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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春宴”是康熙

瓷器纹样中的一个著名

款识（图1）。它通常单独

书写在器物的内底，比较

醒目。这个款识是什么

意思呢？“杏林”意指杏树

成林，“春”表示春季，

“宴”是宴会，组合在一起

的意思是：春天在杏林间

举行的宴会。

在中国历史上，“杏

林春宴”可是一场大名鼎

鼎的宴会。它起源于唐

朝，与科举考试有关。唐

朝的科举制度规定，每隔

三年在京城长安举行一

次选拔进士的会试。会

试在春季二月进行，试完

后要举办一系列的庆祝

活动。从放榜之日算起，

大的庆祝环节有送喜报、

谢座主、拜宰相、开杏园

探花宴、雁塔题名、举行

曲江池欢庆大会等等，小

的庆祝宴会更是不计其

数，要持续到五、六月间

才结束。

新科进士举行宴会，

长安城里各处名园都愿

意提供场地给他们使

用。当时长安城的游玩

中心在曲江一带，那里有

一处名为“杏园”的著名

花园。每年二月到三月

三日上巳节，“杏园”内千

万枝杏花竞相绽放，是游

人赏花游春的绝佳去

处。新科进士们最津津

乐道的“杏园探花宴”就

定在那里进行。

“探花宴”具有狂欢

的性质，举行的方式是这

样的：宴会那天，新科进

士齐集杏园，选出最年轻

的两位作为“探花郎”，骑

马跑遍曲江附近和长安

各处名园，采摘牡丹、芍

药之类的名花，回到杏园

供大家观赏。“探花郎”出

发之后，其他进士也可出

动采花。如果有别的人

先采到名花，两位“探花

郎”就要受到惩罚。新科

进士去采花时，会受到各

处名园主人的热情恭贺

和款待，这使进士们的虚

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代许多进士都写

过与“杏园探花宴”有关

的诗作。有研究者搜寻

《全唐诗》，搜到的相关诗

篇有110首左右。孟郊的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

看尽长安花”诗句，写的

就是参加“杏园探花宴”

时的得意心情。正因为

“杏园宴”有这么大的来

头，难怪清代瓷器上要题

写“杏林春宴”这样的款

识了，目的自然是鼓励学

子们积极参加科举考试，

争取高中进士，实现参加

“杏园宴”的梦想。

“杏林春宴”既然名

气这么大，那么有没有用

来表达这一主题的瓷画

呢？有的。图2是康熙年

间出现的一幅瓷画。我

们从画的右侧那一株占

据半幅画面、花朵正在盛

放的树可以看出，画者在

突出它的存在。这是什

么树呢?从树的形态看，

叶呈宽卵形，花有五个

瓣，这正是杏树的特征。

除此之外，画面中还有草

地、洞石、花卉和一只飞

燕。图中有燕，既可表示

春天的季节，也因谐音

“宴”，可表示“宴会”。因

此，这幅图表现的正是

“杏林春宴”这个主题！

在图2这幅瓷画里，

除了通过杏树与飞燕示

意“杏林春宴”外，画面左

侧的一朵灵芝和一丛兰

花也值得关注。“芝兰”在

古代常用来比喻具有优

秀品质的青年才俊。在

“杏园”里生长着“芝兰”，

正是以此象征参加“杏园

探花宴”的新科进士。可

以说，画中的灵芝与兰

花，是“杏林春宴”画意的

绝妙配角。有了它们，整

幅瓷画就更加丰满生动

了起来。

说到这里，顺便来探

讨一下乾隆官窑《杏林春

燕图》与民窑《杏林春宴

图》的关系问题。十余年

前，香港曾经拍卖过一只

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

燕图》碗，一亿五千多万

元的成交高价轰动一

时。此碗在白色碗壁上

绘红色杏花、绿色柳树和

两只黑色飞燕，颜色搭配

非常漂亮，正好可以体现

出珐琅彩色彩丰富、艳

丽、细腻的优点。不过，

将此碗的画面定名为《杏

林春燕图》，似乎就成了

单纯的风景画了。

笔者推测，乾隆御制

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

的画面，很可能是借用康

熙民窑《杏林春宴图》稍

加改造而来。《杏林春宴

图》画面很美，但皇家用

品不屑于科举题材，故画

师将此图搬到官窑瓷器

上时，有意加画柳树，变

单燕为双燕，又改名为

“杏林春燕”，一方面可使

构图和色彩能体现皇家

的高贵，另一方面也可让

画面与科举的联想离得

远一点。

虽然官窑的《杏林春

燕图》碗有它陶瓷工艺上

的许多优点，但从画意角

度看，恐怕不如民窑的

《杏林春宴图》精彩。

■江苏南京 胡剑明

“儿行千里母担忧”

