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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安徽省博物院举办了“家在
黄山白岳之间——渐江书画艺术展”。
画展以“画宗倪黄”“黄海松石”“梅花古
衲”“长林逍遥”“交游唱和”五个单元展
出渐江书画珍品 85件（套）。我有幸得
以目睹渐江诸多绘画作品，第一次系统
欣赏了他晚年作品，印象特别深刻。友
人程勇军一边向我介绍渐江晚年隐居
在歙县、休宁一带生活的境况，一边与
我共同欣赏着渐江以新安江为背景而
创作的《晓江风便图》，感受着他荒寒萧
索、淡远幽深的画境，有相见恨晚之意。

今人谈起“新安画派”，往往视渐江
为开山鼻祖。这源于清人张庚在《漏山
画论》里的一段论议：“新安自渐江以云
林(倪瓒)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
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其实，张庚对
渐江及后来的“新安派”画家评价并不
高，只是认为他们宗法倪瓒“淡枯墨皴
擦式渲染”的绘画技法，而“坚洁简淡，
卓然成派”(秦祖永语)。

事实上，渐江晚年，因“逃禅”而自
成风格，相较于倪瓒简远萧疏的画风，
他的作品多了几分荒寒冷逸的笔意，对
中国画是别有贡献的。海外学者高居
翰在《气势撼人》一书里甚至将其誉为
清初画坛“独创主义大师”，认为他“展
现了晚明画坛与文人圈中的个人主义
特质”。

渐 江 (1610—1664)，本 姓 江 ，名
韬，字六奇。据史料记载，渐江出生于
安徽歙县溪南(今屯溪区南溪南)的一
个富裕家庭(程守《故大师渐公碑》载：

“江氏子，世为歙之右族。”)，因他家门
前河流名为渐江，故自号“渐江”。少
年时代的渐江曾在歙县社学读过书，
后考取杭郡“诸生”(明代称考取县试
而入学的生员为“诸生”)，因家道中
落，他与母亲被迫由杭州返回歙县，跟
随当地名儒汪无涯研习五经，准备参
加科考。在此期间，他“长但佣书以铅
椠养母，卖薪汲水，出自躬操”(黄宾虹
《渐江大师事迹佚文》)，过了一段事母
至孝的清贫生活。

明朝灭亡后，清兵南下，渐江作为
“遗民”在徽州一带与友人一同加入了
抗清义军，抵御清军南侵，但均以失败
告终，后与抗清义军一起流落至福建武
夷山，靠吃野菜、野果度日。他在《与程
蚀庵》一书里曾记下这段经历：“入武
夷，居天游最胜处，不识盐味且一年。”

在“复明”绝望之后，因不愿臣服于
满清，渐江同很多明代遗民一样，选择
了“逃禅”——这里的“逃禅”并非真正
出家，而是以另一种“身份”而存活；逃
是“逃其利害”，避免遭遇“留发不留头”
的后果；“禅”则是“逃”的结果，即出家
当和尚——既保住了名节，又可以以僧
人身份继续从事“反清复明”运动。

出家后的渐江取法名弘仁，追随当
地回龙寺道舟禅师古航习禅，属禅宗青
原一脉的 37世。出家后的渐江先是在
福建一带习禅云游，42岁时返回南京，
5年后又回到自己的故乡歙县、休宁一
带居住，后圆寂于歙县五明寺。

渐江的绘画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入武夷山之前，居乡从学养
母阶段。这个阶段是他奠定绘画创作
的基础阶段。那时的他，山水画主要师
承董其昌，以温润冲淡的画风为主基
调，画作多表现宁静冲和之美。这可以
通过他早年与李永昌、刘上延、孙逸、汪
度合作的《新安五家冈陵图合卷》中渐
江用笔松秀可知；第二阶段是他入武夷
山后滞留福建期间，虽未见他这一时段
的作品，但根据査士标在渐江《黄山山
水册》题跋上说“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
归黄山而益奇”，可知他的作品风格那
时已发生了很大改变——“从 1651 至
1656 年间，我们并没有可靠的纪年作
品，我们只能揣测，他在这段时间正力
图发展新的技法，以克服安徽画派的平
板画风，并以其他艺术家作为参考对
象，其中包括较早的大师……”(高居翰
《气势撼人》)；47岁时回到故乡定居是
他绘画创作的第三阶段，也是他作品变
革的重要时期。晚年的渐江，绘画以黄
山、齐云山及新安江一带风景为对象，
但又迥异于那些摹写自然景物的画家，
他更喜欢勾勒故乡“残山剩水”的画
境。而这种“残山剩水”，恰又是他个人
幽隐心境的投射，属于一种“政治隐
喻”。渐江好友许楚在《画偈序》中写
道：“(渐江)超割尘滓，抚省立命，慨夫
婚宦不可以洁身，故寓形于浮屠，浮屠
无足与偶处，故纵游于名山，名山每闲
于耗目，故托对于翰墨。”

