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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本回忆成
都文化往事（以书画界
为主）的非虚构类历史
随笔《寻找诗婢家》在成
都出版，这部作品围绕
张大千、赵熙、罗文谟和
郑伯英，描写了徐悲鸿、
赵少昂、黄君璧、谢稚
柳、关山月等与诗婢家
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
史人物佚事。

作者吕峥是成都的
本土作家，此前以畅销
书《明朝一哥王阳明》而
闻名。他试图以此书追
忆尘封已久的画坛遗
梦，打捞渐行渐远的翰
墨风流，探寻城市文化
与诗意的生活态度。

早年在北平时，张大千替
收藏家徐鼐霖画过一张《绿柳
鸣 蝉 图》。徐鼐霖见画中大蝉
俯趴在柳枝上作欲飞状，神气
活现，十分喜爱，乃请齐白石在
画上题诗一首，来个“南张北
齐，双剑合璧”，想作为传家宝
留给子孙。

岂料，齐白石端详之后婉
拒，指出“画是好画，可惜画错
了”，因为趴在柳枝上的蝉，头
永远是朝上的。听完徐鼐霖的
转述，张大千哈哈一笑，心下不
服，毕竟平日都是他用诸如“鹭
鸶的一只脚趾是反的，指甲在
下”这样的冷知识教育别人，直
到抗战打响，他登上青城山，住
进上清宫。

一个炎炎夏日，张大千正在
午休，却被聒噪的蝉鸣吵醒，乃

同黄君璧出门察看，发现树上的
蝉大多头朝上，只有极个别向
下，而柳枝上的则更是全部昂
首，无一例外。张大千想起齐白
石的话，感佩之余却不明所以。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的
张大千登门请教，齐白石告诉
他说，蝉因头大身小，为稳固重
心，即便位于槐树枝和梨树枝
这些较粗较硬的附着物上，也
很少头朝下，更不要说细软的
柳枝了。

张大千五体投地，结果没过
几天又被打脸。这日，国立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
身）校长徐悲鸿在家中设宴，招
待北平艺专的两位名誉教授齐
白石和张大千。

廖静文亲自掌勺，齐白石吃
得津津有味。饭后，徐悲鸿提议

齐、张二人合绘一幅作品，但要
“反串”，即齐白石画张大千擅长
的荷花，张大千画齐白石拿手的
河虾，两人欣然同意。

张大千请齐白石先画，三片
荷叶与两朵荷花很快出现在纸
上，生机勃勃。张大千思量片刻，
提笔在荷花和荷叶下补绘了几
只嬉戏的小虾。张大千很少画
虾，笔下的这几只也算晶莹剔
透，生动活泼。然而，齐白石却悄
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袖，暗中道：

“虾的身子只有六节。”
张大千不知真假，但考虑

到齐白石说的总不会错，乃急
中生智添了几笔水草和水纹，
把节数不确的虾身掩盖过去。
事后，张大千专门买来一篓河
虾，倒在盆中，发现果然通通六
节，彻底服气。

1937年的一天，郑伯英在铺
子上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手持画
卷，向伙计诉说着什么。凭直觉，
他过去请此人打开画卷，登时眼
前一亮。问其姓名，却是黄君璧。

佛山人黄君璧入蜀前的画作
基本以临摹为主。由于南宗北派，
无所不临，黄君璧的画功受到张
大千的高度认可：“石一脉，三百
年来惟吾友黄君璧独擅其秘。自
与订交，予为搁笔，敬之畏之。”

虽因临仿在画界声名鹊起，
但黄君璧并未形成自己的风格，
直到他辞去教职，云游四海，在抗
日军兴之际来到嘉陵江畔。

黄君璧开始反思写生与临摹
的关系，指出：“时至今日，从事丹
青者，每有不察其利害轻重，贪图
便利，而专事‘临摹’，故初学者多

‘因袭苟且’，欲其有新兴之作，其
可得欤？”认识上的突破让他居蜀
期间的艺术造诣不断精进，成为
他绘画事业上最关键的转折期。

寻幽览胜的黄君璧晚年不忘
蜀中山色，总结道：“画家欲穷其
妙，必多游览名山大川，方知烟云

出没、峰峦隐显之态，自能心领神
会。余曩游峨眉，山容树色，朝云暮
霭，早晚之状不同，阴晴之态各异，
变化无尽，于是心中略有所怀焉。”

