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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方舟

今年是吴冠中诞辰 100周年，为纪念先生的百年诞辰，北岳
出版社即将出版由我主编的《吴冠中艺谭·艺术人生》文集。文集
收入吴冠中先生陆续写的与自己人生相关的 20 多篇文章。通过
这些文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先生为艺术不懈奋斗的一生，还可
以知道他一生中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既与他
的生命、命运相关，也与他的艺术相关。因为他的人生，是与艺术
紧密相连的人生；他的艺术又是从他的生命和命运中派生出
来的。

他最初学的专业是机电，但偶然中认识了学绘画的朱德群，
从此改变人生航程；他从巴黎回国本来是想学译经的唐僧，把他
从西方学得的艺术传授给学生，后因故离开中央美院到清华大
学建筑系给学生教绘画基础；他学习绘画的初衷也不是做一个
风景画家，但命运的捉弄使他不得不走上一个风景画家的道
路……

今年 4 月我到宜兴，特意去寻访吴冠中故居。上世纪 90
年代写吴冠中略传《身家性命画图中》时就想去实地看看，那
时吴冠中的故居还是原貌，而现在的“吴冠中故居”已经焕然
一新，据说是当地一位热爱文化的老板出资重修并扩建成一
个有展示空间的大院子。朋友陪我去的这天正好碰上休息不
开放。敲开大门说了许多好话才通融我们进去匆匆浏览了一
下，并无实质性的资料可看。

吴冠中的家乡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如他所说，“河道纵
横，水田、桑园、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一百年前的 1919 年 8
月 29 日(阴历闰七月初五)，吴冠中就出生在这里：江苏省宜兴县
闸口乡北渠村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吴爌北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
子，起初在外乡教书，后来回到本村自己办学兼务农，学校就设在
吴家祠堂。吴冠中最初就是在父亲办的吴氏私立小学上学。

吴冠中家门前有一条河道，河水流到这里终止了，是终端也
是起点，从这个起点可以通向闸口、宜兴、无锡、杭州、重庆、中国
乃至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吴冠中就是从这个人生的起点上，乘
着他姑爹的船离开家乡去上学，一步步从乡镇到城市，从东方到
西方……

吴冠中是家中长子，父亲因子女多，生计艰难，又考虑到田
地少，子女长大分家后更无立锥之地，因此竭力让子女读书，以
便将来出外谋生。吴冠中遵照父亲的意愿升学，一路考试，以优
异成绩升入县立鹅山小学、省立无锡师范、浙江大学机电科、国
立杭州艺专。而这一走，便再也退不回来。

小学、中学、大学、留洋……从吴家门前那个小小的港湾一
直走向巴黎——全世界艺术家心目中的圣地！凡·高曾说：“艺术
就像是一条水声潺潺的溪河，把人带往港口。”吴冠中就是沿着
这条艺术之河，一步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989 年，70 岁的吴冠中已是名满天下。那一年，他的水墨

画《高昌遗址》在苏富比拍卖中以 187 万港元成交，开创了中
国在世画家的最高纪录。6 年后，《高昌遗址》的姊妹篇《交河
故城》又拍出 256 万的高价。上世纪 90 年代这两个数字意味
着，吴冠中可以说是一个富豪级别的人物了。至少可以改善一
下自己的居住空间和工作环境，比如在郊外买一个大一点的
别墅等。

多少画家有了钱以后不都是这样做的吗？然而，吴冠中没
有。他依然保持着一个“平民画家”（这是我给他的命名）的本
色。他从一个水乡的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向成功，一张画可以卖
到百万千万，但依然住在平民小区，依然过着平民生活。他一
天的消费和一个普通北京市民没有多大差别，钱对他没有意
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与他无缘；蝇营狗
苟、拉帮结派、投靠权势的行为更为他所不齿。他的一生只爱
艺术，只与艺术结缘，视艺术如信仰一般神圣。

还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不断外出写生，一画就是一
整天，常常是口袋里揣两个馒头，一天就这样对付过去了。他
曾给自己“画”过一幅“自画像”：“山高、水深、人瘦，饮食无度
学走兽”，生动地刻画出一个为艺术献身的苦行僧形象。有了
钱以后本来可以改善一下，但他依然没有享受优越生活的习
惯。他家住方庄芳古园三室一厅的普通楼房，那个接待了不知
多少大家名流、多少媒体的客厅，也只有十几平方米。