按照姜斐德教授在《宋代诗画的
政治隐情》一书里的说法，文人画从宋
朝开始成为书画界的主流，革新着以
前的画匠。而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

“画可以怨”——即绘画可以寄托“政治
隐情”。

对于明清之际士人而言，明朝灭亡
不是简单的王朝更替，而与民族危亡紧
密相系着，属“夷夏之辨”——即“亡国”
与“亡天下”之别。随着清兵南下，“蛮
夷”入侵，南明小朝廷迅速败亡，“扬州
十日”“嘉定三屠”等重大事件给江南士
子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彻底改变了
他们的精神面貌。

在一系列武装斗争失败之后，他们
开始由肉体抗争而演变为精神抵抗
——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则以“支离”

“丑拙”的表现手法行世。与其说这是
一种“独创主义”，不如说他们藉此来

“抵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渐江晚年，以“逃禅”身份回到自己

故乡，故乡的风景在他眼里早不复“旧
时模样”——“原来他们引以为傲的江
南明山秀水，在满人铁骑的蹂躏下变得
面目全非。‘蛮气’南下污染山水，成了
士子痛心疾首的话题。”(见杨念群《何
处是江南？》)

许楚在《黄山渐江师外传》里，曾记
述他回到故乡的生活境况：“或长日静
坐空潭，或月夜孤啸危岫。倦归则键关
画被，欹枕苦吟，或数日不出。山衲踪
迹其处，环乞书画，多攒眉不应；顷忽涤
砚吮笔，淋漓漫兴，了数十纸，不厌也。”
回到故乡隐居的渐江，平常除了静坐就
是画画，但他却坚定拒绝别人的索画，

只按照自己的心绪作画。渐江在自己
诗里这样表达着心曲：“偶将笔墨落人
间，绮丽楼台乱后删。花草吴宫皆不
问，独余残渖写钟山。”——他要删去的
是过去的“绮丽楼台”，而选择用残余的
笔墨(渖）来书写“钟山”——这里“绮丽
楼台”代表着旧时故乡的“明秀山水”，
而“钟山”则是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孝陵
墓所在地，象征意味是不言自明的。

“山水”的变易，改变了渐江晚年的
创作格局。他以“残山剩水”入画，寄托
自己难以抑制的历史悲情，又用“秋色”
和“冬景”来喻示对前朝的哀思。他晚
年的画作多用平远布局，在继承倪瓒的
折带皴染技法的同时，绘景多为“秋冬
枯景”，呈现出简疏而枯淡的画风，用以
表达“空寂”的意境。

他有诗云：“疏树寒山澹远姿，明知
自不合时宜。”——这里的“不合时宜”，
意在表明他绘“孤”“冷”“枯”“瘦”之景，
并非外在实景，实为个体心绪的投射。
如他 52 岁所作的《幽亭秀木图》，画中
有空亭一座，周围杂木环绕，入眼即可
知是秋天的景致，景致简疏，仅水边坡
石，水面无痕，无他物。欣赏此画，即令
人进入极静处，产生王维诗“深林人不
知，明月来相照”的意境。渐江创造了
一 种 不 同 于 现 实 世 界 的“ 荒 寒 世
界”——一种枯为主基调的画面。又如
他的《疏林空几图》，画面是在山林之间
置一方几，低矮空荡，两侧的山石与前
景坡地是留白，落落空疏，冷冷静置，给
人以深幽静远的感觉。

“于极瘦削处见腴润，极细弱处见
苍劲，虽淡无可淡，而饶有余韵。”(清·
杨瀚《归石轩谈话》)是渐江晚年绘画创
作的主要特点，其内在核心是以“残山
剩水”来寄喻哀思与隐痛。

