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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宋代常熟文人著述颇富, 尤以诗歌、政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见长。赵公豫诗以名胜题咏和咏史怀古为

主, 庄绰的笔记不乏史料价值。元代常熟文人瞿孝祯、时太初等诗文俱佳,与文学大家杨维桢、张伯雨、顾阿瑛有交

游。大画家黄公望善作题画、咏画诗,诗僧清珙多写隐居生活和山水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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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熟文学到了宋代,要比唐代繁荣得多,这个阶

段常熟的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等也要胜过唐代。据

2002年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 5重修常昭合

志 6记载,唐时常熟县户一万三千八百二十, 宋淳熙

十一年 ( 1184)有户二万六千五百二, 增加了近一

倍。再从科举情况看,在唐代, 常熟进士及第者仅一

人 (方志称陆器为开成五年状元 ), 而宋代有四十五

人之多。虽说宋代取士人数要比唐代多, 但也决不

至于有如此大的悬殊。

宋代常熟的文人,著名的有以下数人。

陆绾, 字权叔, 初名绛, 字伯厚。宝元元年

( 1038)进士。官至尚书职方郎中、朝奉郎, 赠中散

大夫。工诗,有5听琴歌6等作。另著有 5春秋新解 6

( 30卷 ),已佚。

庄绰, 字季裕。南宋初人。著有笔记小说集

5鸡肋编 6。

王伯广,字师德, 绍兴十二年 ( 1142)进士。授

德清尉,转温州教授, 调常州教授,未赴卒。少工文,

长于诗, 四六文尤脍炙人口。与张孝祥诗简往还。

著 5听雨集6,已佚。

冷世修,字良器。与兄世光、弟世南同入太学,

时称 /三冷 0。与世光同登绍兴十八年 ( 1148)进士

第。官至和州通判, 朝奉大夫。著有 5留耕草堂杂

文6 ( 30卷 )、5词科类要 6 ( 10卷 ) ,已佚。

钟璇,字振远, 一字叔齐。筑室梅李,多莳香草,

自号药圃。隐居二十年。徐谊、吴守、沈揆皆造其

庐, 以奇人目之。范成大等尝荐于朝, 不报。著有

5山中录6、5药圃稿 6、5续白孔帖6等,已佚。

钱佃,字仲耕, 弱冠入太学, 绍兴十五年 ( 1145)

进士,授分水尉。历吏部郎中, 权吏、兵、工三部侍

郎。淳熙八年 ( 1181)为婺州守, 州饥,劝分移粟, 活

七十余万口。有政绩, 朱熹极称之。著有 5仲耕文

集6 ( 20卷 )等,已佚。

赵公豫 ( 1135 - 1212) , 字仲谦。绍兴间进士。

历知仁和、余姚、高邮军及真州, 常州。官至宝谟阁

待制。所著诗文多铁,今存5燕堂诗稿61卷。

周甫,字次山, 号无碍老人。淳熙十年 ( 1183)

秋试已取解魁,以失书涂移副榜首, 遂弃举子业, 研

精经史。参政宇文绍节尝馆之,累以边功授官不就。

著有 5韩生传6、5章华台记6、5石头城歌 6等, 已佚。

张攀 ( 1154- 1223), 字从龙, 号益斋。淳熙十

一年 ( 1184)进士。知溧水县, 历秘书丞、殿中侍御

史兼侍讲等, 除起居郎崇政殿说书。著有 5汉唐

论6、5益斋奏议 6、5益斋集 6等,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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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 ( 1196 - 1243) , 字处一, 号抑斋。嘉定十

六年 ( 1223)进士。历和州教授、镇江府通判、尚右

郎官兼崇政殿说书等, 嘉熙四年 ( 1240 )擢监察御

史,弹劾不避权要。谢归常熟寓舍, 累除官不拜。

卒。初谥节惠, 改忠惠。 5宋史 6有传。著有 5论语

说 6、5孟子说 6、5抑斋奏议6、5抑斋文集6等,已佚。

从以上简介可知,宋代常熟文人著述颇富,尤以

诗歌创作、政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见长。可惜的是

由于年代久远,散佚太多, 无由窥其全豹。如宋仁宗

时代的陆绾,所著诗文无存于世,然而我们可以借助

宋代散文大家苏洵赠与他的 5送陆权叔提举茶税 6

诗知晓其人:

