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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赏牛，那些经典的“画中牛”

钩 沉

到西安博物院 看三千年变迁
西安博物院于 2007 年 5 月正式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由博物馆、唐荐福寺遗址、小雁塔三部分组成，是一

座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园林休闲为一体的城市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AAAA级旅游景
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博物馆作为西安博物院的主体建筑，收藏文物11万余件，其中国家三级以上文物有1.44万余件。基本陈列以西安作为十三朝古
都、1000多年建都史及3000多年城市发展史为主线，通过周、汉、唐、宋、元、明、清时期多个城市模型，展示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

世界文化遗产“小雁塔”是唐长安城著名寺院荐福寺的佛塔，已有 1300余年历史，保持了唐代初建时原貌。荐福寺的“雁塔晨
钟”被誉为长安八景之一。小雁塔于 1961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随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
成功，小雁塔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周永盂

铜盂（yú）是盛食物器，兼可盛
水盛冰，若盛冰则是储藏食品用。

“永盂”是西周时期的大器，
侈口深腹，圈足较高，腹部有一对
附耳，与两附耳相对的中部装饰
卷鼻象首一对，上面又各有浮雕
兽面，在附耳与卷鼻象首下及圈

足各有扉棱，腹上部饰饕餮纹，下
部饰蕉叶蝉纹，圈足同样饰饕餮
纹。造型雄奇，纹饰复杂，线条刚
劲粗放，兽面纹宁静威严。内底
铸有一篇长达123字的铭文，大意
是益公传周王的命令，分给永（人
名）土地于陕西的洛河南北的边

疆地带，当时有邢伯、荣伯、尹氏、
师俗父、遣仲等5人在场听命。益
公还命郑司徒父、周人司工、史、
师氏、邑人奎父、毕人师同，监理
王命给永的赏田。这篇铭文对研
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当时历史人物
的政治地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永盂1969年于陕西省蓝田县泄湖
镇兀家崖村出土。它被当地农民
交给物资回收门市部，后集中于
陕西省物资回收公司仓库，该公
司工作人员兼文物保护员吴少亭
在分料拣选时发现，上交西安市
文物局。

唐代彩绘仕女小憩骑骆驼
俑，1987年于西安市新城区韩森
寨红旗电机厂唐墓出土。

骆驼曲颈昂首，背有双峰。

直立于长方形托板上。其上一
俑，侧身盘腿横骑驼背，左手扳
着左腿，右手搭于前峰，头趴在
右臂上作小憩状。此俑身穿圆

领窄袖袍，下着袴，足穿长筒
靴。因埋头弯臂小睡而不见其
面，从其头梳双垂髻看，当为女
俑。这件作品把骑手长途跋涉

疲惫不堪、途中在驼背上小憩的
情形，刻画得惟妙惟肖，极具生
活气息。

□张丹华

唐代彩绘仕女小憩骑骆驼俑

现今所见的唐三彩，大多出于
盛唐时期。唐三彩造型丰富，一般
可分为人物、动物、日用容器、器用
模型等四大类，其中以动物居多。
动物中最常见的是马和骆驼，此外

还有牛、羊、狗、狮子等。
“三彩腾空马”，1966年于西

安市莲湖区西安制药厂唐墓出
土，由骑手和飞奔的悍马两部分
组成。骑手为胡人少年，端坐在

马背上，头发中分，两耳旁各梳有
一个发髻，面部丰腴，笑容满面，
双手紧握“缰绳”，身穿蓝色长袍，
腰间系有革带，革带挎有袋囊，脚
蹬尖头靴子。马的体形彪悍，作

腾空跃起式，颈上鬃毛直立。这
件胡人腾空马，以生动的造型、鲜
美的釉色，成为唐三彩中的精
品。骏马疾驰，骑手从容，展示出
制作者的高超技艺。

唐代三彩胡人腾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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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
间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它是一条
多彩多姿的生命长河。中国人在生生不
息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灿烂的
文明，这其中就有与时间密切相关的中
华传统节日文化。

