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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西安的西安的“““唐诗名片唐诗名片唐诗名片”””

大唐芙蓉园里的雕塑大唐芙蓉园里的雕塑

今年春节期间，央视在黄金时段举行了
连续 10天的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中

“重庆奉节·中华诗城”频频亮相，着实火了
一把，让人们对奉节有了更多了解。

作为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的西安更
应抓住机遇，全方位提升西安的整体文化形
象，大力弘扬诗词文化，确立西安的诗城地位。

西安是唐诗的发源地，是举世公认的唐
代诗歌的故乡。打造西安“诗城”品牌，努力
塑造西安的“诗城”形象，充分整合利用资
源，加大宣传力度，确立西安的“诗城”地位，
让西安自豪于世界城市之林，是我们不可忽
视的责任。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者刘厚生先
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愿西安成为诗
城》，认为西安是名副其实的唐代诗歌的首
都。虽然唐诗是全国性的，但唐代大诗人几
乎都在西安（长安）居留过。西安既有诗的
传统又有碑的传统，古代的碑林，琳琅满目，

令人不胜景仰，
如果把两者结
合起来，把现代
的西安建成唐
诗的“碑城”岂
不大佳。他建
议，如在西城或
南城门口立上
王勃“城阙辅三
秦，风烟望五津
……海内存知
己 ，天 涯 若 比
邻”之碑，在沉

香亭畔立上《清平调》之碑，在香积寺立上王
维的“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之碑，
在大雁塔周边立上杜甫、高适、岑参等诗碑
……走到哪里都能读到好诗，看到好字好
刻，该是何等赏心悦目的美事。届时，西安
不仅可以成为诗碑之城，西安市民更可以成
为“诗城”之“诗民”。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西安为创建“诗
城”曾做过不懈努力。1984年西安在东大街
两旁的栏杆上，挂起了 6 块方数尺的油漆诗
牌，上面分别写有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李
商隐、贾岛、韩翃、司空曙、施肩吾吟咏长安
的诗句，加上那劲健凝重，飘逸潇洒的书法，
给古城增添了几分诗意和雅气。当时受到
舆论的关注，《陕西日报》《中国旅游报》等多
家报刊载文，盛赞这一美事。后来在西安东
关南街的大新巷、卧龙巷、枣园苍、龙渠堡等
四条街巷，又制了 200多块诗牌，上书唐代大
诗人的名篇佳句。这些诗牌有方形、圆形、

桃形、扇形、六边形等多种形式，并配有插
图，诗情画意。家家门前花，户户墙上诗，别
有一番情趣。至今，一些墙面上的字迹仍依
稀可见。

进入新的世纪后，西安在诗城建设中又
向前迈进了一步。2001年在环城南路护城河
边，和平门至文昌门段立了 4块诗碑，材质为
棕红色大理石贴面，再加上唐诗刻制后的绿
色笔迹，显得既现代又高雅，成为西安旅游的
又一亮点，有力地推进了西安的文化建设。

2005 年，西安大雁塔北广场的建成开
放，给这里又增添了浓郁的诗意。八尊唐代
名家大师的雕像竖立在广场东西两侧，其中
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书法家怀

素和散文家韩愈等。在大雁塔周边及北广
场数百根灯柱上，四面都刻有唐诗，人们在
这里游览漫步，品味唐诗佳句，别有一番体
味在心头。特别在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内，随
处可见唐诗的石刻和石柱，杜甫的《丽人
行》、杜牧的《山行》、祖咏的《终南望余雪》、
韩翃的《寒食》、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白居
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这些好诗好字与
环境融为一体，将人包围在浓浓的诗意之
中，让人感到回到了唐诗的故里。

在大雁塔以南的唐城墙遗址公园，这里
可称为唐诗的荟萃之地。最东端的唐诗迷
宫，迂回曲折的走廊内，墙壁上刻有《兵车
行》《燕歌行》《渭城曲》等 45首唐诗，旁边的
诗柱上刻有 28 首唐诗。在距此西边不远处
有一座吟诗坛，这是一个圆形类似回音壁的
建筑，直径 42.8米，高 3.6米，分内外两层墙，
环形石壁内外均雕刻有各种书法体的唐诗
共 88首。无论你是否是诗歌书法爱好者，都
会驻足观赏，一饱眼福，不枉此行。