  君家本江湖,南行即邻里。税茶虽冗繁,渐

喜官资美,嗟君本笃学,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

蜀,见忆5春秋 6始。名家乱如发,棼错费寻理。

今来未五岁,新 5传 6满盈几。又言欲治 5易6,

杂说书万纸。君心不可测, 日夜涌如水。何年

重相逢,祗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 乱子 5易 6
中意。茶5易 6两无妨,知君足才思。

在这首诗里, 苏洵对陆绾赞誉有加, 既说他 /本笃

学 0,又说他 /足才思0,还以 /君心不可测,日夜涌如
水 0的比喻夸奖他的滔滔才华。可以断定, 能够得

到苏洵如此称赞的人,决非等闲之辈。

宋代常熟文人有诗留存至今的, 仅赵公豫一人。

兹论述如下:

赵公豫今存之 5燕堂诗稿 6 ( 1卷 ) , 收入清编

5四库全书 6, 共八十八首。卷首有传一篇, 不著撰

人。传云:

  赵公豫,字仲谋, 本宗室,南渡徙居常熟,因

籍焉。幼聪警, 五六岁记 5左氏传 6不谬一字。

及冠游四方,所至文人争相邀迎,,其在故乡,

则与冷良器为莫逆交,誉满缙绅,文名日起。旋

登进士第,绍兴间知真州。公豫为人沉厚简重,

居官廉正, 常言: /吾求为循吏, 不求为健吏。0

以故去任之日,挈壶浆攀辕者甚众。累阶至宝

谟阁侍制致仕。著有 5燕堂类稿6十六卷, 诏、

诰、表、策多为时传诵。其诗因属对不甚工切,

泉州守蒋雍选录全部, 澄汰大半,仅有若干首,

皆中年游历而作者。自州郡以迄馆阁所赋,率

删去不存。殁年六十有四, 葬虞山之拂水岩西

三里。工部侍郎马和之作志, 表其墓曰 /清

显 0。

从这段记载看,赵公豫的文在当时要比他的诗影响

大, 只是现在无法得见了。通观他今存之诗,以名胜

题咏和咏史怀古为主, 前者如 5金山 6、5北固山 6、
5庐山6、5访滕王阁旧址 6等, 后者如 5金陵怀古 6、

5采石矶怀古6、5亚夫墓 6、5高祖庙6等。其景物诗

可举 5新安江泛棹6为例:

  秋水河清澈,舟行境不穷。猿啼深谷里,人
泛碧流中。云影连帆影, 林红映日红。滩声时

断续,高旷羡渔翁。

首联出以赞叹语, 中两联物我并写, 对仗工整, 颈联

写阔大之景,色彩亮丽, 巧用迭词而不显板滞, 尤为

出色。尾联转为抒隐逸之怀, 似是文人吟诗作赋的

老调子, 其实它真切反映了作者的心境。 5燕堂诗

稿6开卷第一首 5世途 6云: /世途若戈矛, 达人宜自
淑, ,此身当自珍,毋为世所辱 0, 说明他虽然身在

官场,仕途顺畅,却常怀惴慄之心。目睹新安江一带

的如画美景,自然要滋生出隐居的念头了。赵公豫

还写了首本邑胜地游览诗 5偕冷世修游顶山广福
院6: /山寺寂无僧, 空门白云冷。唯有寒松枝, 悠然

照潭影。0冷世修,本邑人, 上文已有简要介绍, 顶山

广福院,亦称顶山寺, 在县西北十八里的虞山北岭,

梁大同十二年 ( 546)建,今不存。该诗通篇写景, 语

言自然清纯,有王维山水诗的神韵。结句让人联想

起唐人常建 /潭影空人心 0的名句, 意在言外, 饶有

深蕴。

赵公豫的咏史怀古诗以 5华佗墓6、5隋堤布市 6

为优:

