无疑属于后者的行列。

北宋  赵佶《瑞鹤图》高头大卷  绢本设色  51 厘米×138.2 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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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其他昏君不同，冷静如史官在提到徽宗赵佶与后主李煜时也不

禁灌注了复杂的感情。《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徽宗在被俘北上途中，听说府

库珍宝乃至嫔妃都被金人劫掠，都未曾动容，直至听说珍藏的三馆书画也尽数

被劫，才喟然而叹。其后以至于《宋史》这样的正统史书中写到赵佶，也不由

得评价说徽宗的失国，并非愚蠢暴虐，也不是有人篡夺，只是太过仰仗自己的

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玩物丧志，纵欲败度，后世切要引以为戒！言辞间不无

惋惜之情，负责编撰宋史的元脱脱写到《徽宗纪》，不由掷笔长叹：“宋徽宗诸

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明人将李后主与徽宗一并提及，写道：“李后主亡国，

最为可怜，宋徽宗其后身也。”

艺术作品总是比现实生活完美，因为它寄托了人们对完美事物执着追求

的愿望。近千年的时间过去，几经战乱与朝代更迭，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瑞

鹤图》这样将一代帝王美好愿望与艺术追求结合得如此完美的作品，这是我

们的幸运。后主词中怀想故国的“雕栏玉砌”，在徽宗的画卷上以另一种形

式永恒存在。

群鹤依旧飞翔在云气掩映的汴梁城端门，靠近些，似乎还能听见它们的

鸣叫。透过画卷，仿佛看到我们的艺术家皇帝那可悲可叹可怜又可赞的身影，

他生命中最后九年被囚禁在冰冷的北国，这里再也没有上天垂示的祥瑞。在这

里执笔写下：“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

时曾去”的词句。

不知他梦中曾去的故宫，是否依旧祥云缭绕，瑞鹤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