大唐芙蓉园更是唐文化的精华，这里有
一条唐诗峡，全长 120 米，有 57 首唐诗经书
法家书写镌刻在高约 4.5 米的摩崖之上，同
时还有20个雕塑人物组成的唐诗故事和与诗
人有关的典故。人们在这里徜徉游览，沿路
走过，细细品味不仅能读到耳熟能详又脍炙
人口的诗句，还能观赏到技艺精湛的书法艺
术。此外，在芙蓉池北岸，又有以杜甫“三月
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诗意为题材，
制作的仕女雕塑，白色的大理石雕像与草坪、
花丛、绿树融为一体，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2010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建成开放，

给旅游者又开辟了一个新景点。这里有一
处“大唐诗书”新景观，位于太液池的南岸，
数十首唐诗，镌刻在三米多高的大理石墙面
上，不仅诗美环境也美，人们在此游览，既领
略了大唐的历史，又受到了唐诗的熏陶，别
有一番感受。

西安曾是唐诗的荟萃之地，据粗略统
计，《全唐诗》中仅涉及大雁塔、曲江、青龙
寺和乐游原的就达三百多首，而唐代著名
诗人又几乎都曾在西安居住与生活过，有
的还是陕西人，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
人口的诗句和耐心寻味的故事，有的遗
迹现在还可寻，可以说“唐诗”是西安的一
张天然名片。 □王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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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城墙遗址公园里的诗石唐城墙遗址公园里的诗石

叶 到 浓 时 荫 更 浓
——缅怀著名书画家、作家叶浓

转眼，叶浓老师驾鹤西去已临近百日，
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

那一年，我走进他的“迟悟斋”，观
赏他的字画，觉得眼前大江奔腾，耳边
雄风呼啸，心中春光明媚。那雄浑峻
阔、潇洒飘逸的行书，如决堤的瑶池，行
空的天马，雷鸣的黄钟，出神入化，夺人
魂魄。那力透纸背、斗雪盛开的红梅，
或傲岸挺立，一枝独秀；或虬干倒悬，如
火如荼，仙风道骨，别具风采。如果不
是看到他那布满褐斑的清癯面庞，怎么
也不会相信这字、这画出自这位年逾九
十的忠厚长者之手！

他，就是上世纪 40年代以《野农画展》
深得赞誉，60 年代以哲理诗《瓦砾集》风
靡陕西文坛的著名书画家、作家叶浓。

我与叶浓老师交往，源于我的一次
投稿：1981 年初秋，我将自己的小说《挽
救生命的事业》投寄《陕西日报》副刊
部，不久就收到编辑手写的回信，说拙
作拟于刊发。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有两
个中年人走进我当时供职的文化馆宿

办合一的陋
室。经过交
流，方知四
方脸、个儿
大 的 叫 叶
浓 ，是《陕
西日报》副
刊部的党支
部书记；另
一位稍稍年
轻一点的叫
叶坚，是副
刊党支部的
组织委员。
我请他俩坐
下，各泡了
一杯清茶。
叶浓微笑着
告诉我：“刊

发稿件，报社需要对作者进行‘政审’。刚
才和你单位的党组织交流过了，你的‘政
审’合格，同意刊发你的小说。”拙小说于
1981 年 12 月 26 日得以发表，这是我正式
在报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此后，交往
渐多，叶浓老师先后编发过我的诗歌、
散文、随笔数十篇。

2012 年春节，我去看望叶浓老师。
交谈中得知我筹备出版《吴树民文集》，
叶浓老师稍作沉吟，豪爽地说：“我用你
出版的十部作品中的八部书名，调换个
别字，缀成顺口溜，表示祝贺吧。”我求
之不得，连连点头。叶浓老师笔走龙
蛇，一气呵成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深
深爱文坛，囚犯也苦恋，夜呈玫瑰色，雾
锁桃花塬，风情东南亚，舞动在春天，世
界多色彩，缘结红玉兰，获奖卅五项，文
名四海传。”看到这幅墨宝，文友们无不
感慨，时年 88 岁的叶浓老师文思是何等
的敏捷，笔力是何等的雄健。