  操技颇称良,全身苦不早。堪嗟魏老瞒,今
亦同枯槁。古墓尚巍然, 蒙茸皆宿草。经春一

发生,士女争祈祷。

隋皇宫阙已荒丘, 剩水残山发旅愁。丝竹

管弦成往事,空馀梭布市扬州。

华陀是汉末名医, 他最早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

施行外科手术,能 /断肠湔洗, 缝腹膏摩 0, 医术极为

高妙。因曹操患头风,召陀不往, 被杀。历代文人所

作咏史怀古诗极多, 但多咏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名

士贤媛, 罕有咏华陀的, 大概因为华陀是所谓 /医

工0,不在他们眼里吧。赵公豫能把关注的目光投

向华陀,本身就很有价值, 说明他思想观念的超前

性。该诗前四句为华佗之死深表惋惜, 嘲讽曹操

(小字阿瞒 )尽管位高威重, 有生杀予夺之权, 终究

不能避免同尘灰的命运。后四句描写华陀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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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以见出华佗在民间深受爱戴。此诗不仅选题

新颖, 观念先进, 而且具有民俗学的价值。 5隋堤布

市 6一首, 也是以取材取胜。古人吟咏隋炀帝兴修
运河、纵游扬州的诗篇层出不穷,要旨是抨击他荒淫

失国。该诗咏写隋皇当年的繁华转头成空, 有无限

沧桑之感。这样的写法并不新鲜。新鲜的是结尾一

句,它告诉人们, 扬州在诗人活动的宋代已有相当规

模的布匹市场,也就是说, 宋代扬州的商业经济已十

分繁荣。能在诗歌中写入这个内容的人并不多,所

以值得重视。

赵公豫现存的诗篇中,难以觅见反映民生疾苦

之作, 但藉其 5书建州刺史鲍祗劝农诗后 6, 还是可

以窥见其关心百姓的善良心灵。诗云:

  使君劝农泛清溪, 才问高田又及低。蛙鼓
鸣畦芳草际,莺梭掷柳画桥西。堪怜南亩波生

浪,且喜东庄麦秀齐。五首新诗发性府,还从老

稚慰呼啼。

在宋代,外地来常游览、仕官的外地人也不少,

他们或吟咏常熟风光,或与常熟人士唱和,留下了一

些优秀作品, 如北宋名人范仲淹有五古 5留题常熟

顶山僧居 6, 杨备有七绝 5常熟 6, 李光有七律 5破
山 6,孙应时有五律5虞山6,南宋著名词人吴文英有

5浣溪沙 #琴川慧日寺蜡梅 6、5喜迁莺 #福山萧寺

岁除6等。其中杨备的诗句 /县庭无讼乡闾富, 岁岁

多收常熟田 0,向为常熟人所推崇。
如前所述, 宋代常熟的散文创作与诗歌创作同

样活跃,只是未有作品留传下来,无法睹其真貌。尚

可一说的是庄绰所撰的 5鸡肋篇 6 ( 3卷 )。绰字季

裕,以字行。据方志记载,他本是清源 (今山西清徐

县 )人, /南渡初, 游寓常熟 0。5鸡肋编 6是本笔记小

说集, 多记南北宋之交的轶闻旧事。此书前有自序,

题绍兴三年 ( 1133)二月五日。 5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 6云: /绰博物洽闻, ,季裕之父在元祐中与黄庭

坚、苏轼、米芾诸人游,季裕犹及识芾及晁补之,故学

问颇有渊源,,综观其书, 可与后来周密 5齐东野
语 6相埒,非 5辍耕录 6诸书所及也。0其中有些颇有

史料价值,如 /韩世忠进冰船0一则:

  二浙旧少冰雪。绍兴壬子, 车驾在钱塘,是

冬大寒屡雪,冰厚数寸。北人遂窖藏之,烧地作

荫,皆如京师之法。临安府委诸县皆藏,率请北

人教其制度。明年五月天中节日,天适晴暑,供

奉行宫,有司大获犒赏。其后钱塘无冰可收时,

韩世忠在镇江率以舟载至行在, 兼昼夜牵挽疾

驰,谓之进冰船。

绍兴壬子,即绍兴二年, 公元 1132年。人所熟知, 韩

世忠是南宋抗金名将, 当时他驻守镇江。为讨好皇

帝, 他在冬天取冰自镇江送抵杭州。这则记载,表现

了韩世忠性格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此书有些内容属读书札记一类, 如 /太宗尝玩
禁中树0条:

