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齐白石还
曾为胡沁园胞妹、 黎丹之母（1852－
1909）绘制《黎夫人像》。该画尺寸129×
69cm，立轴，纸本设色；钤印：“阿芝”（朱
文）“白石老人”（白文）“借山翁”（朱文）；
题跋：“受降后二年丙戌冬初，儿辈良琨
来金陵见予，出此像，谓为谁，问于予。
予曰：尊像系乃翁少年时所画，为可共
患难黎丹之母胡老夫人也。 闻丹有后
人，他日相逢，可归之。乱离时遗失，可
感（憾）也。 八十六岁齐璜白石记。 ”此
时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可共
患难”的黎丹已于8年前在家乡下世。
此画作于51年前，为何始终未能物归
原主，却被白石三子齐良琨所得，最终
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期间过程已无人
能解，所幸《白石老人自述》中有一些
相关记载。

2018年11月底， 湘潭市博物馆展
出百余件齐白石原作精品，其中一幅便
是《黎夫人像》。 此画人物衣袂奢华绮
丽，面容生动逼真，仪态端庄华贵，亦可
见画家绘制时是如何恭谨虔诚了。 有论
者指出：“从构图和表现手法来看，此作
受到清代祖容肖像画的影响，并融入西
方素描、色彩等写实技法，人物脸部已
有明暗关系的染法，反映了清末人物画
创作的一种趋势。 ”

元结的浯溪
凌鹰

邂逅于一片乱石林立的小山野

浯溪和元结似乎就是一个整体， 拆开谁都会成
为一种虚无。 如果元结很走运，仕途上一路通达，这
个趴在湘江身边的乡村野岭很可能永远都会寂寞地
静坐在一江流水里。

冥冥之中注定了元结跟浯溪的天缘， 本来倒霉
透顶的元结，在被贬的途中，一路郁闷地行船湘江，
走到祁阳河段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片乱石林立的
小山野，便好奇地停下船只，登上了这个也许根本无
人问津的小石山。他这一登，就登上了后来的中国碑
林文化的一个奇峰。

先后两次被发落湖南道州任刺史的元结， 前前
后后五次经过这个怪模怪样的石头山野。前两次，仕
途上的烦心事搅得他无心顾及它念， 只在这座他喜
欢的山野上短暂停留了片刻。第三次，他爬上这座石
山的时候， 看着从山脚下流过的那条清清浅浅的山
溪，看着面对湘江波涛的那一片宽阔的悬崖陡壁，看
着山上那相互绵延、形态怪异的山石，站在最高那块
石头上的元结情不自禁生出感叹：“零陵郡北湘水
东，浯溪形胜满湘中。 溪口石巅堪自逸，谁能相伴作
渔翁。 ”也就在这一时刻，他萌生了要住在这座小野
山上修身养性、垂钓种花的浪漫情怀。

大历元年，也就是766年，元结为这里写下了第
一篇铭文《浯溪铭》。 他在序言中写道：“浯溪在湘水
之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溪世无名称者
也，为自爱之，故命浯溪。 ”不言而喻，他已携带家人
住进了这处小山野， 并因自己太喜爱这个没有名称
的地方，而将其署名为浯溪。

将奇绝的自然山水
刻进石头的灵魂血肉里

古代的“吾”即“我”，元结以其独有的创造思维，将
这条小溪“据为己有”，让它成了“我的溪”，但他要保持
这片地域的自然天性和本质，于是就在与“我的溪”相
关的人文物象上，加上了一个象形或象意的偏旁，因此
就有了我们在这座山野上看到的“浯溪”“峿台”“痦亭”。
其意就是：他们都是我的，都是我元结的。

这个元结真是个爱玩、会玩的祖师爷，他在阳光
下抬眼看着小溪东边那面又高又陡又光滑的山石，
脑子里就有了一个奇特的想法： 如果在这个摩崖的
顶峰建个亭子， 站在亭子里眺望周围的山村炊烟和
满江的流水清波，该有多么惬意呵！ 亭子建成了，他
又“贪心”不足，想在旁边建一座亭堂，周围种上兰花
和松竹，在月夜叫上几个朋友坐在里面喝酒吟诗，将
是何等惬意！ 爱玩会玩的元结，真的是玩出了品位，
玩出了格调，从元结名扬天下的“浯溪三铭”，我们即
可想到他的“玩心”有多高、有多宽、有多远、有多深。

