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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江山万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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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包括166件国家一级文
物在内的逾900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将陆续迎接香港市民。其中，南
宋画家赵芾的《江山万里图》卷，是首次进行全画卷展示。

“江山万里”是绘画中常见之题材，最早出现于唐代。据记载，李思训曾用
三个月时间在壁上绘嘉陵江三百里的风光，之后唐玄宗命吴道子在大同殿绘
同一题材，两者各有千秋。北宋王希孟则以青绿山水的形式创作《千里江山图》
卷。赵芾的《江山万里图》卷是这类题材作品中别具风格的一幅佳构。

美 的 发 现在云南省的丽江市，有一座名
叫大研的古城，每年寒假，我们家都
会去小住几日。这座古城有着独特
之美，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

大研古镇的布局十分巧妙，三面
环山，可谓以山为屏；一川相连，三条
河流穿过古城，分出无数支流；建筑
依水而建，河流走街串巷，给人们带
来生活的便利；一座座拱桥，串联起
古城的大街小巷，别有一番风味。

古城中除了小桥流水，小巷也
十分有趣。房宇之间，飞檐翘角，一
条羊肠小道向远方延伸而去。当你
钻进这条小道中，踩在红色角砾岩
铺就的小路上，东拐西弯向前方走
去，时不时还会发现几条岔路；墙角
冒出朵朵野花争奇斗艳，虽不华贵，

却幽香四溢；一丛丛野草在低处簇
生，虽不粗壮，却有着顽强的生命
力；这些花啊草啊，无人灌溉，无人
注意，却那么茂盛，那么新鲜。穿过
小道，进入主街，眼前豁然开朗……
店铺客人与行人亲切交谈着，店员
的吆喝声和行人的话语声你来我
往，好一派热闹的场景。

古城最美的时刻，莫过于它的
傍晚了。太阳逐渐西斜，将最后的余
晖洒向这座古城时，一切都慢慢静
了下来。两三层的黑瓦小楼站在夕
阳下，从形状各异的瓦当上掉落的
水滴，氤氲出几抹光晕，颗颗水珠在
地上敲出一排“小洞”。伴着滴答声，
游览了一天的旅人们陆续回到客栈
中，古老的大研古城又沉沉入睡了。

生活中处处有艺术，美食就是
食物的艺术。

周末，妈妈带我去参观美食俱
乐部，负责讲解的姐姐带着我们走
进美食模型展览区，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法国大餐：鲜美的焗蜗牛、肥
嫩的煎鹅肝，篮子里装满了各种面
包、奶酪，形状各异的玻璃杯里是不
同的酒类，碟子里盛放着精致的甜
品：光滑如玉的牛奶布丁、点缀着草
莓的奶油冻、颜色如彩虹般绚烂的
马卡龙……我仿佛闻到了一阵甜美
的香气。

“好多种酒啊！”妈妈在惊叹。
“对，不同的菜肴搭配不同的酒类，
相得益彰，才能更好突出食材的风
味。食物的搭配、色彩的融合、餐桌
的装饰，菜品的装盘，甚至就餐的礼
仪，都充满了艺术的氛围。”姐姐讲
解道。

接着，我的注意力被旁边的越
南料理吸引了，尤其是那盆牛肉河
粉。浅色的高汤、晶莹剔透的米粉、
配上几片薄如蝉翼的牛肉，仿佛还
在腾腾冒着热气。一碗深棕色的鱼
露边，放着四块米皮卷饼。雪白的
米皮裹着嫩绿的蔬菜，好似丝绢拢
着碧玉，看得我食欲大起。讲解的
姐姐继续介绍：“相对于法国大餐
来说，越南料理显得更加清新淡
雅。因为那里的天气潮湿炎热，所
以食物轻烹饪、好消化、酸甜开胃。

如何因地制宜选材和烹饪，也是美
食的艺术。”

“哇，还有日本料理、墨西哥菜
肴，土耳其大餐……”我高兴地说。

“对！日本料理有寿司、饭团、和果
子，讲究新鲜自然、清淡柔和。”姐姐
接着对我说：“说到墨西哥，那里可
是辣椒的发源地，墨西哥人在吃水
果的时候都会加一点辣椒。他们特
别注重菜肴的配色，每道菜都要配
出墨西哥国旗上的红、白、绿三色，
是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他们还
喜欢把辣椒、香料、鲜花融合在一
起，让菜肴有热带雨林的颜色、原始
森林的芬芳、拉丁菜的美味！这时
候，就还需要调动你的嗅觉啦！”

我听得如痴如醉，恨不得立刻
埋头大吃。姐姐笑呵呵地说：“别着
急，下面来见证饮食艺术的珠穆朗
玛峰--中华料理！”面对琳琅满目
的菜品，姐姐从天人合一讲到五味
调和，从炊具刀工讲到美食美器，从
不时不食讲到烹饪技法，从历史渊
源讲到民间传说，还介绍了茶艺、药
膳……我就像一只饿了三天然后掉
进大粮仓的小老鼠，眼睛都绿了，真
没想到美食艺术如此博大精深！