  太宗尝玩禁中树, 曰: /此佳木也。0宇文士

及从旁美叹。帝正色曰: /魏征常劝我远佞人。
不识佞人为谁。今乃信然。0玄宗在殿庭玩一

嘉树,姜皎盛赞之。帝遽令徙植其家。二主之

相去,以是可知矣。王义方买第, 后数日, 爱庭

中树,复召主人曰: /此嘉树, 得无欠偿乎? 0又
予之钱。此又足见廉士之心也。

文中记唐太宗、唐玄宗、王义方三人因 /嘉树 0而生

发出的不同故事, 足以发人深思。此书还有关于天

文、气候、仙鬼、诗词、禽鱼等方面的内容, 这里就不

再举例了。

二

元代常熟的经济、文化比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元贞元年 ( 1295) , 常熟县升为常熟州。元至

顺二年 ( 1331 ) ,邑人曹善诚出资建造了常熟历史上

第一个书院 ) ) ) 文学书院。以人口论, 据方志记载,
元末至正二十七年 ( 1367), 常熟有户六万二千二百

八十五,人口二十四万七千一百四。户数比南宋淳

熙十一年 ( 1184)多了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三。在文

学方面, 5重修常昭合志 #人物志 #文学 6着重介绍

了十二人,以下择数人简述。

瞿孝祯,字逢祥。性闲旷,善吟咏, 每得佳句,辄

抚琴一弄。与杨维桢、张伯雨、顾阿瑛辈游。著有

5月蕉稿6。

卢彦昭,尝从杨铁崖游,词翰清雅可观, 自号清

简老人。

王 ,字君璋。尝以材异辟同知辰州,隐居养亲

辞不起。中岁筑室虞山, 其居曰中阳丹房。注 5道

德经 6,撰 5泰定养生主论 6、5山居幽兴集 6等。善鼓

琴, 又工画,布置繁密,意趣闲雅, 赵文敏器重之。

盛 ,字季文。世为南沙人。笃志力学, 工诗

文。元季兵乱,徙家昆山, 与杨维桢等为友,多倡和

之作。后以田役谪戍, 道遘疾,至金山泊舟,强起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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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投笔而逝。有 5归湖冈集6。

