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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 马小江

古人云：五月碧苍苍，蚕老
枇杷黄。唐代诗人刘长卿《立
夏》诗云：“南疆日长北国春，蝼
蛄聒噪王瓜茵。新尝九荤十三
素，谁家村西不称人。”诗中的

“新尝九荤十三素”指的是江浙
一带立夏时节的尝新习俗，而枇
杷便是“十三素”之一。

立夏后，日照增加，气温回
升，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茁壮
成长阶段。这时，枇杷相继成熟
上市，正是吃枇杷的时机。作为

应季水果，枇杷酸甜味美，营养
丰富，成为立夏时节人们的口
福。吃枇杷还寓意家庭美满、事
业成功。古往今来，除了诗歌对
其赞美，它也成为丹青高手笔下
的题材，譬如宋代林椿等人笔下
的枇杷，都是画中极品。

南宋林椿的《枇杷山鸟图》
（见图），纵26.9、横27.2厘米，绢
本设色。画中描绘的是江南五
月，成熟的枇杷果在夏日的光照
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翘尾引
颈栖于枇杷枝上正欲啄食果实，
却发现其上有一只蚂蚁，便回喙

定睛端详，神情生动有趣。枇杷
枝仿佛随着绣眼的动作重心失
衡而上下颤动，画面静中有动，
妙趣横生。

《枇杷山鸟图》中绣眼的羽
毛先以色、墨晕染，随后以工细
而不板滞的小笔触根根刻画，表
现出鸟儿背羽坚密光滑、腹毛蓬
松柔软的不同质感。枇杷果以
土黄色线勾轮廓，继而填入金黄
色，最后以赭色绘脐，三种不同
的暖色水乳交融，从而展现出枇
杷果成熟期的丰满甜美。枇杷
叶用笔致工整细腻的重彩法表
现，不仅如实地刻画出叶面反转
向背的各种自然形貌，且将叶面
被虫儿叮咬的残损痕迹亦勾描
晕染得一丝不苟。

林椿，生卒年不详，浙江钱
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时期画
家。孝宗淳熙年间曾为画院待
诏。绘画师法赵昌，宗徐崇嗣。
工画花鸟、草虫、果品，设色轻
淡，笔法精工，设色妍美，善于体
现自然的形态，所绘小品为多。
林椿傅色轻淡，深得写生之妙，
极富生趣，所作花鸟果品直接以
色彩分出物象之浓淡，层层晕染
阴阳向背，饱满莹润轻匀透明，
四实烂漫，鸟雀偷窥，惊飞欲起，
栩栩如生，尤小幅笔触工细，布
色鲜明，静中寓动，生机盎然，为
世人所宝。当时赞为“极写生之
妙，莺飞欲起，宛然欲活”。正因
为下足了写实功夫，林椿的花鸟
果品，件件栩栩如生、惟妙惟
肖。这件《枇杷山鸟图》被北京
故宫博物院收藏。

■福建南平 支荣慧

道光咸丰年间，
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
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
之盛，一直延续到严
复、林纾和新文学的
诞生。而桐城派形成
完整的理论体系，姚
鼐功不可没，他被盛
誉为“中国古文第一
人”“中国古文的高
峰”。姚鼐著有《惜抱
轩全集》，所编《古文
辞类纂》风行一时，有
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
影响。

姚鼐，清代著名
散文家，与方苞、刘大
櫆并称为“桐城三
祖”。安徽桐城人，字
姬传，一字梦谷，室名
惜抱轩，世称惜抱先
生、姚惜抱。乾隆二十八
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
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
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
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
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
十多年，“士子得以及门为
幸”。姚鼐非独特文美，其
翰墨亦为世重。

姚鼐行草七绝中堂
（见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正文四行，落款两行，第一
行仅两字居于第二行中间
位置，署惜翁。释文：“春
楼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
杜牧之。芍药梢头初茧
栗，扬州风动鬓成丝。”从
此作可窥他的书法造诣极
深，取法董其昌、“二王”为
源，得其神髓、神韵。清疏
枯淡，气洁神清，运学问文
章之气发于毫端，信笔写
来，高致逸气，超迈千古，
意境高远，很值得细细品
味。行笔不紧不慢，适当
的连笔，使整幅作品鲜活
起来。笔力苍劲有力，力
透纸背，非常人所能达。
即使破笔，蕴藏的力量也
让人望而生畏。有些字虽
笔画纤细，如第一行的

“十”、第二行的“芍”字，但
线条质量仍极高，不失于
油滑，似钢筋一般有力。
此作第一行的“帘卷”、第
二行的“梢头”、第三行的

“扬州”都出现了破笔，这
是受到朴学兴起崇碑的影
响，对清代的书法发展有
前瞻意义，毕竟在文坛上，
姚鼐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人物。此作乍一看一般，
但细细品味，越读越美。
姚鼐论书法，也贯彻“天与
人一”的主张。在《快雨堂
记》中，他借王文治之口，
表达自己对书法的见解，
认为学习书法，既要有“成
翼而飞，无所于劝”的天
赋，也要有“遗得丧，忘寒
暑，穷昼夜为书”的功夫，
并能“俟其时而后化”。在
《论书绝句》五首中，他主
张有神，谓“笔端神功有天
随”；不应追求形似，“论书
莫取形模似”；更要扫除积
习，“古今习气除教尽，别

有神龙戏绛霄”。此作
正 是 姚 鼐 理 论 的 实
践。姚鼐为宦、为文、
为师，悉负时誉；古文、
诗歌、书画，并称三绝，
这便是姚鼐，这便是桐
城派集大成者的风采!