说到传统节日文化，我们需要解释
一个字：年。

年，甲骨文写法如图①。上面是
“禾”，下面是“人”，禾谷成熟，人举着它
庆贺或祭祀。远古时期，农业生产水平
落后，一年只收一季庄稼，禾谷成熟的一
个轮回的时间长度，就是一年。

传统节日的确定，大都与农业生产有
关，是农业生产轮回中的一个节点。在这
个节点上，人们进行庆祝或祭祀，表达崇
拜、感恩、祈福，以安排农业生产，由此形成
了节日和节日文化。春节就是如此。

按照夏历（农历），正月初一就是新
年的开始，古称“元旦”。元者，始也；旦
者，晨也。元旦就是新年的第一个早晨，
其实也正是新春的开始（1912 年始改大
年为春节）。

过年的节俗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认为其产生的源头为上古的蜡祭，祭祀天神、地神、
风神、雨神、山神、水神和家族祖先等。

春是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字写法如图②，从日从
屯，整体像一颗草木的幼苗，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破土
而出。春的本义就是草木初生的季节。草木的生命力，
让春在中国人的心中总是充满温暖和希望。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春不是一个简单轮回的开始，它是一个新的
起点。朱自清先生说：“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
希望。”

另一个与春节离不开的字是“家”。家是会意字，从
宀从豕。古文字写法如图③，上面是房子的形状，也是今
天的部首“宝盖头”，里面是一头胖胖的小猪。

“家”的造字与古人的生活有关。远古时期，人类还
不会建造房子，他们只好找一个山洞或者地穴来居住。
山洞或者地穴在古文字中的字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宝
盖头”。那时候，虽然种粮食，但粮食收得极少，为了稳定
下来居住，需要寻找粮食以外的食物，这就有了对动物的
驯养。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就有猪。人有了安居的可
能，于是家里养猪就变成了人稳定居住的标志。

家是人最初安居的温暖记忆。春节回家，亦是一个蕴
含深刻文化意味的话题。它将节日与人、人与家、古与今
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并深深根植于炎黄子孙的骨髓之中，
塑造了中国人的乡土观、亲情观、生命观。

在春节，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还会想到拜
年。拜，会意字，甲骨文写法如图④。本义当为拔起禾麦
奉献给神祖。后引申为行礼的通称。

逢年过节，挨家挨户给街坊邻居的长辈拜年，在我们
孔孟之乡非常盛行。孟子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乡里乡亲，共同生活在
同一片土地，定当互帮互助，友爱和睦。记得小时候，每
当大年初一早晨，我就会跟在哥哥后面，挨家挨户地给街
坊邻居的长辈拜年。这样的记忆很温馨。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形成
了许多礼俗，这些礼俗很有价值，值得我们去继承和
弘扬。 □殷延禄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有则诗话云：“《古
乐府》：‘碧玉破瓜时。’或解以为月事初来，如
瓜破则见红潮者，非也。盖将‘瓜’纵横破之，
成二‘八’字，作十六岁解也。段成式诗：‘犹怜
最小分瓜日’，李群玉诗：‘碧玉初分瓜之年’，
以其证矣。”此解为是，诗文中多用于女子。袁
枚之所以如何说法，是因明清人常错用来指女
子初经房事。

而偏偏吉林人社版《随园诗语》在卷十五的
一则诗话中，将“破瓜”又译错。文云：“今人称
女子加簪为‘上头’。……”读《晋乐府》云：“窈
窕上头欢，那得及破瓜？”“破瓜”本应为少女十
六岁之代指，谁知译文却将其译为初经房事，译
文是：“《晋乐府》中说：‘窈窕少女的说法时的喜
悦，哪里比得上新婚时的幸福？’”