乃自古始然的母亲情

感。这幅光绪朝瓷画《送

考图》（见图），令人无法

忘怀。画面上，年轻的举

子将要远行参加科举考

试，白发老母拄杖再三叮

咛；门内的新媳妇举袖至

腮，似乎刚刚哭过，抬起

的手臂又似欲言又止；婆

媳之间的使女，转身聆
听；男主人身后的书僮，

挑着挂有雨伞的书箱迈

步欲行……每个人的神

态都描绘得惟妙惟肖。

背景画得也十分精彩，花

窗粉墙、曲栏洞石、茂密

的梧桐芭蕉掩映宅院，上

面祥云缭绕，状如盘龙。

边饰是“万”字锦地开窗，

四个开窗内分别画着琴、

棋、书、画。

“进京赶考”，这可谓

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

度的专有名词。那时，全

国的学子们先要通过乡

试考上秀才，再通过州县

考试考上举人后，才有资

格进京考取进士。由于

每次考进士的时间是确

定的，考试的地点又多在

皇帝所在的京城，所以便

有了“进京赶考”一说。

明清两代，每3年在京城

举行一次会试，而明代永

乐年间迁都后，一直实行

两京制度，分别是北京与

南京，所以，除了以上两

地的考生外，其余省份都

必须前往京师考试。

史料记载，左宗棠从

道光十三年（1833）开始，

22岁就踏上了赶考的旅

途，由于前两次落榜，道

光十七年（1837）12月初，

左宗棠第三次赶考，道光

十八年（1838）2月抵京，

大致用了3个月的时间。

再如丁治棠，四川合川

人，参加光绪十五年

（1889）举行的会试，于光

绪十四年（1888）阴历十

二月二十日从家中出发，

坐船到重庆。23日，他再

坐船前往上海。用了将

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

正月20日到达上海。2

月初二到天津港，初七到

达北京，他在路上一共花

了47天的时间。4月26

日，他离开北京回家，回

家路线相同，7月回到重

庆。丁治棠到北京参加

会试，前后一共用了8个

月的时间。

除了路遥、开支大、就

是途中的安全和疾病的问

题了。走到偏僻人稀之

地，土匪抢劫赶考举子的

事件虽不能说没有，但很

少发生。因为，举人赶考

所带路费都不多，而官府

对抢劫举子的土匪追查

严，且判刑重，土匪犯不着

冒险去干获利不多的事。

另外，土匪也不会抢错，因

为赶考的举子大多用黄布

做成旗帜，大书“奉旨会

试”等，结伴招摇上路。

赶考的举人，最大担

心和麻烦就是路上生

病。同治十二年（1873）

癸酉科举人，晋宁州金砂

村的李承祜、李承祐兄弟

俩，于光绪十五年（1889）

双双赴京会试。李承祐
在路途上受了风寒，到京

城后卧床不起，没等到会

试便病死京城。兄长李

承祜忙于料理胞弟的后

事，又要扶柩回晋宁，只

好放弃会试。此后，李承

祜也没有考中进士。可

见过去“赶考”的举子真

是要让母亲非常担忧了。

光绪朝青花不仅故

事好，纹饰也丰富，凡是

在清代能见到的纹饰，光

绪朝都有。纹饰画法主

要有三种：第一为单线平

涂法，其中以仿康熙雍正

的缠枝莲纹最多，这是工

匠将传统画法简化；第二

为单线平涂法加点染法，

用于仿清三代，在画风上

多带光绪特点；第三是光

绪朝多创新，纹饰清新，

笔法细腻，风格朴实，有

绢画效果。我们从这幅

“送考图”可领略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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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 阜青

棒槌瓶创烧于清康

熙时期，因其瓶腹平缓

适宜展示瓷画之美，故

广为流行。此件棒槌瓶

高42.5厘米，盘口，短直

颈，圆折肩，圆筒状长

腹，圈足。挺拔俊秀，口

沿绘以“卍”字方胜纹，

颈部则装饰上下两条带

如意云头纹。

主题纹饰为八仙拜

寿，“八仙”作为道教神

仙颇受世人喜爱，相比

于佛祖和菩萨那样高高

在上，虚无飘渺，法力无

边，八仙与世俗人间更

为亲近；他们只是“游戏

人间”的散仙，法力平

凡。他们混于世俗的目

的是度人升仙，各自身

上却还带有不少普通人

常见的缺点，例如吕洞

宾贪酒好色，半人半神，

身上不乏令人忍俊不禁

的小故事，让人倍感亲

近。画面中，吕洞宾、何

仙姑、张果老率先到抵

仙岛，他们或正拜谒主

人，或展卷看贺寿之词，

或微笑恭贺，颇为有趣，

而身后曹国舅挥手高

呼，似乎在催促空中赶

来的仙友。仙山祥云之

间，华美亭台之上，绘者

营造出喜庆热闹的祝寿

场景，八仙富于世俗的

性情被表现得淋漓尽

致。

此瓶画工用笔精工

古雅。线条勾勒流畅自

如，青花设色清丽淡

雅。为仿明嘉靖博古大

气，豪放不羁的风格，此

瓶在绘画山石祥云上更

为粗狂潇洒，在看似古

稚的简单用笔中又自然

流露康熙所特有的细腻

优雅，犹如写意水墨之

中又点缀以精细工笔，

兼工带写，颇有后世齐

白石之画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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