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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王德安

太宗怀鹞
这是一只清代的粉彩小

碟，画着一位戴皇冠者拿着一
只鹞鹰，还有一位大臣和侍者，
这是唐太宗的一个故事（图1）。
唐太宗得到一只鹞鹰，极其俊
俏奇异，私下里在内宫把鹞鹰
架在手臂上玩赏，这时看到魏
征来了，就急忙把鹞鹰藏在怀
里。恰巧被魏征看到，魏征走
上前去汇报事情，趁机向太宗
讲古代帝王由于安逸享乐而亡
国的故事，含蓄委婉地规劝太
宗。魏征是唐朝政治家、思想
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是当时宰
相。他敢于犯颜直谏，辅佐唐
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
业，太宗尊其为“人镜”，后世人
称其为“一代名相”。

魏征故意把话说得很长，
鹞鹰在太宗怀里拼命挣扎，太
宗担心鹞鹰被捂死，但又不便
直接将魏征赶走，因为魏征毕
竟说的是国家大事，只是婉转
地催魏征快说。太宗向来尊敬
魏征，只有让他把话说完。然
而魏征说个没完，鹞鹰最终还
是被捂死在唐太宗怀里。

鹞鹰虽然死了，但一代君
王敬畏真理、采纳忠言的精神
却活了。

梨园调舞
这是清代嘉庆年的一只粉

彩外销瓷茶盘，画着一位皇帝
和一群歌舞伎，五位女子分别
持不同乐器伴奏，一女（估计是
杨贵妃）在舞蹈，另一侧有两位
女侍者捧着酒壶和点心。这个
画的是唐明皇（唐玄宗）梨园调
舞图。堂堂一国之君，居然会
当导演？是的，唐明皇就是个
多才多艺的导演（图2）。

纵观中国历史，既有辉煌
政绩，又有才能、技艺的全才皇
帝似乎还只有一位唐明皇能算
得上。尽管他也未能善始善
终，但开元盛世的功业在历史
上是不可磨灭的。

唐明皇是多才多艺之君。
史书上说他“性英武，善骑射。
通音律、历象之学”，“性英断多
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八分
书是隶书的一种）。在这多方
面的才艺中，他成就最卓越的
应该说是音乐，但最享盛誉的
却是在戏剧方面。

旧日的戏剧界，即梨园行，
唐明皇有开山之功，所以尊奉
他为行业神和祖师爷。早前，
旧戏班还设有唐明皇神位，遇
年节庆典或收徒谢师都要礼拜
祭祀。“梨园”是唐明皇教习训

练歌儿舞女的地方。后来“梨
园”就成了戏剧界的代名词。

“梨园”流传着很多关于唐
明皇的传说，并由此在戏班中
形成一些规矩套子。传说，唐
明皇曾梦见一个长尾巴的老
人，领着两个小孩，一个手拿笛
子，一个手拿鼓板，老人叫他找
些幼年子弟，分成生旦等行当，
再请名家编制乐曲，训练他们
弹唱歌舞。醒来后唐明皇便封
老人为老狼神，封两个小孩为
清音童子和鼓板郎君。老狼神
就成了戏班供奉的神灵。

唐明皇自小酷爱戏曲舞
蹈，显示出演艺天赋。早在公
元690年，武则天执政初的一
次宫廷舞会上，年仅六岁的李
隆基就曾登台演出。他男扮女
装，表演了一曲古代舞剧《长命
西河女》，博得满堂喝彩，受到
武则天的赏赐。

君臣对弈
这是一块明嘉靖年的青花

瓷片，画着君臣二人对弈，说的
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徐达下围棋
的故事（图3）。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喜欢下
围棋，当时朝中名臣徐达是一
位弈林高手。可是朱元璋每次
找徐达对弈，徐达总是败在他
手下。对此朱元璋心里明白，
恐怕这是徐达有意让自己的，
然而朱元璋有时又很自信，他
觉得徐达未必就能赢自己。一
次，朱元璋又叫徐达在莫愁湖

“对弈楼”下棋，事前一再告诉
徐达：你要尽量施展棋艺，胜负
决不怪罪你，这回真正决一胜
负。于是，阵势拉开，两人从早
上下到中午，午饭也没顾上
吃。这时，朱元璋节节逼近徐
达，眼看胜局在望，心头一高
兴，便脱口问徐达:“爱卿，这局
以为如何?”徐达微笑着点头答
道：“请万岁纵观全局！”朱元璋
连忙起身细看棋局，不禁失声
惊叹：“哦！朕实不如徐卿也！”
原来朱元璋发现徐达的棋子竟
布成“萬歳”（万岁）二字。

朱元璋为了嘉奖徐达的功
绩和棋艺，当即将“对弈楼”和
整个莫愁湖花园钦赐给徐达，
并将“对弈楼”更名为“胜棋
楼”。从此，徐氏世代掌管莫愁
湖湖产直到近代。至今“胜棋
楼”内还挂有徐达的肖像。后
人为此还撰写了这样一副对
联：“莫愁女观花眉飞色舞；朱

元璋对弈好大喜功”。
太祖引弓

这是一块康熙年的青花瓷
片（图4），画着一个人拉满弓
箭在马上狂奔，此图名为太祖
引弓。是哪个太祖？

有人说画的是元太祖成吉
思汗，成吉思汗善于骑射征战，
一生共进行60多次战争，除十
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
外，无一失败。因此中国学者
刘乐土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
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
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
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
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
铁骑，势如破竹……在广袤的
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
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
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
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
汗！”但清代的瓷器上画元代皇
帝不可能。