时太初,字大本。博学能文,诗尤俊逸。与杨仲

弘、于寿道为文字交。其 5赋白燕 6诗有 /珠帘十二
中间卷,玉剪一双高下飞0之句,杨铁崖极称之。

上文提到的杨维祯、张伯雨、顾阿瑛、杨仲弘等

人,均是元代著名文士。杨维桢 ( 1296- 1370 ), 字

廉夫, 号铁崖,是元代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其诗有

/铁体0或 /铁崖体 0之称。张伯雨 ( 1283- 1350) ,名

雨,以字行, 是元代最著名的道士诗人, 也是元诗史

上知名度最高的诗人之一。顾阿瑛 ( 1310- 1369) ,

又名瑛,德辉,字仲瑛,号金粟道人。昆山富豪,家有

/玉山草堂0 (或说 /玉山佳处 0 ), 是当时东南地区

文人聚会的著名场所。当时,顾阿瑛在江南诗坛与

杨维桢齐名, 影响极广。杨仲弘 ( 1271- 1323 ), 名

载,字仲弘, 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其诗文在当时亦有

盛名。常熟文人能与以上诸大家交游、唱和,或得到

他们的赞许,说明他们的文学造诣已达到一定的水

准。可惜的是以上诸人的作品集子都没有流传下

来,难以窥见其真实面貌。不过,元代常熟文人尚有

黄公望、清珙两人的诗歌留存至今。这里就来谈谈

这两人的诗歌。

在中国文化史上,黄公望 ( 1269- 1354)首先是

以画家身份驰名后世的。公望, 字子久, 号一峰,又

号大痴道人。他原姓陆,名坚, 平江常熟人。少丧父

母,居住本邑小山的永嘉人黄氏老而无子,见公望姿

容秀异, 收为后嗣,遂用其姓。其义父时已九十,有

/黄公望子久矣0的说法, 因此名公望。公望少时曾

应神童科,长乃博极群书, 诗工晚唐。曾为中台察院

椽,被诬入狱。后入 /全真教 0, 往来于杭州、松江等

地卖卜为生。晓经史,通音律, 能散曲,工书画,尤精

山水。因居富春江和常熟, 领略富春江山秀色和虞

山胜景,对景写生模记。设色多用淡赭,称 /浅绛0,
为公望首创。晚年运笔用草籀法。他与王蒙、倪瓒、

吴镇并称 /元四家 0, 对明、清山水画影响很大。有

5富春山居图 6、5溪山暖翠图 6、5天池石壁图 6等传
世。著有5写山水诀6 ( 1卷 )。其诗集有 5大痴道人

诗钞6 ( 1卷 )或 5一峰道人诗钞 6 ( 1卷 )等不同版

本。常熟图书馆藏有 5一峰道人诗钞6,乃光绪九年

( 1883)刻本。

公望的诗, 大多为题画、咏画诗。从诗题可知,

公望所经眼的名画很多, 如 5顾恺之秋江晴嶂图6、

5张僧繇秋江晚渡图6、5临李思训员峤秋云图6、5王

摩诘春溪捕鱼图 6、5题关仝层峦秋霭图 6、5李成寒

林图 6、5赵松雪山居图二首 6等。顾恺之是东晋时

著名画家,曾提出过以形写神和传神写照的 /传神
论0主张。张僧繇是南朝梁画家, 善画佛像。李思

训首创 /工笔山水 0, 在唐代被称为 /国朝山水第

一0。王摩诘即唐代大诗人、画家王维, 创 /破墨山

水0。苏东坡赞其画曰 /画中有诗0。关仝为五代后
梁画家,所作山水, 被称为 /关家山水 0, 与同时的另

一位画家荆浩并称 /荆关 0。李成是五代宋初画家,

时谓山水画必以李成为古今第一。赵松雪即元代大

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 (字子昂, 号松雪 ) , 黄公望曾

受其指点。公望阅读名画既多, 一方面有利于他提

高绘画水平,另一方面也为他的题画诗提供了良好

的素材。

人所熟知,一般的题画诗,往往是先从画面景物

落笔,用白描手法写出画面形象, 将画境转化为诗的

意境,然后再生发其他内容, 公望的不少诗也是这

样。如5王维秋林晚岫图二首 6:
  群山矗矗凝烟紫,万木萧萧向夕黄。岂是

村翁恋秋色,故将轻舸下横塘。

秋风荏苒泛晴光, 处处村村带夕阳。一段

深情谁得似,故知辋口味应长。

两诗的前两句都是用形象化的语言展现画面的优美

景致,后两句则包含了诗人的主观情感。不同的是,

前一首诗是景中有情,村翁操舟下横塘是景,诗人推

测村翁是恋秋色而操舟下横塘, 透露出诗人自己

/恋秋色0的心情。后一首诗是直抒其情, 表达对王

维隐居蓝田辋川别业生活的歆羡之意。

不过,公望的题画、咏画诗在构思、立意方面也

有别具一格的,如5王维雪渡图 6云: /摩诘仙游五百

年, 画称雪渡未能传。只因曾入宣和府,珍重令人缀

短篇 0,只写自己对此画的渴望、珍爱, 全不关涉王
维雪渡图的画面内容。又如 5李成寒林图6:

  六法从来推顾陆,一生今始见营丘。腕中

筋骨元来铁, 世上江山尽入眸。林影有风摧落

叶,涧声无雨咽清流。寒驴骚客吟未成,万壑寒

云为尔留。

诗以议论开篇。顾陆指东晋的顾恺之和刘宋的陆探

微。营丘指李成,因他是青州营丘 (今山东昌乐县 )

人。开头两句是说李成的画与顾、陆一样, 同样是

/六法0兼备的,颔联具体称赞李成的画不仅笔力坚

劲似铁,而且尽摄天下江山之美。颈联方转为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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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境。尾联又转为议论,赞扬李成才思敏捷,运笔神