先生平常生活极为简朴，没有什么吃的嗜好，都是很普通
的饭菜，只请一个小时工为他和老伴做做饭，清扫一下房间。
需要理发了，就到楼下坐在人行道上临时设摊的小凳子上，让
退休的理发师理个发。除了艺术，他没有任何别的嗜好，譬如
养个宠物啊，搞点收藏啊，到什么娱乐场所玩玩啊，至少做些
健身运动啊，他什么都没有。他是比过去寺庙里的和尚还清心
寡欲，对物质享受没有任何欲望。

有一年春节我给他打电话表示问候，问他春节过得好吧？
孩子们都回来了吧？他居然回答说：我从来不过春节！让我大
吃一惊。再次证明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一个艺术
的殉道者啊！

有一次他从广西写生回来，一摞未干的油画没有放处，他
怕挤压就只好放在自己的座位上，一路站着回到北京。那时的
火车多慢啊，他居然都能忍受。1984 年在沈阳评选全国美展
作品，安排评委到辽宁省博物馆地库参观该馆的几件镇馆之
宝，他一定要戴上口罩、屏住呼吸恭恭敬敬地看，可见在他的
眼里，艺术是如何的神圣。

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吴冠中曾长期处于逆境，社会
大环境加于他的种种磨难，使他倍感挫折与艰辛。但也正是这
样的经历，历练了他的筋骨，成就了他的艺术。历尽沧桑为他
晚年的“反刍”提供了绝佳的原料。于是，“沧桑入画”，便成为

他晚年作品的基本主题。
2008 年，89 岁高龄的吴冠中走进了 798，我和李大钧在

桥艺术空间为他策划了一个“吴冠中 2007 新作展”。此举不仅
证明这位让人尊敬的老艺术家所具有的心胸和创造活力，还
表明他所秉持的艺术态度。以他的德高望重和艺术地位，本可
以在任何一个堂皇一流的美术馆举办展览。798是在新世纪
初才自发形成的一个以画廊为主体的艺术社区，虽然处在中
国艺术的体制之外，但却是最能显现中国当代艺术活力的地
方。开放而又充满活力的 798，是这个时代的象征，也是吴冠
中最看重的地方。

吴冠中在自传《我负丹青》的前言中开宗明义：“身后是非
谁管得，其实，生前的是非也管不得”。但他坚信，“生命之史都
只有真实的一份，伪造或曲解都将被时间揭穿”。于是，晚年的
吴冠中该做的事都做了，他的作品凡他看中的都分别赠送给
博物馆，很少一点留给了子女。他放心地走了，为这个国家，为
这个国家的艺术事业竭尽了最后的心力。

他一生勤勤恳恳，却在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中度过。现在
的他，再不需要“横站”，再不会感受“腹背受敌”之痛了。他给
予这个世界很多，却从没有索取过什么。在生活上更没有奢华
过、挥霍过、排场过。清贫乐道的他就这样干干净净地走了，一
个伟岸而瘦小的背影，慢慢消失在望不尽的天涯路上……

今年，是已故 9 年的吴冠中先生诞辰 100周年，回顾和了
解他一生走过的路，对每一个学艺术的青年都不无裨益。至少
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一个老艺术家的一生是如何在逆境中艰
苦卓绝地奋进，最后走向成功的。

吴冠中虽然在艺术上取得很高成就，但他又始终是一个
有争议的人物。是因为他爱“惹是生非”，总是爱说一些过头的
话，让人抓住把柄不依不饶。他的心直口快得罪了很多人。但
他是一个太真诚太直率的艺术家，我在和他的交往中，深感他
的人格魅力和做人的品质，他直言不讳，光明磊落。

1935 年，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
悼念会上，爱因斯坦激动而又满怀尊敬地说：“在像居里夫
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
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
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
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
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还说，“居里夫人的品德
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之
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同样，在我来看，吴冠中先生对于我们的“时代和历史进
程的意义”，在其艺术的献身精神和道德力量方面，也许比作
为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更有意义。我们无法不怀念先生。北岳出
版社即将出版的《吴冠中艺谭·艺术人生》就是对吴冠中诞辰
100周年的一个最好纪念。