上桌品尝的时候，我开始学着
用品鉴艺术的角度去享用食物。当
鲜嫩的食材终于入口，我忍不住小
小地欢呼了一声。我宣布，我最爱的
艺术就是美食的艺术！

“太美了！真是太美了！”
是谁在赞美呢？当然是我那看
见花就激动到不行的老妈了。

我的老妈已近不惑之年，
可一看见漂亮的花，她就立刻
忘记自己早已是大人了，像七
八岁的小女孩一样冲过去，比
猫看见老鼠跑过去的速度还
要再快一百万倍，然后掏出手
机，“嚓嚓嚓”地拍个不停。

有一回，我和老妈去上钢琴
课。经过一个花廊时，我们呆住
了：金色的花爬满了长廊，在阳
光下闪烁着耀目的光辉。小小的
一朵花不足为奇，一簇花也不会
引人注目，但如果是满满一长廊
花那就堪称奇景了。这时老妈早
就开始激动了，她看着花儿们，
脸通红通红，激动地大喘气，双
眼一直闪闪发亮、熠熠生辉，视
线一直离不开花。“太美丽了！真
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么美丽
的花！”老妈感叹道。此刻在她的
眼里，这世界就只剩下这一长廊

的花，其他一切事物都消散了。
她忘记了时间，结果钢琴课迟到
了半个小时。老师狠狠批评了
我，呜呜呜，分明是妈妈自己看
花忘记了时间，为什么要我背黑
锅？我冤啊。

还有一次，我和老妈回乡下
老家，老家有一株巨大的紫藤。
那时正是紫藤盛开的时节，花朵
竞相绽放，十分漂亮，一小朵一
小朵的紫花串在一根藤上，香飘
四溢，让人陶醉。老妈看见紫藤
的结果可想而知：她一动不动地
凝视着紫藤，用手轻轻摸着花
朵，眼睛炯炯有神，看那样子，似
乎恨不得去拥抱一下紫藤。随
后，她又掏出手机，三百六十度
转着圈多方位拍了几十张照片，
完全忘记了在一旁的我。呜呜
呜，老妈，是这株紫藤重要还是
我重要？到底紫藤是你的亲生女
儿还是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这就是我的老妈，陶醉在
花香中的美人！

我爱花，爱它的美丽，爱
它的清香，爱它给我们带来了
美的享受。

追着春天开的花有许多，
我喜欢的有垂丝海棠和杏花：
垂丝海棠叶片绿油油的，花瓣
如一把蒲扇，柔白边缘带一些
淡粉，花蕊一簇簇，雄蕊穿着
白衣，带着一点淡黄，簇拥着
中间的红色雌蕊；杏花则更胜
一筹，刚刚越冬的山坡上，依
稀还有些许枯黄，可却成为了
杏花最好的映衬，一片片洁白
掩着那草地。上面的花有着如
蜗牛触角一般的花蕊，萼片的
红更增添了姿色，让她成了最
美的风景线。

“春生夏长”，被惊醒的睡莲
慢慢绽开，色彩是它最好的点睛
之笔：有粉色的，有紫色的，有白
色的，有黄色的，莲花静谧地躺
在圆叶上，偶尔随波摇曳，不禁
让人想到了印象派经典画作《睡
莲》，莫奈诚不欺我也。

送走盛夏的炎热后，迎来了

秋天的凉爽。桂花是秋天的明信
片，它并不起眼，经常藏在树叶
后，小小一朵桂花有四片花瓣，
大致呈十字形，其貌不扬但香飘
十里，远远的，就让人忍不住寻
找，这就是另一份韵味吧。

“秋收冬藏”，到了冬天百
花都躲起来，而有一种不一样
的花--雪花--调皮地和小
伙伴们玩耍着。小小的雪花，
飘飘扬扬，伸出手想要抓住
它，又不知不觉消失了。当你
悄悄走近看落在草丛里的它，
你会发现，冬天是一个神奇的
设计师、雕塑家，雪花有的如
同透明的超人标志，有的又似
一个正六边形，有的又像海星
一样，朵朵都不一样，让人赞
叹大自然的奇妙。

这就是四季各色的花之
美。艺术家罗丹说：“世界从不
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美
等着我们，只要我们用心一
点，就一定会发现。