近四十年的交往，使我对叶浓老师
也有了较深地了解。他又叫也农、野

农，均是发表文学、书画、戏剧等作品时
信手拈来的笔名，他原名叫张茂林，却
很少有人知晓。1925 年 10 月，他在高陵
县一个贫寒的农家降生时，谁也没有想
到，他有一天会实现装裱师兼花鸟画匠
父亲的梦想。1940 年，叶浓到位于三原
县的陕西省第三中学读书，三年后考入
高中部，因家穷无钱，上不起，他只好改
上富平县的省立中级师范，毕业后做了
小学教师。他上学时，就爱画爱写，曾
跟齐白石弟子长安张少山学画数载，颇
有造诣。在欢庆解放的锣鼓声中，他本
想利用手中的毛笔在书坛画苑挥洒一
番，却因工作需要，调任小学校长，而后
又被历史推入世人又喜又怕的新闻之
门，当过西北农学院校刊主编、《陕西日
报》文艺部副主任、出版部主任兼《星期
天》报、《漫画报》主编等。繁忙的工作
之余清灯长夜，他以文学、书画为魂，陶
冶情操，炼养浩气。

他的诗，曾受数家全国性诗典编辑
青睐，索要他的作品和小传，他曾以“写
诗不多，诗味不浓”而谢绝。他的画，有
人要为他出专辑，他曾以“还不成熟”而
放弃。他的字，黄河碑林、翰园碑林专
函索书，言明刻碑，他又在“还在学习
中”至今未书，但在无法推脱的“应酬”
中，他的书法墨品却像展翅的鸿雁，将
他的名字捎往江南塞北、天山东海。《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甘肃日报》等数十
家报刊，都有他题写的刊头、题头、报
头；《长安当代老书画家作品集》《陕西
老年名家书画选》《中国陕西日本京都
书画联展作品集》等十余种书画史集都
有他的作品；不少文博单位，通过各种
渠道收藏他的作品，有的还刻了碑石。
他被称为中国实力派书画家。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钟繇学书，书划裂被；张旭临池，池
水尽墨。叶浓笔端风云际会，全在专精
笃志。那是在“文革”期间，他被“专政”，

打扫仓库，见到烧毁的残破碑帖，偷偷
剪存，集成一本“秘宝”，心赏手摹，加上
他少年时临习过《九成宫》《多宝塔》《玄
秘塔》《龙门二十品》以及《孔宙碑》和
《石门颂》等诸帖，越写趣味越浓。他博
览诸家名帖，在行、草上狠下苦工，吸取

“二王”、颜真卿、苏黄米蔡及于右任等
历代名家之长，终以“挺拔苍劲，风骨动
人”脱颖而出，同道者品评赞叹：“清劲
峻迈中，透露灵秀之气。”求书者视其字
为“书中珍品，墨中至宝。”

叶浓的作品在求者盈门之后，特别
是书画的商品价值日益显现之时，他依
然“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他自拟对联

“诗品书品画品人品至上，文气才气灵
气骨气当先。”书置座右，自励自勉。近
几年，叶浓义务给国内外书画爱好者挥
毫泼墨的作品，每年均数以千计，其人
品修养，一直被文坛、书坛、画坛当作美
谈，视为楷模。

叶浓退休之后，担任中国书画函授
大学西安分校教授、副校长，陕西老年
大学、西安老战士大学特邀教授，热心
传艺，孜孜不倦，栉风沐雨，不辞劳苦。
许多领导、古稀老人尊他为师，听他授
课，真是叶到浓时荫更浓。

今年 1 月 4 日 16 时，95 岁高寿的叶
浓老师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在凤
栖山殡仪馆仰止厅里，庄严肃穆，悼者盈
厅。大厅正面两边电视屏幕上，显示着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雷珍民悼
念叶老的挽联：“品才艺数德兼备得风
骨昭后世，诗书画诸能包罗遗著述启
来人”，厅旁还有中国书法家协会原
副主席钟明善教授的挽联：“笔精墨
妙丹青圣手，正直坦荡斯世大贤”；书
法家、作家马士琦敬献的挽联：“诗书画
名扬九域，精气神辉耀三秦”。这三副挽
联，是对叶浓老师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
与完美注解……