《晓江风便图》是渐江晚年最为重
要的作品，今藏于安徽博物院。画卷作
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十一月，
是送给即将去扬州的好友吴羲的。吴
羲又名伯炎，是当时的收藏大家，也是
渐江晚年挚友。渐江画这幅画的时候
已经51岁了，离他去世还剩3年。

吴伯炎要从歙县经新安江前往扬
州，渐江便画《晓江风便图》为其送行。
画卷绘的内容是新安至扬州行船水上
的一段路线——即由浦口练江入新安
江一带地理实景。画卷高 24.5 厘米，
宽 248.5 厘米。卷尾题写：“辛丑十一
月，伯炎居士将俶广陵之装。学人写晓
江风便图以送。揆有数月之间，蹊桃初
绽，瞻望旋旌。弘仁。”该画卷在吴伯炎
去世后流出吴家。清康熙 35年丙子春
（1696），画家石涛在扬州一位朋友家
中见到并欣然题跋：“笔墨高秀，自云林
之后罕传；渐公得之一变。后诸公实学
云林，而实是渐江一脉。公游黄山最
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
皆黄山本色，丰骨冷然生活。”据传，画
卷在民国初年时，有人从安庆市怀宁县
独秀山下的莲花庵里得到，之后辗转到

上海变卖，后为歙县汪鞠友获悉，鼓动
乡人程霖生买下。程霖生后因手头拮
据，黄宾虹听说后，介绍同乡许承尧以
500 银元购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许承尧后人捐出此画卷。

画卷以倪瓒的淡雅枯木草亭远山
为基本布局，没有大片的墨，没有那种
粗拙而跳动的线条，更没有过多的皴染
和反复的勾勒，是渐江晚年虚廓心灵、
了无挂碍和自我超越的艺术创作集中
体现。

整幅画卷用了远景构图，舍弃了刻
画山石地表的皴法，更没有使用泼墨的
晕法，而使用直线风格描绘，使得近远
景呈现出几何线条特质，从而营造出静
谧冷逸的意境。这种构图既是渐江晚
年空寂心境和简朴生活的写照，但又不
同于倪瓒的画风。

作此画时的渐江，光复“故国”的理
想早已湮没，人到晚年，只依山水为生，
早不再作任何奢想。他隐逸山林，日日
与宁静相伴，孤寂而苍凉，笔下的风物
自然便不会有生机。他是借此来安顿
下不羁的灵魂。

《晓江风便图》是渐江晚年荒寒萧
索的美学意蕴集中体现，与他凄凉的身
世和遗民的心绪紧密相连，也是他独立
不倚，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渐
江一改传统画静穆作风，每一面的构图
其基本形式都是线条，不仔细欣赏，还
以为西方的素描画。渐江有意违背传
统山水画的一目了然的连贯感，而是让
我们刻意去观察其局部造型的几何形
状。这种构图，追求了一种淡远而荒凉
的意境，从而为自己找到一种“虚空”的
美学精神——即虚幻空灵，若有若无的
画境。

当然，《晓江风便图》更是渐江意志
寄寓之所在——他以故乡为隐喻，昭示
个体和民族的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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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山剩水”藏寄寓
——渐江晚年画作刍议

可建八脚牌坊若无皇上恩准是要
杀头的，于是故意拖延不回朝。后来回
朝，皇帝责怪他：“不用说四脚牌坊，就
是八脚牌坊也造出来了。”许国当即俯
身拜谢：“谢主隆恩，臣就是造的八脚牌
坊。”皇帝金口，一言九鼎，也就默许
了。每当走到这里，陶文浚就要穿上布
鞋，把衣服整整齐，仰望石坊片刻，再双
手合一鞠躬，然后十分虔诚地从牌楼下
穿过。陶文浚觉得，在这位牌楼的主人
面前，在这位大学士面前，在这位礼部
尚书面前，应该衣着整齐，应该有儒雅
之风，应该心存敬畏。

七
自主学习是最高效的学习，也是最

能激发心志的学习，此时的陶文浚已渐入
此境。一日，他听说黄潭源南去十五里远
的雄村小南海航埠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
前清贡生主持曹家学馆，名叫王藻，道德
文章极负盛名，于是慕名前去求习经书。

