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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周安庆

清末民初文人陈作霖、

陈诒绂父子，乃近世著名的

南京本土方志学者，所纂《金

陵琐志》、《金陵通记》、《金陵

通传》、《金陵艺文志》、《金陵

园墅志》等乡邦文献，内容翔

实，影响深远，至今依然为人

称道。不过陈作霖胞弟陈作

仪亦好文史，其著作《凤叟八

十年经历图记》，采用一图

（以水墨国画形式表现）一记

方式述画个人生平事略，其

中还有不少图文描摹南京、

上海、天津、安徽、浙江、湖南

等地风情民俗、风物旧貌和

沧桑变迁，因此具有比较高

的史料价值。

籍贯江宁（今江苏南京）

的陈作仪（1858─1934），字

凤生，号乌榜村农、凤叟，因

居金陵城西乌榜村逸园（今

南京堂子街一带），世人亦称

逸园先生。清末光绪十四年

（1898）他考中举人，光绪十

六年迈入进士门槛，后赴湖

湘、浙江、天津等地做官，清

朝倾覆后返回南京寓居，并

终老于此。陈作仪一生嗜文

善画，而且还著有《蚊睫巢笔

记》、《息庐谈荟》和《逸园诗

文集》，惜均未能予刊行。

原 来 晚 清 咸 丰 三 年

（1853）三月，洪秀全领导的

太平军攻克江南重镇金陵，

陈作仪的父亲陈元恒不得不

携家人逃离南京。陈作仪所

作《凤叟八十年经历图记》，

关涉其一生的主要经历。该

书原计划图记百帧，后来只

存绘画89帧、记述88篇，每

幅均以四字为题图记。开篇

“濠梁诞生”讲述作者咸丰年

间出生于安徽凤阳之事，终

于民国十七年（1928）到扬州

后所记的“绿杨城郭”。末尾

反映陈作仪民国二十三年

（1934）“邗上（江）重游”的情

形，系其侄陈诒绂所补。

1934年陈作仪故世后，该书

由他的女婿帮助刊行问世。

值得一提的是同治三年

（186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后，在凤阳出生的陈作仪才

随家人返回南京。他对古都

南京怀有深厚的情愫，曾效

仿昔人文雅之举，绘有《金陵

四十八景》纸本设色图页（现

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画面清

秀隽逸，笔墨功底不凡，颇为

引人入胜。而《凤叟八十年

经历图记》中关涉金陵的部

分，大约40余篇幅，不少篇章

笔墨交融，流畅优美，充满了

诗意画境，令人心驰神往。

譬如“雨集妙相庵”是清

代金陵梅雨季节的传统习俗

之一。“正月十六爬城头”是

昔日南京的一项重要民俗。

“西城踏青”忆写作者在光绪

九年（1883）正月十六日登金

陵汉西门城墙、前往清凉山

驻马坡的经历，“外望江帆，

内俯林壑”，遥想诸葛亮观览

金陵形胜，发出“钟山龙蟠，

石城虎踞”慨叹，颇具思古幽

情。南京乌龙潭畔的“薛庐”

文气盎然，晚清学人薛时雨

在此常于名流文宴雅集；“莫

愁赏夏”亦是老南京人的重

要习俗。但见一泓澄水皎如

明镜，近岸荷花竞放，红碧相

映，远处逶迤诸山倒映于荡

漾清波中，陈作仪不禁感叹

该湖“为夏日清游最胜处”；

“半山逭暑”描写作者在宣统

元年（1909）五月间，雨后拜谒

王安石的南京故宅半山园情

景，当时“山后泉声，栏边荷

影，清香徐至”，令人洗涤尘

襟；“豁蒙观云”为他在1920

年4月游历南京鸡鸣寺时，在

鸡鸣山畔的豁蒙楼上品茗，

尽情纵览亘古不变的远山近

水，心中难免产生彻悟之感。

秦淮河乃古都南京永远

绕不开的话题。该书中就记

有“秦淮放舟”、“桃渡寻诗”、

“凤台吊古”、“丁帘消夏”等篇

章。光绪十年（1884）初夏，陈

作仪在“十里秦淮”桃叶渡畔

适逢友人高氏兄弟，相邀买

酒小饮，微醺后泛舟青溪深

处尽享纳凉，流连至夜深二

鼓才归，父亲陈元恒对他担

心之余面露愠色。陈作仪遂

实情相告，并将所咏诗稿呈

上。其父阅后竟然怒气大

消，反而赞叹此诗清圆流利，

一气呵成，可以赎罪矣！然

后“相与一笑而寝”……

清末民初文人陈作仪《金陵四十八景》图页之“报恩寺”

陈作仪《凤叟八十年经历
图记》之“豁蒙观云”