□吴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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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唐墓壁画《观鸟捕蝉图》，1971 年
出土于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
墓，位于该墓前墓室的西壁南侧。纵
1.68 米，横 1.75 米，定名为《宫女观鸟
捕蝉图》。

《观鸟捕蝉图》是中国古代美术史
上一幅特别珍罕的作品，一直令人关
注。此图有一种优雅静谧、恬适自在
的氛围。画面中间绘一树，下倚巨
石，宫女三人左中右错落列排。左侧
一侍女，头梳高髻，雍容华贵，身着窄
袖小襦，肩披绿裹红面的帔帛，帔帛
右襟轻搭于左臂之上，下身着绿色曳
地长裙，右手握簪子，似才从发髻中
拔出，仰首凝视空中一飞鸟。有人评
说此女望天上飞翔的小鸟，心也跟小
鸟一起，越过宫墙，渴望追求自由的
天地。而我却想，不必为她赋于什么
思想内涵，我只是感觉她正考虑是否
投掷簪子以射飞鸟。中间一名为男
装侍女，正值妙龄，好像刚刚入宫，正
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华。头梳球
形髻，身着圆领窄袖袍，腰系黑带，带
下挂囊，下着束口裤，足穿尖头线鞋，
全神贯注地紧盯着树干上的一只蝉，
轻盈地挽袖举手，似在蓄势待发去捕
这只蝉。右侧一侍女头梳高髻，身着黄衣小襦、帔
帛，长裙曳地，双手挽灰色披巾交叉于胸前，悠闲
的伫立于树下，双目微闭，似已陷入遐思之中，身
后发生的观鸟捕蝉这些动静自然与她无关。

此图抓住三位宫女在花园内戏嬉伫立的精彩瞬
间，别具匠心以构思，把三位年龄境遇各不相同女子
的神情姿态，表现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让人观之
入迷。画面中人、鸟虫、树石，动静之间，营造出的
艺术之境，丰沛的生命张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加之画面线条圆润流畅，带有典型唐代绘画特征，
为反映唐代宫廷侍女生活的上佳之作。

可以说该图把写实与写意结合在一起，表现了
宫廷侍女生活的真实，饱食无忧，优闲而自得其
乐。而把《观鸟捕蝉图》称作“宫怨”题材，画中宫
女生活得寂寞无聊，苦闷幽怨之情，在举手头足之
间显现无遗，我并不完全认同，感觉有点牵强。而
古人也不是傻瓜，唐代宫廷更有严密的审察制度，
壁画也大都出于宫廷画师之手，如有此等“宫怨”
不满倾向，肯定难以通过。因为这是皇家陵墓。

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次子，因被
母后武则天猜忌而废为庶人。死后于神龙二年，以
雍王身份陪葬乾陵，睿宗景云年间（710-711年）追
封为章怀太子，启陵重绘壁画，提高等级，故壁画
重层。这都因了李贤的两位同母弟弟，唐中宗李显
和唐睿宗李旦，因为同情哥哥悲惨遭遇，在即位
之后，先后两次组织最顶级的画匠绘制了章怀太
子墓内精美的墓室壁画，这也使得这幅《观鸟捕
蝉图》成为唐代壁画的精品之作，图上的三位宫
女似乎姿态更为灵活，人物体态婀娜自然，线条
流畅、洒脱，富有表现力和韵律感。在色彩处理
上，作者使用的原色极少，效果单纯而雅致。

但不知什么原因，坊间一直传言这幅唐墓壁
画《观鸟捕蝉图》在二十多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
的搬迁中失踪了，直到这幅壁画在中央电视台
2017 年 12 月播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
藏》，第一季的节目中一闪而过，才
正式辟谣了不实传言。 □朱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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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立饫礼，又称饫礼，是古代天子诸侯
为讲军旅、议大事、昭明大节而立着举行
的隆重礼仪，与者立而不坐，酒品虚设不
食。此礼叫法不一，亦可称“飨”“乡”，又
称大飨、飨醴、享醴等，《诗经》《左传》《国
语》等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