除了云海，黄君璧还擅画瀑
布，曾在古稀之年包了架飞机绕
着世界三大名瀑（伊瓜苏瀑布、维
多利亚瀑布和尼亚加拉瀑布）盘
旋观察，并打破“细线勾绘水纹”
的传统画法，以勾勒、渲染和皴擦
三结合的方法表现水气的升腾与
浪花的奔涌。

在满目“层层坠落的水花”
中，飞瀑如练，似闻其声，看呆了
观者，也折服了张大千：“云瀑空
灵，吾仰黄君璧。”

然而，拜访诗婢家时，黄君璧
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他流寓成都，
身无长物，除了一堆画作。一番攀
谈交心后，郑伯英决定给黄君璧
办展。他把黄君璧从旅馆接到家
中，使之安心作画，并与其签订展
出合同。

为预热“黄君璧山水画展”，
郑伯英先在圈内放出风声，再联
系各路买家，最后请曾默躬压阵，

出资在报纸上大力宣传。花甲之
年的曾默躬是成都本土的艺苑宗
师，曾为马一浮造像。齐白石视其
为“神交之友”，把他跟“扬州八
怪”之首金农相提并论，盛赞道：

“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删除古
人一切习气而自立。”

郑伯英的努力没有白费。开
展之日，冠盖云集，名流纷至，黄
君璧的作品被一扫而空。

不久，关山月的画展也开幕
了。关山月是“岭南画派”创始人
高剑父的弟子，由广东经广西到
西南进行写生旅行，抵达成都时
已身无分文。想筹措旅费，只能办
展卖画，可年未三十的关山月当
时只是个无名之辈，连装裱费都
出不起，谁肯替他冒险呢？

罗文谟把他带到诗婢家，替
他担保，郑伯英同意先展出后付

费。然而，开展当天，门可罗雀。关
山月正一筹莫展，却见罗文谟携
张大千前来捧场。

张大千问他定价最高的画是
哪幅，关山月诚惶诚恐地把二人领
到《峨眉烟雪图》前。张大千远观近
瞧，左右欣赏，捋须颔首道：“好，画
得好！”语罢，转头让关山月贴上红
纸条，表明这幅画他买了。

关山月喜出望外，直到四十

多年后，已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的他回想起这一幕时，仍激
动地写道：“自从此画挂上了张大
千的红纸订条后，许多不懂画的
买主也纷纷争购我的作品。正当
我流落异乡，像行脚僧一样靠自
己的手脚来养活自己的艺术，而
且正处在被逼债的窘地，大千先
生于此时伸出了援手，真叫我感
激涕零！”

关
山
月

关
山
月

黄
君
璧

黄
君
璧

张
大
千

张
大
千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创造和体
现。一座城市的特有气质与历史积淀和
文化传承息息相关。环视世界历史文化
名城，那些具有独特而鲜明文化主题的
城市，如建筑之都罗马、时装之都巴黎、
电影之都洛杉矶、钟表之都伯尔尼、啤
酒之都慕尼黑、音乐之都维也纳、雕塑
与艺术之都佛罗伦萨等，都以各自的文
化特色构成城市肌理和空间，彰显城市
风格和魅力。用文化连接世界，已成为
众多新兴世界城市的价值追求和战略
选择。

作为中国十大古都和首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成都依凭根植于中华文
化、涵育于巴蜀文明、与城市同成长共
发展的天府文化，形成了“至今巴蜀好
文雅”的天府文脉，成就了“蜀学比肩齐
鲁”“文宗自古出巴蜀”的天府奇观，使
成都独具“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
容、友善公益”的城市内涵和精神风貌。