“浯溪三铭”是元结的《浯溪铭》《峿台铭》《痦亭
铭》，这是他的前三铭。接下去他又写了《东崖铭》《中
堂铭》《后堂铭》，这是元结的“后三铭”。前三铭《浯溪
铭》《峿台铭》《痦亭铭》，元结都请当时有名的书法家
季康、 瞿令问、袁滋分别用玉箸 、悬针、钟鼎三种风
格各异的篆体书写出来，刻在了三处摩崖上，将浯溪
奇绝得惊天动地的自然山水刻进了石头的灵魂血肉
里， 让它们随着这片野性而鲜活的石头在光阴的内
部生长呼吸。

《大唐中兴颂》：浯溪的魂魄

浯溪的摩崖石刻，绝对绕不过《大唐中兴颂》，这
是浯溪的魂魄。

元结虽然“贪玩”，也很会玩，玩出了令历代文人
顶礼膜拜的境界，但他更爱国，更关注他的唐朝的命
运。这个唐开元年间高中进士的大才子，在安史之乱
期间因向唐肃宗李享敬献良策而得到重用， 做了一
名判官，辅助地方长官处理公务期间，他写下了《大
唐中兴颂》。 他在《大唐中兴颂》的序中，简单介绍了
安史之乱的历史真相和撰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他请
自己的好友、大书法家颜真卿将《大唐中兴颂》刻在
紧邻湘江的那面摩崖上， 得到了历代文人的由衷赞
叹。但也有人说他是“名颂实讥”，这就完全曲解了元
结写此文的一番苦心和好意。 文字表述上似乎在讲
老皇帝和新皇帝的“风凉话”，实话实说了他们导致
国力不强、发生内乱的症结所在，实则是谏言他们要
相互通融，相互和气，国家定然兴旺。说白了，就是强
调一个“和”字，只有“和”方能安邦，方能定国……

元结在他的《大唐中兴颂》里就已经阐述了我们
现在倡导的“和”文化意识，这也是《大唐中兴颂》隐
含最深刻的正能量。

浯溪，一个幽深的中国文化道场

元结是因为文人另类的玩法， 才玩出了一个令
人无法穷尽的人文浯溪，说元结是个“贪心”的文人，
一点也不为过。这个心“贪”得合情合理，“贪”得经典
绝伦，“贪”得出神入化。

元结这一“贪”，就“贪”出了一个幽深的中国文
化道场。因了这个文化道场的敞开，就有了后来源源
不断的更多文化人的涌入。 唐朝相继而进入这个文
化大磁场的有元友让、皇甫湜、郑谷；宋朝有秦观、杨
万里、范成大、张栻、孙适、李清照、白玉蟾；元朝有张
养浩、聂古柏；明朝有徐霞客、王冕、杨维祯；清朝有
王渔洋、袁枚、吴大澂及外国使者等等，几百人在浯
溪留下诗文，囊括了篆、楷、行、草、隶等各种书体，其
中除了颜真卿霸气四射的正楷锋芒，还有黄庭坚、董
其昌、何绍基、米南宫等大家令人称奇的书法。 他们
和他们墨韵的长存，让元结的浯溪生发出多重定义。

元结将他的浯溪献给了天下的文人， 这些文人
们又将元结的浯溪交给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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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世人只知齐白石画虾、画荷、画
虫草有名， 却不知紫藤亦是其所钟
爱者。紫藤别名藤萝，是一种落叶攀
援缠绕性大藤本植物， 乃湖南乡下
常见之物。“借山四野皆藤海，樵牧
何曾认作花。”离开故乡浪迹天涯的
齐白石，目睹妍丽纷繁的紫藤花开，
时常兴起身世飘零之叹，曾有画题：
“南岳山下最多，其藤多刺，结子似
桑子，可食，子多似葡萄。 ”又曾作
《题画紫藤》 诗：“春园初暖斗蜂衙，
天半垂藤散紫霞。雷电不行笳鼓震，
好花时节上京华。 湘上滔滔好水
田，劫余不值一文钱。更谁来买山翁
画，百尺藤花锁午烟。 ”即便黄昏晚
境渐至， 他依然在北平跨车胡同院
内种植藤萝。 其紫藤画前期主要学
徐渭，笔墨纵逸，色彩清淡素雅；后
期主要学吴昌硕，笔墨凝重浑厚，色
彩鲜艳美观。