花之美
□ 芳草小学六年级3班 刘墨

古城之美
□ 双林小学五年级3班 卢思彤

美味的艺术
□ 天涯石小学五年级9班 赵正熙

她陶醉了
成都市和平街小学五年级2班 钟天赜

《江山万里图》纵45.1厘米、
横 992.5 厘米，加上首尾的题款
装裱总长达 13.5 米。作者赵芾
后世所知甚少，连生卒年都不
详，只知道大概活动于宋高宗
年间，而《江山万里图》是其存
世的唯一作品。画卷展示从西
蜀到东吴的长江景色，群峰耸
峙、云雾往来、水天交织、气象
万千，与常见的南宋宫廷画院
派山水风格并不类似，具有强
烈的个人风格，堪称中国古代
山水长卷中的杰作。

长卷是中国特有的绘画形
式，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就已
长达 572.8 厘米，比几百年后的

《清明上河图》还要长上少许。虽
然在隋唐时画家们已经明白了

“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则，但艺术
家们从未被其束缚。他们摆脱了
以固定视点观看山水的“单点透
视”限制，发展出“散点透视”这种
中国绘画的天才创举。

散点透视，简单说就是在观
看绘画时同时具备仰视、平视、
俯视三种视角，造就跟日常现实
观看完全不同的欣赏体验。1986
年，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跪在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馆
的一间屋子里，看了三四个小时
的清代长卷《乾隆南巡图》。被震
惊的霍克尼表示，“在中国画里，
人是在风景间穿行。到大城无锡
之后，你是越过城墙进入庭院小
巷的。”

卷轴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左
手执其一端、右手徐徐展开，人
就像在舟车上忽高忽低掠过车
窗外的风景。但这种仅供一人观
看的欣赏方式，在画作进入博物
馆时不得不因地制宜：制作可供
画卷完全展示的展柜，观众从左
到右移动观看。虽然由画图移动
改为观众移动，但观看体验却并
无二致。

因此就西方传统绘画而言，
画幅尺寸再大也只是照相机式
的固定视点观看；而《江山万里
图》这样的长卷，却是画面空间
在时间中的不断流动。时间和空
间不可分，正是中国艺术的核心
理念之一。

学者陈寅恪曾说，“华夏
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南
宋山水的代表作之一，《江山
万里图》上承《清明上河图》、
下启《富春山居图》，规模宏
大，影响深远。

例如略晚于赵芾的南宋
画家马远，其创作的十二幅

《水图》就多少受到了《江山万
里图》中的水纹启发。而作品

《海景》广受世界赞誉的日本
当代摄影艺术家杉本博司，也
曾亲口证实，“《海景》系列的
创作灵感正是来自马远笔下
的流水。”中国山水画家不世
出的天才，至今仍在深刻地影
响着世界艺术潮流。

而这幅描绘长江景色的
《江山万里图》，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之际来到香江展出，
也未必不包含更深远的意义。
1982 年，姜昆随师父侯宝林
到香港新光戏院演出，本来担
心源自京津的相声难以打动
香港观众，结果当他在台上说
出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君住长
江头，我住长江尾，日夜思君
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时，全场
轰动，难于形容。

四十年后，一幅宋代的万
里长江画卷与香港观众见面，
来自祖国的深情厚谊依旧。不
同的是，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二
十五年。
（文/启凌 图据故宫博物院）

虽然绘的是长江万里景
色，但图卷一开始映入眼帘的
却并不是水，而是云雾及远处
的雾中山峰，继而是近景的大
块山石。樵夫的出现，标志着
画面由此有了人迹。

有人自然有路，环绕大山
的行路上，骑驴的商旅迤逦而
行，终于到达江岸。两三商船
停靠在远处，似乎能听到江水
拍打船身的江声浩荡。

一叶扁舟在江中上下起
伏，幸而陆地屋舍已经在望，
观众和舟中人一样都松了一
口气。

第二段山景中有人坐而
论道、有人闲居室中。无论严
整堂舍还是简单茅屋，都比第
一段山景有更多的人世气息。

重回江景，岸边的商船换
成了渔船，两只鱼鹰停于其
上。渔翁和樵夫，向来是山水
画中最为常见的元素。

第三段山景，建于溪河之
上的木桥向后延伸连接远山，
而远山中又有路通向另一座

木桥。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
空间的流动在景物的变化中
呈现。

第三段山景的尾声出现
了寺庙佛塔，隐喻着人生的归
宿之一。而溪流江河由此入
海，海浪直上天际。

如果是俗手，画至此处就
已经作结，但赵芾却在大海的
尽头又画了两座雾中远山，一
如画面起始时的山景。江山万
里由此成为一个完美的循环，
流转无穷。

就算只是普通观众，看
不出干湿浓淡的墨色变化、
用笔线条的微妙有力、疏密
有致的留白意境，也能在画
面的细节中看出赵芾“致广
大而极精微”的构思和功力，
比如船上的两只鱼鹰，粗略
一看又是一个披着蓑衣的渔
翁形象。

而画面上下不过两张A4
纸短边加起来那么长，鱼鹰比
米粒大不了多少。看似写意的
笔触，却精细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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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舞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青台山小学二年级8班 李昕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