旧时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
成品，称女工。也作女红。这个“女红”的“红”，读音为工，而
不能作hónɡ，但这“女红”，不时有人读作女红（音虹），前些年，
西安某剧团移植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其中扮演王婆者向
西门庆夸潘金莲时，就将“她还做得一手好女红（音虹）”，因秦
腔中，此红（虹）字咬音很重，故此读音也引来台下的议论。

就汉字“活化石”级的字来说，“嫽”字正是其中的一个，
《诗·陈风·月出》有云：“月出佼兮，佼人僚兮。”唐陆德明《释
文》：“僚，本亦作嫽。”嫽，美好，敏慧也。《辞源》引《方言》二
云：“嫽，好也”，谓其为青徐海岱之间方言，这大抵是因其出于
《陈风》的缘故，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及安徽亳县一带。而
原来天下之大，“嫽”也是吾陕关中方言中极具特色的一个
字。言人的长相好，曰嫽，言人和气友善，曰嫽；言事办得好，
曰嫽，言物象景致美，曰嫽；言嫽到极致，曰“嫽的（不是“得”）
很”或“嫽扎了”。但现在却有一些人不知“嫽”字的写法，将其
错写成“嘹”或“撩”，如西安街头，不时见到店铺推销其商品曰

“撩扎咧”，有的店铺还起名“嘹得美”“嘹的太”的。2019年 8
月 10日，网络上还传某三人演唱的眉户剧《梁秋燕》，字幕上打
出的还是“嘹咋咧”。

殊不知，嫽、撩、嘹，音虽相同而其义相去甚远。因为“撩”
者，动作也，“嘹”者，声音也。其与“嫽”字的娇美、美好和敏慧
之义相距甚远。

以上诸例，系信手拈来，忽焉成文，愿与诸君同鉴。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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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朴实无华，默默无闻，吃苦耐劳，
不求回报。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牛产生了
深厚的感情，视其为忠诚的朋友。古往今
来，很多江苏画家纷纷用手中画笔描绘自
己眼中的牛、心中的牛，留下太多画牛的
经典之作。

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现藏于北
京故宫博物院）可能是古代画牛作品中知
名度最高的一幅。这幅长卷上，五头姿态
各异的牛一字排开，各具状貌。从右至左，
棕色老牛俯首吃草，神清气闲；黑白杂花牛
翘首摇尾，步履稳健；深褐色老牛筋骨嶙
峋，老态龙钟；健壮的黄牛缓步前行，回首
而顾；最后一头黄色公牛体态丰厚，凝神若
有所思。《五牛图》准确表现了牛的不同样
貌、动作、神态和气质，突出了牛勤劳温顺
的品格，元代画家赵孟頫如此称赞：“神气
磊落，稀世名笔也。”

韩滉是长安（西安）人，曾长期在今江
苏任职，曾担任过苏州刺史、润州（今镇江）
刺史、镇海军节度使等职务。相传，他在江
南时，一次到郊外散步，看到几头耕牛在悠
闲地吃草歇息，调皮的牧童在旁边玩耍。
如诗如画的田园风景深深感染了韩滉，他
观察各种不同的牛，反复琢磨，画出了这幅
传世的《五牛图》。

韩滉的弟子戴嵩也是“画牛高手”，与
擅长画马的韩幹并称“韩马戴牛”。他的
《斗牛图》表现了两头蛮牛激烈争斗的紧张
场面，使观者身临其境。相传戴嵩初画《斗
牛图》时，将牛尾巴画得高高翘起。有牧童
看出破绽，指出两牛相斗时，尾巴应夹在两
腿中间。戴嵩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进行
了修改。后来，乾隆皇帝在《斗牛图》上题
诗赞曰：“角尖项强力相持，蹴踏腾轰各出
奇。想是牧童指点后，股间微露尾垂垂。”

明清时期文人画盛行，牛渐渐成为画
面中的“配角”，但画坛也不乏画牛的名
家。明代苏州画家、“吴门画派”代表人物
沈周《卧游图册》中的第四幅《耕牛图》，画
的是雨后的郊野风景，用纷繁的笔触勾勒
出被打湿的牛毛，结合题画诗“春草平坡雨