■山东东营 刘志恒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最近

征集到两枚一心天道龙华圣

教会的银质徽章，均为圆形，

上端都有一作为穿线佩戴用

的花瓣形钮。其中一枚（上

图）直径3.5厘米，厚0.18厘

米，重13.43克。两面都铸有

铭文，正面上方是“大灵山佛

教联合总会”9字，中间是

“佛”字和数字“19824”，下端

是“还乡佛子”4字；背面上方

是“丨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慈善

证章”13字，下端是“三教合

丨大收原”7字。另一枚（下

图）直径3.4厘米，厚0.12厘

米，重11.51克，两面同样都铸

有铭文，正面上方为“大东亚

佛教联合总会”9字，中间为

“佛”字和数字“1585”，下端为

“还乡佛子”4字；背面上方为

“丨心天道龙华圣教会”9字，

中间竖铸“丨真”2字，下方为

“三教合丨大收原”7字。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初

名为“大灵山一心堂”，创始人

是山东省长山县人马士维（或

写“士伟”）。1934年5月间，

经内政部和天津市政府批准

备案，取消“一心堂”名称，改

组为“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该会办理“慈

善”，拉拢人心。他们在天津南市施

赈，在南京大舞台设收容所，收容难

民。日本占领军发给一心天道龙华圣

教会大米五十包，供该会搞“慈善”。该

会见有机可乘，遂投靠日本侵略者，一

方面办“慈善”活动，一方面靠拢日本。

1939年，天津遭受水灾。该会利

用天灾人祸之机，打着日本当局的旗

号，向灾民施小恩小惠，扩大影响。为

讨好日本侵略者，该会头子不惜背叛

民族利益，下令道徒捐铜，然后以该会

名义捐献给日本侵略者，供其制造枪

炮屠杀中国人民。此外，还向日军捐

送了一批慰问袋，内装日用品。在日

本侵略者扶持之下，一心天道龙华圣

教会很快发展起来。该教会在抗日战

争期间的卖国投日之举，臭名远扬，民

愤极大。1950年12月，该教会被政府

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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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社旗 张春岭

明代画家张路（1464—

1538），字天驰，号平山，祥符

（今河南开封）人，以画山水

人物擅长。如果不用笔墨、

线条这些绘画的专业术语来

考量，张路所绘人物，总是能

够抓着人物的动态瞬间，像

现代摄影家抢拍运动场上运

动员一样，生动而传神地表

现人物。他的《骑驴图》，画

一老者骑驴而行。老者稳坐

驴背，悠然自得，小毛驴边走

边叫，让人好像听到了得得

的驴蹄声和欢快的嘶鸣。张

路绘画，不喜题款，让人无从

猜测老者的身份，但也给人

留下了更为广阔的想像空

间。

中国历史上，诗人和驴

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一

般人的想像。凡是见到书画

上的骑驴人，除了骑毛驴回

娘家的小媳妇，都要往诗人

方面联想。

诗人和驴的关系，从魏

晋时期逐步凸现。竹林七贤

之一的阮籍，任东平太守时，

一反走马上任的惯例，竟然

骑驴而去，任上十日，清肃一

郡，然后又骑驴悠然离去，留

下一个风流潇洒的背影。而

同时代的魏文帝曹丕，与一

帮文友参加朋友王仲宣的葬

礼时，因为王好驴鸣，竟然每

人学上一阵驴叫，来送别这

位朋友。

盛唐是中国诗歌的巅

峰，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双

子星李白和杜甫都活动在这

一时期，并且都因为骑驴而

留下了千古佳话。李白骑

驴，发生在他“仰天大笑出门

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理想

破灭之后，“曾令龙巾拭吐，

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

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

阴县里，不得骑驴？”这一段

狂放不羁之语，好像掴在狗

眼看人低的华阴县令们脸上

的一记耳光，让人解气。相

对而言，杜甫则是一位资深

的骑驴诗人。这位怀揣着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梦想的伟大诗人，却过着“骑

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

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日

子，不能够骑在耀武扬威的

高头大马上，而是骑在向来

被称为“蹇驴”的驴背上，去

远房的侄儿家蹭口饭吃，诗

人的胸中，隐藏了多少的无

奈和悲辛。

真正可能称为驴背诗人

的，是中晚唐时以苦吟著名

的贾岛。他早年遁入空门，

还俗后穷困潦倒，日子过得

苦；他一心做诗，“两句三年

得，一吟双泪流”，诗做得

苦。长安大街上，他骑着一

头毛驴，摇头晃脑地吟哦“鸟

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为

拿不准用推或用敲而犹豫不

定，一时间神游像外，连冲撞

了京兆尹韩愈的车马也浑然

不觉，幸而韩愈也是一位诗

人，要不，又要被押入大牢。

正是从贾岛开始，诗人、骑

驴、吟诗成为不可分割的整

体，骑驴吟诗成为诗人的代

表形象。晚唐诗人郑綮，当

别人问他有无新作时，他回

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

背上，此处何以得之？”诗人

唐彦谦在《忆孟浩然》中说

“雪晴驴背兴无穷”。在他们

心目中，只有在驴背上，才可

能诗思勃发，诗意无穷。

到了宋代，陆游的《剑门

道中遇微雨》，成为脍炙人口

的传世名作：“衣上征尘杂酒

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

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

门。”骑驴吟诗成为诗人的象

征，后来，以至竟将诗人称为

“骑驴人”，清张问陶的《题

画》诗云：“我亦长安车马客，

几生修到骑驴人。”

张路《骑驴图》中的老

者，不会是李白杜甫，也不会

是贾岛陆游，他是在与野老

相聚的三杯浊酒之后，悠然

而回，还是因驴背得到佳句

而洋洋自得，已经无从得

知。只有这一驴背诗人的形

象，穿越历史，走到我们的面

前。

驴背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