艺术的殉道者：百年诞辰话冠中序序跋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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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随感感

林建武

又是一年深秋季，又是一年赏景时。
一场台风，一场暴雨，今年闽南的秋

感觉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早晨起来运
动，没了酷暑闷热，添了凉风几许。

闽南的秋不但短暂，而且似乎有点内
敛、羞涩，像“昙花”一样，你都来不及感受
它的美、它的柔情，舒适与存在就匆匆离
去。郁达夫不也说，南方的秋混混沌沌地过
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
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

一年四季，最喜欢秋。闽南的秋，没有
春天的绵绵细雨，没有阴冷潮湿。连续三
个月的梅雨季节，俨然没有“春雨贵如油”

的感觉，反倒是期待“春光无限好”；不像
酷夏，把空气拨弄得燥热，整个城市的街道上蒸腾着热浪，使人
烦闷聒噪；更不像冬天，浸入骨髓的冰凉仿佛要把身体的所有热
气都抽去，只留下如干絮般散漫的冷，一团一团塞在胸肺间。只
有令人向往的金秋，给人更多的是那份漫天落叶的浪漫和收获
的喜悦，以及可让人无限遐思的夜晚。

“倚窗看秋景，侧耳听雨声，冲去烦心事，细细品香茗。”最
喜欢秋雨天的周末，清晨坐在阳台上沏一壶铁观音，袅袅升起
的茶香，伴着丝丝缕缕的凉意扑面而来，顿时让人感到舒爽惬
意，心旷神怡。林语堂说，中国人，只要有茶，走到哪里都是快
乐的。老舍也说过，有杯好茶，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此时、此
景，浅浅喝，慢慢品，聆听时光清浅，感受岁月悠然。

曾记得，当一群南方的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朗读《秋天到
了》时，学生会不由自主地往窗外看去，似乎感受不到课本里
描绘的那种场景……类似题材的作文在小学生脑海里可能是
五花八门的。当偶尔较真的家长和老师进行探讨时，老师也是
一脸的“懵”：我没去过北方，我也不知道秋的样子呀……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为了让闺女领略北方秋的美
景，也为了有一天她在读《秋天来了》不会产生迷茫和困惑，那
年国庆长假，我决定带妻女去欣赏一下北方秋日的魅力。

出发时，闽南的气温是 37 摄氏度，当我们到了内蒙古的乌
兰布统草原时，却是零下 7 摄氏度。虽然行前也查了天气预报，
做足了各种准备，可真正下车时，那种一日入冬的巨大温差，让
我们一下子有点不适应。加上草原上的寒风呼呼吹着，闺女的脸
颊和双手被冻得通红通红的，赶紧找商店买手套和围巾。此刻，
才真正感受到了“你在北方裹着棉袄，我在南方露着蛮腰……”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第二天清晨醒
来推开窗户，眼前的景象着实让闺女兴奋不已，泛黄的草地一
望无际，几只色泽不一的骏马悠闲地吃着草，一群羊在远处跑
着。当我们还沉醉在这美景中时，悠扬的马头琴声突然划破清
晨的宁静，瑰丽多姿的音乐将草原那种悠远、朦胧、抒情的意境
和氛围刻画得淋漓尽致。

阔叶林、白桦林、灌木类植物有的已经被秋霜染成金黄，红叶满
山，霜林叠翠。辽阔的原野上不时有人骑着骏马飞驰，扫起秋叶远扬。

在空旷的草原上牧人们赶着羊群时悠扬的吆喝，以及一
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蒙古包前喝着浓浓的奶酒，围着篝
火欢乐地跳着不着边际的舞，散发着膻香的羊肉，还有那味道
淡极了的莜面窝窝……

秋除了美景还有美食，红枣、柿子以及红彤彤的苹果。南
北地域之差，除了气候，水果也不尽相同。那年国庆期间，我们
还在友人驱车带领下，前往京郊的苹果园采摘。第一次走进苹
果园，那扑鼻的清香在微微的秋风吹拂下，深吸一口沁人心
脾。闺女则提着筐在果园里欢快地蹿来蹿去，摸一摸、挑一挑，
看到个头大的随手一摘，愉悦的心情挂满脸庞。