有人说画的是清太祖努尔
哈赤，努尔哈赤是清王朝奠基
者，他通满语和汉语，喜读《三国
演义》。25岁时起兵统一女真各
部，平定中国关东部，明神宗万
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割据辽
东，建元天命。萨尔浒之役后，
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
明朝在辽七十余城。

天命十一年（1626）兵败宁
远城之役，同年四月，努尔哈赤
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七
月中旬，努尔哈赤去世，葬于沈
阳清福陵。清朝建立后，尊为
清太祖。

说起努尔哈赤骑射的本领
也是好生了得。万历十六年
（1588）四月，努尔哈赤亲自迎
娶海西哈达万汗的孙女阿敏哲
哲（哲哲即格格，姐姐之意）的
时候，等待于洞城之地。恰在
这时，有一个骑马的人，携带弓
箭从旁边经过。努尔哈赤询问
左右随从，得知此人就是栋鄂
部赫赫有名的、以善于骑射著
称的钮翁锦。努尔哈赤派人将
钮翁锦邀至面前，称赞数语以
后，便指百步之外的一棵柳树，
请他献技。钮翁锦毫不推辞，
从容下马，举弓搭箭，连发五
矢。结果三中两失，所中的三
矢落点上下不一。努尔哈赤见
后，随即起身，搭箭在弦，拉长
弓如满月，也连发五矢，结果矢
矢皆中，五矢落点相去不远，众
人见了，无不喝彩、敬服。

我认为瓷画上英姿飒爽在
马上拈弓搭箭者，应该是清太
祖努尔哈赤。康熙年赞颂先祖
顺理成章。

殿试传胪
这是一只康熙年的青花将

军罐（残）（图5），画的是科举
题材：殿试传胪。罐上绘的是

“殿试图”。皇帝的一侧主要画
着几人，可以认为是一甲三
人。皇帝在指手画脚地说事，
条案上放着考卷或经书；皇后
一侧也绘着三人，其中一人从
穿着上看应该是皇子，另外两
人是大臣。皇后可能向她的子
孙赞许这些进士，勉励他们努
力学习，像进士们一样为国建
功立业。

但也有人说，皇后借着上
殿接见进士之机，为自己的女
儿们挑选女婿（驸马）。明清时
代挑选驸马的条件当然不是高
富帅，而是长相端正、学识渊博
的才子。而当朝状元、进士自
然是最佳候选人。皇后面见这
些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才子，
自然要替女儿选一位如意郎
君，其实这是现代人的想象。
至于宋代穷儒陈世美，进京考
中状元，被招为驸马，其发妻秦
香莲带二子上京寻访，陈世美
非但不认，还企图杀人灭口，这
只是小说或戏剧里的情节。事
实上中国历代可考的驸马状元
只有郑颢一位。唐宣宗为万寿
公主招婿，宰相白敏中荐举郑
颢，其时郑颢已赴婚楚州（今江
苏淮安），迎娶与自己青梅竹马
的卢家小姐。已行至郑州，为
白敏中所发堂帖追回，宣宗为
其完婚，拜驸马都尉，又提为中
书舍人、礼部侍郎。但郑颢不
爱万寿公主，念念不忘卢小姐，
深恨白敏中坏其好事，就因为
这件事郑颢与白敏中结下怨
仇，多次借机弹劾白敏中，幸好
唐宣宗自知理亏，替白敏中压
下了弹劾的奏章。

郑颢后升刑部侍郎、吏部
侍郎，大中十三年（859）为检校
礼部尚书，又任河南尹。次年
死于任上。郑颢善于选拔人
才，于礼部任上，曾两主礼试，
处事公允。也是中国历史上唯
一的一个状元驸马。

将军罐的辅助图案也颇具
暗喻，殿外绘着两种树，一为芭
蕉一为梧桐。蕉叶象征富贵荣
华，梧桐比喻“有凤来仪”，古代
有“凤栖梧”之说。罐的口沿上
绘有“笔锭（定）如意”纹的科举
考试的Logo（徽标）。背景有一
轮升起的太阳，暗含“指日高
升”之意。青花罐上俨然一派

“读书做官”的氛围。
按明清时代科考规矩，殿

试后要张大小金榜，小金榜交
奏事处进呈皇帝，大金榜由内
阁学士捧至乾清宫钤盖“皇帝
之宝”，在传胪之日张挂。所谓

“传胪”就是由皇帝宣布登第进
士名次的典礼。古代以“上传
语告下为胪”。这幅殿试图，应
该是“传胪”的情景。图中皇帝
在宣读名次后，正在发布勉励
进士的“最高指示”。

明清两代的青花瓷器上极
少绘帝王像。这只康熙青花罐
上绘的是前朝的君王（从皇帝
戴的冲天冠和穿的龙袍上可看
出是明代制式），且演绎的是科
举情节。窑匠画师当然没有亲
历过殿试传胪，只是根据资料
和传闻绘制，难免加入想象成
分。如皇后廷上教子等，把这
一严肃的“国家大事”平民化
了。特别妙的是画了13名儿
童，皆为王子王孙。明清两代
瓷器上常绘有儿童嬉戏图，他
们大多有玩具在手，或做某种
动作。而这13人则规规矩矩并
非在嬉戏。他们或交流对话或
低眉吟诵，显然是学童。高明
的画师采用象征手法：不论画
的是王子王孙或平民的小孩，
都暗喻“开科取士，后继有人”。

图1 同治粉彩太宗怀鹞 图2 唐明皇梨园调舞图

图3 嘉靖君臣对弈 图4 康熙太祖引弓

图5 康熙殿试传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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