歙县雄村，濒临新安江畔，有“新安
第一岛，徽州最雄村”的美誉。之所以有
名，因为该村聚居曹姓，族人历来尚文重
教，仅明清两代，中举者达五十二人，其
中一名状元。有“同科五进士，一朝三学
政”的美谈。其中曹振镛的故事更是广
为人知：曹族建有竹山书院，院内有一处
叫桂花厅，家族每中举人栽树一株。曹
振镛从小在竹山书院读书时，顽劣不肯
用功。姐姐着急，规劝他：“你不读书，将
来如何登堂入仕，承继父业？”曹振镛夸
下海口：“他日我定为官，且胜吾父。”姐
姐激他：“你若为官，我当出家千里之外
为尼。”曹振镛从此潜心攻读，后一举中
榜，并官至军机大臣，权倾朝野。其姐为
不食言，坚持要出家，曹振镛苦劝无效，
又怕姐姐在千里之外孤苦伶仃，只得借
当地俚语“隔河千里远”之意，在雄村河
对岸建了一座慈光庵供其姐修行。而曹
振镛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在
嘉庆皇帝外出时，留守京都处理政务，有

“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美誉，可见
何其显赫。现在，大清朝虽然走向没落，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家的学馆还
是极有规模和名气的。老贡生王藻能够

被聘主持学馆，可见很不一般。
要让王老先生收下陶文浚并不容

易。一是他拿的是曹家供奉，教的是曹
姓子弟，收外姓人不免招嫌。二是与陶
家并无交情，也无有脸面的人引荐，对
陶文浚不知根不知底，不想惹事。因
此，陶文浚第一次求见时，他就婉拒。
陶文浚又执着地相求，他便不再搭理，
视而不见。陶文浚仍是坚持，不得入
院，便长时间站窗外聆听讲学，并用笔
纸速记下先生的讲授内容。日子一久，
王老先生着实感动，便找陶文浚详问了
情况，很是满意，又与族长商量说情并
征得同意，才答应让陶文浚免费伴读。
陶文浚惊喜、感激，重重地磕了头，行了
拜师礼。从此每隔两三天步行到雄村
航埠头，向王老先生问学。

此时曹家已将书院移到距雄村有两
里的航埠头，大约是没有余钱修葺竹山
书院的缘故，或是航埠头更加偏僻清静
的缘故。从黄潭源抄近路到航埠头要少
走两里路，但陶文浚去航埠头总喜欢绕
道雄村，可能是因为雄村有桃花坝、竹山
书院、桂花厅、文昌阁、宰相府第和数座
牌坊的原因，他本能地被厚重的文化底
蕴所吸引，所以并不拒多走点路。况
且，只要不是非常寒冷，他多是赤着脚
走，并不怕磨鞋，打着赤脚走过村中青
石板的路更有滋味。一天，天降大雪，
陶文浚早早起床，怀揣书本，匆匆赶往
航埠头。走到雄村时，见整个村庄在白
雪映衬下更显古朴，圣洁而肃穆，他陶
醉了，望望书院，摸摸牌坊，又在桃树间
流连，等他赶到航埠头，王藻先生正在
授课，而教室的门窗都是关闭的。他不
敢打扰，于是在门外静听，站了近两个
小时。等王先生下课，发现他已经成了
雪人。先生哭笑不得，幽默地说：“你有

‘程门立雪’之风，可惜我是‘王门’哦！”
于是，陶文浚“王门立雪”的故事便传开
了，引得大家的唏嘘。

求学王藻，夯实了陶文浚的经学功
底。加上之前所学和几位老师的指导，
陶文浚对于国学旧学已是有系统完整
的掌握。 （未完待续）

陶 行 知 在 徽 州陶 行 知 在 徽 州
【连载】

□ 林文胜

□ 黄 涌

渐江其人

立冬时节，新安源头率水河畔，五
彩斑斓，寒风阵阵，细雨绵绵，落叶萧
萧。每年的这时，我常常会想起家乡一
位长辈，慈爱低调、令人敬仰的文化老
人金家骐先生。

金家骐身形高瘦，面部清癯，体质
较弱，说话时声音不高，一字一句，条理
清晰，抑扬顿挫。他那略显腼腆而意味
深远的笑容，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
10年前的 10月 7日，我们一行 10余人
为他圆一生之梦，专程陪金家骐先生一
起去看他魂牵梦绕的新安源头龙井潭
瀑布！没想到这趟的源头之旅，竟成他
最后的出行，一个月后，他就驾鹤远行。