2018年，青海聚墨斋艺术品拍
卖有限公司从日本回流收购一幅
《紫藤图》， 这是已知迄今唯一现身
古城西宁的齐白石真迹。 该画尺寸
101×33.5cm，三平尺多一点；钤印
“齐白石”（白文）；款署“华民先生。
辛酉四月十七日，齐璜白石草衣，时
居燕京象坊桥观音寺院寄。”辛酉是
民国十年（1921年），这是齐白石赠
与老友黎丹的精心之作。 其时黎丹
创建的青海藏文研究社誉满河湟。
此画龙蟠老干盘曲于整幅画面，繁

花细枝集中在上半幅， 形成上下密
疏、细粗、嫩老之对比。 画风则处于
其过渡时期， 但可见草篆锐利恣纵
的笔法，寄寓着“紫气东来”的美好
祝福。

这幅《紫藤图》，其前世今生颇
为离奇。 这曾是二战时期流亡中国
的著名反战志士鹿地亘、 池田幸子
夫 妇 的 旧 藏 。 鹿 地 亘（1903—
1982）， 日本著名进步作家，“九·一
八”事变后发表许多反战言论，遭日
本军国主义迫害，1935年辗转到上
海， 借住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
书店，与宋庆龄、鲁迅、萧军等左翼
人士都有往来。 池田幸子（1912—
1973）撰有《最后一天的鲁迅》《鲁迅
的回忆》等文章。 1938年夏，时任国民
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
沫若聘请他俩做设计委员，帮助指导
第三厅七处的对日宣传工作，同时担
任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 武汉失守
后， 他俩跟随第三厅撤退到南岳衡
山，嗣后参加国共两党在此合作创办
的游击干部训练班。 南岳衡山与湘潭
相邻，他们是不是此时收藏了齐白石
这幅画，不得而知。 嘉德拍卖图录称
其“旧藏之中国书画，集张大千、黄宾
虹、于非闇、齐白石、吴昌硕、王雪涛等
至精之作， 多为早年购自文物商店”。
今年3月30日， 中国嘉德香港2019春
季拍卖会上，此画最终以89.70万元成
交。

� � � �齐白石赠与黎丹的《文信国公
像》 也是立轴， 设色纸本， 尺寸
132.5×57.5cm， 钤印“齐大”（朱
文），题识：“华民先生雅鉴。齐璜，壬
戌五月制。 ” 壬戌即民国十一年
（1922年）。 本幅上有王襄 (1876－
1965)题跋：“文信国公像。此白石老
人六十岁笔，未题图为何氏。观其衮
冕执笏， 岂弟慈祥， 纯然古大臣风
度。或疑为唐之颜平原，或疑为明之
张江陵，讫无定说。询诸原索画人告
曰：此文文山像也。 敬其人，故乞图
之。 始悟俯首凝思，若有重忧，正写
其忠义峻洁之概。 白石老人可谓体
会入微矣。公历一九五五年十月，后
学王襄题其首并记其详。”此画最先
见于《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齐白石》图版。

文天祥，号文山，南宋著名爱国
诗人、抗元名臣，殁后追谥信国公，
人称“状元中的状元”，也是齐白石
异常心仪的英雄人物。《文信国公
像》又名《文天祥像》，第一次公开露
面是2009年10月17日，北京中贸圣
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5周年庆典
艺术品拍卖会上， 估价60－90万

元。 但据天津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
刘金库教授称： 此图是黄逖非先生
（1905－2003，湖南南县人，曾任天
津市政协副主席） 珍藏的唯一的齐
白石“神功像对”题材的作品。“破四
旧”时，为了能够将其保存下来，黄
氏请天津文史馆馆长王襄题写了一
段长跋， 说所绘为中国历史上著名
的爱国将领文天祥。其实，像主并非
文天祥而是天官。 上款“华民”正是
齐白石的诗印挚友黎丹。