成都的历史文化内容和形态并非
空穴来风，她是由丰富而具体的历史文
化名人及其创造性成果作为坚实支撑
和生动呈现的，甚至透过包孕性极强、
辐射力极大的某一时期、某些人物、某
家文化机构，我们就可以具体入微地感

知这座城市的文化来龙去脉和美学风
格特征，而具有百年历史的诗婢家就是
我们回望成都城市发展的一扇特别而
多彩的窗口。

吕峥通过以店写城、以人写事的结
构方式，把诗婢家置于中国历史和成都
文化的时代背景之下，散点透视式的描
写成都的发展：从孟昶遍种芙蓉到“扬
一益二”之说，从李劼人《死水微澜》到
赵雷唱火的小酒馆，从“西蜀画派”到

“花间词派”，从“川剧界莎士比亚”黄吉
安到发动“广汉起义”的罗世文、曹荻
秋、车耀先，从私立华西协和大学新兴

专业到英国人丁克生兴办奶牛场，从抗
战高校内迁到陈寅恪、吴宓等大家云集
……正是在这块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的
土地上，才可能培育出与荣宝斋、朵云
轩、杨柳青齐名的诗婢家。

“拂窗新柳色，最忆锦江头。”陆游
的《春晓》描绘和揭示了一座城市生生
不息、回望常新的景致与内涵。寻找历
史，意在汲取智慧；解读城市，重在唤起
自信；走进艺术，更在为城市注入高雅
高尚高品质的品牌价值和审美气质，滋
养和拓展更为深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
竞争力。 (本文有删减)

张大千《红叶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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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成都的味道和精髓
诗婢家与天津杨柳青、上海

朵云轩和北京荣宝斋并称“四大
文化老字号”，是成都近现代美
术史上的活化石，也是巴蜀文化
中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南北书画名
家相继入蜀。国破家亡，文运凋
敝，成都作为大后方一度成为全
国的美术中心，而主营文房四宝
和装裱业务的诗婢家温暖了徐
悲鸿、黄君璧、关山月、董寿平、
赵少昂、潘天寿、黄宾虹、刘开
渠、谢无量和齐白石等无数文化
大师，留下许多翰墨佳话。

诗婢家始创于 1920 年，创
始人郑次清是东汉大儒郑玄之
后。郑次清之子郑伯英年轻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广汉起义，
失败后回到成都，接手诗婢家，
在“五老七贤”的帮助下发展壮
大，成为和“努力餐”（其创办者
车耀先在广汉起义中是郑伯英
的领导）类似的地下党据点，团
结了不少爱国画家，使他们把艺
术同家国天下、民族兴亡和人民
群众结合起来，最终实现“君子
豹变”。

吕峥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
《寻找诗婢家》这部作品。他把这
本书定位为“一本继李劼人的

《死水微澜》、车辐的《锦城旧事》
和流沙河的《芙蓉秋梦》之后，全
景式展现成都艺苑往事的非虚
构作品”。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向
世人介绍成都以及成都带来的
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作为
畅销书作家，过去你笔下的王阳
明，轻松幽默。这次是否也延续
此前一贯的写作风格呢？

吕峥：阅读是一种精神享
受，而不是苦大仇深的“充电”。
同理，写作是件快乐的事情，我
写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愉
悦的情绪传递给读者。因此，《寻
找诗婢家》的文风延续了《明朝
一哥王阳明》的幽默与晓畅，但

“历史”和“成都”这两个关键词
毕竟在时间和空间上于我而言
更近，故行文相较以往便多了一
分平实和历史的现场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部
书和之前的题材不同，作为成都
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专门考
量了从语言和内容上去加入独
有的成都味道？