时至今日仍会想起那年秋天在乌兰布统，只不过美景已成追忆。
品味秋天如同品好茶，茶要浅浅喝，秋不妨慢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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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独爱访“诗踪”

马斗全

古代诗人笔下，多有“访遗踪”“蹑遗踪”“何处觅遗踪”之
类语，皆就前贤遗踪而言。陆游“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
是说杜甫到过许多地方，多有遗踪可寻。苏轼十二岁时，其
父自虔州归，说天竺寺中有白居易亲笔所书诗，笔势奇逸。
四十七年后，苏轼到访，寺在而白居易题诗已亡，“感涕不
已”。所作《天竺寺》尾联云：“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
横斜。”《过广爱寺》诗亦云：“满寺空遗迹，何人识苦心。”可
以想见这位大诗人寻觅前人遗迹之深情与苦心。

寻觅前代诗人遗踪，是一个文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是
一种天生的诗人情结。这种情结，自古而然，今亦多有。

最近，我和西北、东北一些诗友，远道至朔州，便是为了看
看多有前代诗人遗踪的桑干河。一条小小的桑干河，古来名气
却很大，就是因为唐宋至明清，多有诗人咏之。一个喜好传统
诗词的人，看到过黄河、长江，也应该看看桑干河。

我们下榻于桑干河边的复宿山房，虽已非明万历大学士、
诗人王家屏当年之山房，系近年新建，但也同样可以发思古之
幽情。几天之中，相偕或独自到河边去了多少次，谁也记不清
了。如果不是桑干河，而是一条普通的小河，大家自然不会有
这样的感情和兴致。从我来说，终于了结了一个心愿。因近年
多往来于京晋间，多次以桑干河入诗，却始终未能真切地看看
桑干河，更别说这样多次河边徜徉了。

因寻访桑干河，我又想起魏新河寻访元好问雁丘的事。

好几年前，诗人魏新河先生专程来到山西，于忻州谒元好
问墓后，与人驱车去阳曲汾河边寻访雁丘处，以了结心中一个
久久的情结，或曰一项神圣的使命。行前，他查阅了许多资料，
以为雁丘处并不难找，谁知到了汾河边，却傻了眼。他与朋友
开着车找来找去，找了一整天，怎么也找不到。太原市扩建，雁
丘处今已划入太原市区，但那一段汾河几十里长，去找早已无
“丘”的雁丘处谈何容易。因人们多不知雁丘之所在，所以问了
好几十个人，竟没有一人能告诉他雁丘在何处，且多数人更不
知雁丘为何物。

第二天继续去找，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已有些绝望时，
蓦然发现树荫后一块石头上有“雁丘”二字。跑了许多冤枉路

后，总算找到了！虽然除了那块石头外什么也没有，还是让他
非常高兴，激动不已。这样一个大可供后世读者凭吊的地方，
如果有关方面能在路边立个指示牌，以方便寻访者，那么魏新
河此行便不至如此艰难。惟其艰难，愈可见执着寻访与朝拜之
令人感动。这种寻访与朝拜，表现了一个诗人对文化、对诗词、
对古代诗人以及诗本事异乎寻常的痴迷。如果不去寻找，不曾
一到，用魏新河的话来说，心里总放不下。这样不辞辛苦亲历
其地，与只是在书里读读元好问词，感觉大不同。魏新河饮酒
后来访雁丘处，对之多感而赋咏，正印证了元好问《雁丘词》最
后几句：“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他归后又作

《访雁丘》图，以所填词题之。元好问若地下有知，应感欣慰。
其他不少诗人，也都有类似情结。十来年前，我与中华诗词

研究院十几位同仁曾于西安寻访灞陵、杜陵、樊川、杜曲、少陵
塬、上林苑、白鹿原、渼陂湖、大明宫遗址、未央宫旧址等几十个
与唐诗密切关联之处，所以名之为“唐诗之旅”。那次感觉极好，
有的地方其实什么也没有了，但仍能引起人强烈的思古之情。