速。

黄公望的题画、咏画诗的总体特征是语言清畅

自然, 意象鲜活生动, 擅于拓展诗思, 巧妙生发,写出

自己的种种观感、感慨。体裁也较多样, 除七绝外,

尚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稍感不足的是,黄公望

所题、所咏之画多为山水景物类,其触物而发的感慨

基本上不离闲适、隐逸之类的情感范围,缺乏深广的

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

清珙 ( 1272 - 1352) , 字石屋, 一说号石屋。俗

姓温。生活在元代后期。嗣法于及庵信禅师, 住嘉

兴当湖的福源寺。后又退居湖州霞雾山的天湖。元

惠宗至正 ( 1341- 1368)年间,朝廷闻其名声, /降香

币旌异,赐金襕衣 0 (见清顾嗣立编 5元诗选 6初集
/诗人小传0 )。可见他在当时名气很大。至正十二

年 ( 1352)秋天去世, 享年 81岁。著有 5石屋山居

诗 61卷,共 260首。其 /自叙 0云: /余山林多暇,瞌

睡之馀, 偶成偈语,纸墨少便, 不复记录。云衲禅人

请书之,盖欲知我山中趣尚耳。于是随意走笔,不觉

盈帙, 掩而归之, 慎勿以此为歌咏之助, 当须参究其

意,则有激焉。0及庵信禅师读其诗: /天湖水湛疏璃
碧,霞雾山围锦障红。触目本来成现事,何须叉手问

禅翁0, 十分欣赏,对僧众说: /此子乃法海中透网金

鳞也。0

清珙的诗,多写隐居生活情状和山中景致,有些

则宣扬佛教 /空无 0思想。试看以下数诗:

  晴明无事登霞峰, 伸眉极望开心胸。太湖

万顷白潋滟,洞庭两点青濛茸。初疑仙子始绾

角,碧纱帽子参差笼。又疑天女来献花,玉盘捧

出双芙蓉。明知此境俱幻妄,对此悠然心来终。

徘徊不忍便归去, 夕阳又转山头松。 ( 5天湖卜

居6 )
自入山来万虑澄, 平怀一种任腾腾。庭前

树色秋来减, 槛外泉声雨后增。挑荠煮茶延野

客,买盆移菊送邻僧。锦衣玉食公卿子,不及山

僧有此情。 ( 5闲咏 6)
山厨寂寂断炊烟, 冻锁泉声欲雪天。面壁

老僧无定力,又思乞食到人间。 ( 5山居吟6 )

5天湖卜居 6描写登高眺望太湖, 美景历历如绘。
/初疑0、/又疑 0四句, 比喻新颖, 形象鲜明。 /明

知0以下四句, 是说太湖美景有无穷魅力,使他这个

佛门中人亦难以忘情, 反衬法运用得十分巧妙。

5闲咏6诗以 /挑荠 0一联最为精彩, 不仅对仗工巧,
而且具体、生动地刻画出他山居生活的一个侧面。

尾联明确表示他甘于清贫的隐逸生活, 鄙夷 /公卿

子0的 /锦衣玉食 0, 这种笔端带有较强烈感情的写

法在他的其他诗里很难见到。 5山居吟 6形容其冬
日窘困之状。 /定力 0, 乃佛教术语, 即坚信精进、专

忍坚定之心, 是佛和菩萨所具有的十种法力之一。

诗人自嘲 /无定力0,亦可见其性格诙谐之一面。
清珙的有些诗句还颇有哲理意蕴, 如 /未到尽

惊山险峻,曾来方识路高低 0, /雪消晓嶂闻寒瀑, 叶

落秋林见远山 0, /僧居青嶂闲方好, 人在红尘老不

知0, /今明月在梅花上, 看到梅花早已迟 0。
总的看,清珙的山居诗语言流畅自然,擅长景物

刻画和借景抒情,与唐代诗僧寒山、拾得的风格比较

接近,但比他们两人的诗更清淡些,讥评世俗的内容

很少。

Changshu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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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shu w itnessed the creat ion o f abundantw ritings in Song Dynasty, w hich in particular are renowned

for poem, po litical commen t and academ ic studies. Among Changshu literates of th is period, Zhao Gongyu gave

pr iority to the inscriptions fo r histo ric sites and the poems on h istory and recalling ant iqu ity, and Zhuangchuo. s
notes are of great histo rical value. QuX iaozhen and Sh iTaichu, tw o Changshu literates of Yuan Dynasty, w ho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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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ay ing. The great painterH uang Gongwang w as good at syncretizing poems and pa int ings, w hile the poem monk

Q ing Gong ma in ly w ro te about rec lusion and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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