迹深，徐行斜日入桃林。童儿放手无拘束，
调牧于今已得心”，表现了画家本人对田园
生活的向往。在另一幅《骑牛图》上，沈周
题诗自比骑牛的老汉：“老夫自是骑牛汉，
一蓑一笠清江岸。白发生来六十年，落日
青山牛背看。酷怜牛背稳如车，社酒陶陶
夜到家。村中无虎豚犬闹，平圯小径饶桑
麻。也无汉书挂牛角，聊挂一壶村醑薄。
南山白石不必歌，功名富贵如予何。”

清代常熟画家杨晋也擅画牛，他留下
了很多“牧牛”题材画作，如《柳塘春牧图》
《牧牛图》《柳溪放牧图》《湖庄春晓图》《溪
畔牛趣图》等。他的《石谷骑牛像》画的是
自己老师、著名画家王翚（常熟画家、“四
王”之一）悠然地骑在牛背之上，并在画上
录前述的沈周《骑牛图》诗。传说，由于杨
晋画牛画得太好了，王翚很多画作中的牛、
马都是由他代笔的。另有一说，杨晋此画
中，骑牛老人是沈周。

和扬州有不解之缘的明末清初著名画
家石涛，有一幅有趣的《对牛弹琴图》传
世。画面上仅有一人、一琴、一牛而已。抚
琴高士神情庄重，正襟危坐。听琴的黑牛
面向高士而卧，侧耳倾听，全神贯注。石涛
为何会画带有贬义的成语“对牛弹琴”，并

在画上录诗四首，九百多字？有论者认为，
身为“旧王孙”的石涛身处明清鼎革之际，
如题画诗“世上琴声尽说假，不如此牛听得
真”所说，《对牛弹琴图》反映了他难遇知
音，孤独落寞的心境。

进入 20世纪后，中国画坛上又出现了
多位画牛的名家。出生于江苏徐州的著名
画家李可染先生一生爱牛画牛，将自己的
画室命名为“师牛堂”。他如此解释自己对
牛的钟爱：“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
逞强。终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
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
华，气宇轩昂，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
厌写之。”

李可染观察牛细致入微，准确把握牛
的动静姿态。他笔下的牛极富生活情趣，
或行、或立、或卧、或凫于水中，再加上一两
个稚气可爱的牧童，为整幅画作点睛，营造
出浓浓的江南水乡风情。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以画马著称，但
他的代表作中也频现“牛”的身影。创作于
1935年的《春之歌》是徐悲鸿准备送给张大
千的作品。春光骀荡，杨柳依依，一只体型
巨大的壮牛和一位可爱灵巧的牧童在一起
嬉戏。耕牛雄壮威武，双腿却好似徐悲鸿

所画奔马的腿，形成“牛身马腿”的有趣现
象。除了《春之歌》，徐悲鸿画牛的佳作还
有《牧童短笛》《憩息》《印度牛》《九州无事
乐耕耘》等，这些“牛”无不气韵生动、生趣
盎然。1948年，徐悲鸿还与李可染合作了
《牧牛图》，传为画坛佳话。

师从徐悲鸿的著名画家吴作人是安徽
宣城人，但从小在苏州出生、长大，视苏州
为故乡。吴作人也常常画牛，和李可染、徐
悲鸿等相比，他更喜欢画奔跑在高原上的
牦牛，常以《寥廓任犇驰》《齐奋进》等为画
作名称。吴作人笔下的牦牛充满了澎湃动
感，它们不惧严寒，扬蹄奔跑，一往无前。
吴作人曾说，自己之所以爱画牦牛，就是因
为牦牛给人以奋进的力量，也反映了藏
族人民坚韧不拔
的品格。 □于锋

戴嵩《斗牛图》徐悲鸿《春之歌》 李可染笔下的水牛和牧童。

① ②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