刘金库此言不无道理。 看上去
它的确是一幅天官赐福图， 有柔媚
邀宠之状， 与文天祥的历史形象不
相吻合。《宋史》记载文天祥：“体貌
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
烨然。 ”齐白石画此图寄赠远方的黎
丹， 意在祝福他官运亨通， 造福于
民。而黎丹也真的如其所祝，在青藏
高原为湘人大增颜面。 民国二十二
年（1933年），经九世班禅和邵力子
等人举荐， 黎丹当选国民党中央监
察委员。

《文信国公像》再次露面，则是
在中国嘉德2017年春季拍卖会上，
参考价380－480万元，未成交。

黎丹：与白石订交数十年

甘建华

对青海近现代史
产生过重大影响

� � � �黎丹平生交游甚广，与韶山毛泽东很
早就有往来，与同乡艺术大师齐白石订交
数十年。《白石老人自述》一书中，齐白石
谈到自己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
1894年）， 在家乡杏子坞卖画为生，“家景
还是不很宽裕，常常为了灯盏缺油，一家
子摸黑上床”。 当时因恩师胡沁园先生的
介绍，他与曾任贵州、江苏两地巡抚的名
宦黎培敬家族时相过从，有机会看到黎家
的书画庋藏， 并获准在现场用心临摹，书
画水平和篆刻技艺因而突飞猛进。

书中首先出场者，便是比他小七八岁
的黎丹：“有位朋友黎丹，号叫雨民，是沁
园的外甥，到我家来看我，留他住下。夜无
油灯，烧了松枝，和他谈诗。 ”32岁那年，齐
白石与王仲言、罗氏兄弟等七人结龙山诗
社，社外诗友黎丹时常与会。 翌年成立规
模更大的罗山诗社，社址“在南泉冲黎雨
民家里”。“在前几年，我自知文理还不甚
通顺，不敢和朋友们通信。 黎雨民要我跟
他书信往来，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笺，逼着
我给他写信， 我就从此开始写起信来，这
确是算得我生平的一个纪念。 ”

感念于黎丹对自己的真挚友情和胡、
黎两家的帮衬，北漂之后的齐白石，曾先
后两次赠画给远在青海西宁的黎丹，一幅
名曰《紫藤图》，一幅名曰《文信国公像》，
一花卉，一人物，都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
与时代特征。

对齐白石成长
产生过重要影响

白石：赠画题跋感念黎家
画紫藤赠挚友寄寓乡情

画天官赐福图祝福挚友官运亨通，造福于民

题跋黎母像，
感怀“可共患难”的挚友

� � � �齐白石《黎夫人像》，作于1895年。

� � � �齐白石赠黎丹《文信国公像》，1922年作。

� � � �齐白石赠黎丹《紫藤图》，1921年作。

� � � �大雅久不闻，今人知黎丹者鲜矣！ 但
在遥远的青海高原，老一辈文化人提起他
的名字，都是眼前一亮，尊敬之情溢于言
表。

黎丹生于清末同治十年（1871年），出
自湖南湘潭黎氏名门，谱名泽润，先字雨
民，后字华民，号无我，少时勤学，经史以
外，旁涉九流百家和书画技击，工于诗词，
篆刻崇尚秦汉，师法黄牧甫，尤精于缪篆，
堪称一位难得的文武之才。

他是清末副贡， 曾官甘肃宁州知州，
鼎革后任西宁道尹，事功系于大西北。 民
国十七年秋天（1928年9月），青海从甘肃
省析置单独建省，与他的良言妙策关系甚
大。他是南京国民政府首批委任的青海五
个省府委员（相当于副省长）之一，兼任秘
书长，致力于青海的经营开发，在促进民
族和解与团结、维护西藏主权、禁绝鸦片、
保护百姓免遭兵燹之灾等方面都有贡献，
尤其在兴办青海民族教育、沟通汉藏文化
方面，业绩一时无两。《青海历史纪要》《青
海通史》等书对其均有高度评价，推崇他
是对青海近现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
位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