中华诗词研究院众诗人的西安“唐诗之旅”，魏新河的寻
找雁丘，我和一些诗友的桑干河边优游，都可以归结为向往古
代文化的诗人情结，而从中看到了传统诗词和传统文化的伟
大魅力和永久生命力。

在桑干河边，罗连双先生说，甘肃河西走廊是古代诗人留
下脚印最多的地方，拟联络几位退休老诗人，结伴从容走一
趟。无论此计划能否实现，不畏年高而寻访古代诗人遗踪的愿
望，很是感人。

走走读读

古代诗人笔下，多有“访遗踪”“蹑

遗踪”“何处觅遗踪”之类语，皆就前贤

遗踪而言。不少诗人也都有类似情结，

如果不去寻找，不曾一到，心里总放

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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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与狮子狗
桂涛

英国人爱狗。到了节假日，大公园里几乎人手一狗。狗与
狗打闹亲热，狗主人在一旁聊天，话题从狗延伸出去。不时还
听说两人因狗结缘，发展为挚友、恋人的故事。

英国人养的狗种类很多，狮子狗是其中的重要一种。这狗
虽然模样有点奇怪，但生性活泼、颇通人性、招人喜欢，甚至在
日益以赏玩而非竞技为目的的英国狗展上屡获大奖。

狮子狗英文唤作“Pekingese”，因为西方人认为它起源于
北京，一直是清室宫廷宠物，只有皇帝、宠妃和亲王大臣才有
资格拥有和把玩。因此对西方人而言，狮子狗很长时间内只是
一种他们有所耳闻、却从未亲眼见过的神秘生物。

因为深知狮子狗在紫禁城内的崇高地位，一个英国作家
甚至写道：中国的皇帝是万能的，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但他
“却又是小小狮子狗的奴隶”。

英国女作家安妮·迪克西还特意撰写专著，论述狮子狗在
中国崇高的地位与佛教在中国的流变有关。她认为，佛教尊
狮，而中国并不出产狮子，这让模样近似的狮子狗得到尊崇。
以至于后来，工匠们在雕凿石狮子时，甚至都是依据狮子狗而
非他们从未见过的狮子样貌。

中国皇帝对佛教的虔诚自然也让他们对狮子狗爱屋
及乌。

在英国的爱狗人中，至今流传着众多狮子狗从中国宫廷

首次进入西方视野的故事，其中一些颇具传奇色彩，以至于都
让人恍惚觉得西方人遇到中国的狮子狗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
融的里程碑事件。

虽然有英国人认为，狮子狗早在 17世纪就有到达英格兰
的记录，但那狗是来自中国还是拜占庭却无从考证。

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英国人与狮子狗的相见要晚得多。在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亡热河后的一年，一个叫詹姆
斯·雷尼的英国人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人带着一只“非常奇怪

的狗”，模样“介于骑士查理王猎犬和哈巴狗”之间。当雷尼要
上前购买时，那人却十分警惕，将狗藏在胳膊下，慌忙走开
了。之后这个英国人多方打探，再也没见过那种狗的下落。

英国人于是推测，那时狮子狗已经随着中国皇家的没
落，流入民间。

还有一种说法是，英法联军在 1860 年攻入北京后，在圆
明园发现道光皇帝一个年事已高的嫔妃，英国军官将她身边
的五只狮子狗带回英国，并将其中四只分赠给他的姐姐、妹
妹和侄女，第五只送给了当时掌舵“日不落帝国”的维多利亚
女王，起名叫“Looty”，意为“抢来的、战利品”。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狮子狗显然受到英国贵族阶层和美
国新兴富裕阶层的喜爱。1912 年从英国南安普顿出发的泰坦
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获救者中就有一条北京狮子狗，他的
主人是一个美国大老板。

在西方受热捧的狮子狗到底是不是真正代表了东方的
文化，似乎也有争议。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
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
副其实，亦东亦西。

他写道：“哈巴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
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
养哈巴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

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这传奇的狮子狗。

域域外外

在英国的爱狗人中，至今流传着

众多狮子狗从中国宫廷首次进入西方

视野的故事，其中一些颇具传奇色彩，

以至于都让人恍惚觉得西方人遇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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