作为一名老师和文化学者，金家骐
可谓一专多能。当老师，棒棒的，是徽
州名师；业余是版画家，徽州版画的开
拓者，版画创作成果丰硕；退休后徽州
方言研究，造诣颇深，问鼎学术巅峰刊
物。在徽州，他和已故的书法家黄山学
院黄澍教授，被人们誉为“黄金搭档”。
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徽州大家。

金家骐 1922年 3月诞生在率水河
畔一个没落的徽商望族书香门第。祖
父在苏州经商，父亲为清末秀才，后大
力倡导新学，在歙县紫阳学堂毕业后，
于民国二年（1913）在家乡阳干创办私
立振西学堂，开创休宁西乡新式学校之
先河，后又在 1925年创办桃潭小学（今
溪口中心小学前身）。

金家骐一生为师，当了近 50 年老
师。中学、师范及大学都教过，桃李无
数。主教地理，兼教美术。地理教学方
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市里地
理教学研究会的会长，主编《徽州地理》
等教材。他多次在各种公众场合为歙
县的干部群众进行地理知识普及的讲
座，掌声如潮。他对学生的爱，润物无
声。每一次的作业批改，都是密密麻麻
的，有的还精心收藏下来。前不久，我
在他的小儿一律先生处，听闻了这样一
件事：1950 年，金家骐当时在休中任
教，组织过一次毕业班学生的美术作品
展览，这些作品后来他都精心珍藏着，
有一大叠几十张。在临去世的前几年，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请小儿把这些美
术作品一一送还给当年的学生。他小
儿便遵父嘱，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这些
学生今天的具体联系方式，然后一一交

还。这些学生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
当他们当中有人收到老师这份历经几
十年珍藏有些泛黄的作品时，许多老人
都惊讶不已，泪水涟涟，有的甚至都要
跪在他小儿的面前，以示感谢，这太令
人感动。是的，教育从来就是一份用心
的事业，用一颗心守护另一颗心。

金家骐走上版画之路，是在同乡汪
敏熹（今年 99 岁，在世）影响下开始
的。1943年抗战期间，他到了上海，和
那些左翼版画家有了交往，他为此创作
了一批黑白木刻漫画，并自编选集《青
梅》发行，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上连载漫
画《日知录》，为年轻的他，赢得了一定
的名声。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如鱼得
水，与省内的版画界知名人士赖少其、
师松龄等人一起采风绘画，在版画界风
生水起。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他
版画创作的黄金期，其中《山区水力茶
厂》(黑白木刻)曾入选全国美展，中国
美术馆收藏；《新安江上》(黑白木刻)入
选第五届全国版画展，中国美术馆收
藏；《希望》(三色油套)入选第八届中国
现代版画展。这一成就即使在今天的
徽州版画家中，仍然无能出右。

晚年，金家骐还迷恋起了休宁方言
的研究，数年的乡野调查，潜心思考研
究，汇编成册，为此还写了篇专业的学
术论文，发表在国内方言研究权威刊物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专业刊
物《方言》上，引发业界热议。

静水流深。金家骐把自己的全部
心血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教坛躬耕半个
多世纪，培桃育李上万人。他一生清
贫，为人谦虚低调，光明磊落，对学问的
孜孜不倦，勤勉踏实，都是值得我们永
远学习的。以至于他去世 10 周年了，
依然有不少的学生经常谈起他，不断有
人撰文怀念他，他依然活在大家的心
中。这就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这种
人格魅力，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它
将穿越时空，就像是一坛陈年的老酒，
历经时间的沉淀，愈发散发出浓香，让
人迷醉。

金家骐常说：“我一生版画创作的
素材都来自徽州，来自新安江。”今天，
他的魂魄永远地驻留在率水河的上空，
他最后岁月题写的“豸山古泉”碑刻，就
立于家乡溪口红庙观音泉内。

【文化人物】

寒风细雨思乡贤
□ 汪红兴

“残山剩水”的政治隐喻

《晓江风便图》里的“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