考《国语·周语中》“定王论不用全烝
之故”一节，曾明确指出饫礼与宴礼的不
同之处：“王公立饫，则有房烝；亲戚宴
飨，则有肴烝……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
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
成礼烝而已。饫以显物，宴以合好，故岁
饫不倦，时宴不淫，月会、旬修，日完不
忘。”房烝又称体荐，是将半个牲体置于
俎，天子诸侯举行饫礼用房烝。牲体割
肉折骨置于俎曰肴烝，天子与内外亲属
脱履坐饮，举行宴会，则用肴烝。饫礼与
宴礼两者行礼方式不同，使用牲体不同，
功能上亦各有分工。饫礼用以议决军政
大事、制定章规礼仪，宴礼则可以密切亲
情、深结友谊。

《国语·周语下》曰：“夫礼之立成者为
饫。”又《国语·鲁语下》曰：“立曰饫，坐曰
宴。”饫礼通常在宗庙中站着举行，“立
成”是此礼的最显要特征。饫礼陈设铺
张、礼节谨严，注重仪式排场是饫礼的另
一个特征。作为西周春秋时期天子与诸
侯之间聘访朝觐采用的隆重礼仪，饫礼的
用酒、用乐皆有特殊的规定。

饫礼用酒。饫礼中所用的酒为“醴”，
这是一种用麦芽（蘖）酿成的混有酒糟的
甜酒，今称为酒酿。因为汁滓相渗不滤，
上下一体，也叫“醴齐”。《说文》曰：“醴，
酒一宿熟也。”《周礼·酒正》郑注曰：“醴
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贾
疏曰：“醴，体也。此齐孰时，上下一体，
汁滓相将，故名醴齐。”行饫礼时，醴仅至
齿“啐而不饮”，并不真喝，因而也就不用
坐下，而是立着行礼。周人以为，商人之
所以灭亡，酒是大乱丧德、亡国的根源。
《尚书·酒诰》中曾明确规定“饮惟祀”“无
彝酒”“执群饮”“禁沉湎”。饫礼“教民敬

式，昭明大体”，承担着议定军政大事、订
立章规的重要职责，故在行礼时使用仅酿
制了一夜酒精含量极低的“醴”。

饫礼用乐。行饫礼时因宾客身份不
同，用乐亦不同。《国语·鲁语下》载叔孙穆
子聘于晋，晋悼公以饫礼待之，叔孙穆子
辩答礼乐，详细阐释了天子、诸侯、卿大夫
之间用乐的差别：“夫先乐金奏《肆夏》
《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
《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
……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
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天子招待天下诸侯
时，用金奏古曲《肆夏》三章。金奏之乐，
即钟磬打击乐。《肆夏》又称《尸夏》，又名
《樊》；《遏》又名《韶夏》；《渠》又名《纳
夏》，相传都是夏禹所作《九夏》乐歌的组
成部分。两君相见时，歌咏《文王》《大
明》《绵》，这三篇乃《诗经·大雅》前三篇，
都是赞美和颂扬文、武二王身禀圣德，天
兴所寄，兴周创业之诗。

饫礼之后，通常还要举行宴礼招待宾

客。即所谓“礼终乃宴（又称燕）”，无此
则是“为礼而不终”。如饫礼极隆而用时
过久，宴会可推迟到次日举行。宴饮用酒
不用醴，尽欢而饮，不计杯数，称“无算
爵”。饫礼与宴礼互为补充，饫礼用来教
导恭敬简约，宴会用来显示慈爱恩惠。

再后来，在宴会以外，饫还有饱食、满
足之意。即段氏所言：“其字下与饱饶余
相属。则其义略同也。”汉魏以后，此种用
法竟成主流。如汉人严忌《哀时命》曰：

“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而淑清。时厌
饫而不用兮，且隐伏而远身。”此句言时君
不好忠直之士，厌倦其言而不肯用，故且
隐伏山泽，斥远己身也。《广雅》：饫，饱
也，厌也。《玉篇》：饫，食过多。唐代杜甫
《丽人行》曰：“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
切空纷纶。”以讽刺杨国忠兄妹骄奢淫
逸。明人刘基在《卖柑者言》一文中，批判
那些欺世盗名的达官绅士为“醉醇醴而饫
肥鲜者”。至此，“饫”的含义已经与最初
相去甚远，大相径庭了。 □张鹤

“立饫”礼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