但无论如何，姚鼐
在书法有多深的造诣
或者发挥多大的作用，
与他在文学上达到的
成就，都显暗淡。他在
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
础上提倡文章要“义
理”“考证”“辞章”三者
相互为用。所谓“义
理”就是程朱理学；“考
证”就是对古代文献、
文义、字句的考据；“辞
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
文采。这些主张充实
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
对方苞“义法”说的补

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
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
章的风格，这对我国古代
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
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

“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
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
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
阴阳刚柔的变化，“阳刚”
就是豪放，“阴柔”就是婉
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
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
的风格变化，其实就是作
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
现。同时，又发展了刘大
櫆的“拟古”主张，提出

“神、理、气、味、格、律、声、
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
人，初步是掌握形式，进而
是重视精神，才能达到高
的境界。事实上，他的这
些文学理论对于书法有借
鉴作用。姚鼐以宋儒之学
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
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
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
长。《清史稿·文苑·姚鼐
传》赞姚鼐“为文高简深
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
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
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
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
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
于方，理深于刘”。可以这
样说，没有在文学上的成
功，他的书法一定会是平
淡寂然的。

■浙江 温永

晚唐诗人杜牧《过华清宫三
首·其一》云：“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在
五六月份成熟，与香蕉、菠萝、龙
眼一同号称“南国四大果品”。
2012年12月8日，荣宝斋（上海）
2012秋拍在上海四季酒店举槌
开拍。在书画专场中，国画大师
李苦禅的《铁树荔枝》以120万
元起拍，最终以200万元的价格
落槌。这件《铁树荔枝》曾经李
苦禅之子李燕鉴定为真迹。李
燕认为：此画约作于上世纪40
年代中期，如是题材甚少见，题
字亦精。

李苦禅《铁树荔枝》（见图），
设色纸本，长 131.1、宽 64.2 厘
米，约7.6平尺。款识：“是树是
铁，是一是二，乃波罗蜜。此悲
盦老人画铁树与波罗蜜句。茲
写铁树与荔枝，亦借用之。苦
禅”。钤印：苦禅。李苦禅的画
气魄宏大，气势雄浑逼人，大气
非凡。他画巨幅游刃有余，有的
作品甚至是用四张丈二宣纸连
接，用如椽大笔，以盆盛墨，登梯
挥洒而成。李苦禅在画小幅作
品时，笔墨同样有气势，他总是
用大笔画小画，用大笔直抒胸
臆。李苦禅恩师齐白石对他大

气厚重的笔墨赞誉有加，曾在李
苦禅给许麟庐画的《双鸡图》上
题道：“雪个先生（朱耷）无此超
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乾嘉后，
笔墨无出其右者。”还说，“今后
的笔墨要看苦禅的了。”《铁树荔
枝》中铁树、荔枝、山石布局和
谐，但用笔凝重，魁伟挺劲，用墨
雄浑大气，别具一格，让整个画

面就像铁画一样凝重有力，给人
一种雄健磅礴的感觉，这和他厚
重的笔墨是分不开的。李苦禅
喜欢用重墨，墨重方显其厚。他
在谈到笔墨时曾说：“墨要厚才
耐看。色也要当墨用，不论红还
是绿都能达到墨分五色才厚。”

荔枝分布于中国的西南部、
南部和东南部，广东和福建南部
栽培最盛。它在中国的栽培和
使用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
年前的汉代。最早关于荔枝的
文献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
赋》，文中写作“离支”，割去枝丫
之意。原来，古人已认识到，这
种水果不能离开枝叶，假如连枝
割下，保鲜期会加长。对此，明
代李时珍也认可。《本草纲目·果
三·荔枝》（释名）：“按白居易云：
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日味
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此义
也。”大约东汉开始，“离支”写成

“荔枝”。有意思的是，《铁树荔
枝》款识中，不知是李先生有意
为之，还是一时疏忽，在写“荔
枝”时漏掉“枝”字，便在旁侧补
以“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
如此倒也顺理成章，相映成趣。

荔枝味甘、酸、性温，入心、
脾、肝经；可止呃逆，止腹泻，是
顽固性呃逆及五更泻者的食疗
佳品，同时有补脑健身、开胃益
脾、促进食欲之功效。

铁树荔枝两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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