吕峥：有，但并未刻意如此，
阿来主席说“吕峥的《寻找诗婢
家》写出了成都的味道和精髓”
主要指内容（对上个世纪前半叶
成都文化历史的还原）和思想
（流淌在成都人血液里的道家文
化）层面。《寻找诗婢家》在创作
之初的研讨会上就和许多专家
学者达成了共识，即站在全球视
角上去看成都，去看诗婢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通过
这次书写，是否对成都的历史文
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吕峥：这本书是一部“群像
戏”，主要人物有四个：张大千、
蜀中大儒赵熙、四川美术协会创
始人罗文谟以及诗婢家第二代
掌门郑伯英。通过他们四个人
串联起徐悲鸿、赵少昂、黄君
璧、谢稚柳、关山月、董寿平、傅
抱石、潘天寿、廖静文、徐雯波、
黄宾虹、刘开渠、于右任、谢无
量、余中英、曾默躬、齐白石、丰
子恺、马万里、赵望云、郑曼陀、
晏济元、陈子庄、冯灌父、张采
芹、周善培、向楚、江庸和“五老
七贤”等与诗婢家颇有渊源的丹
青圣手和翰墨名家，深入剖析

“道法自然”和“水无常形”的成
都文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黄宾虹是个大器晚成的画
家，77 岁前的画作皆无落款，仿
佛都是艺术探索途中的“半成
品”，在他的“迷弟”兼忘年交傅雷
看来就是：“黄宾虹是集大成者，
几百年来无人可比，是古今中外
第一大家。黄宾虹先生如果在70
岁去世，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会是
一个章节；如果 80 岁去世，他会
是一部书；如果 90 岁后去世，他
就是一部大辞典。”

作为一个浙江人，黄宾虹的
艺术生涯以巴蜀之游为分界线，
此前是疏淡清逸的“白宾虹”时
期，师法前人，此后是“黑、密、厚、
重”的“黑宾虹”时期，确立了“黑
得发亮”的艺术风格，被后来的中
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可染誉
为：“中国山水画三百年来，黄宾
虹一人而已。三百年后，黄宾虹的
地位会更高。”

1932 年，黄宾虹应邀入蜀，
沿途讲学写生，在巴山蜀水的滋
养下返本开新，证悟天机，留下

“青城坐雨”和“瞿塘夜游”的佳话

以及画稿上千幅。
彼时，国画流弊已深，束书

不观的画家们拿“格调”掩饰“空
疏”，陈陈相因，表达僵化。而另
一方面，标新立异者又效颦西
方，要把中国画彻底扫进历史的
垃圾堆。

黄宾虹不偏不倚，踽踽独行，
既以自觉的文化承担和“务从笔
法推寻，而不斤斤于皮相”的态度
研究宋元明画，又把法国印象派
的笔触和光色自然而然地内化到
山水画里，毫无炫技和拼凑之感，
令傅雷叹服道：“水到渠成无复痕
迹，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不求独
创而自然独创。”

黄宾虹总结出心得：西画以
能品为极点，国画以能品为起点。

的确，印象派诞生前，西方绘
画孜孜以求技法上的精致和形象
上的逼真，但对中国的传统文人
画来说，这只能算起步，后面的路
还很长。要做到“大巧若拙，返璞
归真”，画家在思想、阅历乃至寿
命上都要有异于常人的表现。因

此，黄宾虹主张“有道有艺”，用
“道”来驾驭绘画。

他所谓的“道”，即法前贤、重
精神、尊德性，即“心在山水里，山
水在心中”的“物我两忘”与“五蕴
皆空”。

学养俱佳的黄宾虹把整个生
命都沉浸在纯粹的艺术之中，运
笔墨之灵，抒造化之机，从而“遒
劲者有之，柔媚者有之，富丽者有
之，平淡者亦有之”“元气淋漓者
有之，逸兴遄飞者有之，瑰伟庄严
者有之，婉娈多姿者亦有之”，任
何景物都能入画，各种方式无所
不可。

在这种全身心的律动和创造
下，黄宾虹提出：“绝似物象者，此
欺世盗名之画；绝不似物象者，往
往托名写意，亦欺世盗名之画；惟
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
画。”黄宾虹晚年的“真画”纯用粗
线，“图自然之性，非剽窃其形”，

“物形或未尽肖，物理始终在握”，
以至于笔下山水皆为胸中丘壑，
万法唯识，万物一体。

艺术滋养城市的百年回望
文/李明泉（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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