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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 同一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面, 表现出一种较其

他地域知识分子更为强烈的区域传承性和连贯性。中国古代文人同质群体的相互碰撞激荡,对每个人一生的影响

都是巨大的,研究他们之间的交谊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艺术史上的这种交谊现象进行研究, 也是具有学术价值

的。本文分析了明朝江南地区董其昌等/ 华亭三名士0与/ 吴中四才子0等江南地区画家之间的交谊, 和寓居的文人

画家同本地画家之间的交谊, 及其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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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hip of Literators and Painters in

the Southern Yangtze River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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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because of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 ion and informat ion exchanges,

scholars living in the adjacent areas shar ed and inherited the similar thinking mode and behavior

pat ter n. It is therefore w orth studying the f riendship of liter ator s and painters as their

companionship had huge inf luence on the achievement of every literator and painter. T his art icle

analy zes the influence o f companionship of the Three Learned Celebrit ies in Huating, of the Four

Gif ted Scho lar s in Wuzhong and o f local and out-o f- tow n pai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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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一地域文人画家交谊的/社群0性
/中国文化以及受儒家文化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t )

文化。0 [ 1] 253西方方法论社群主义者主张, /要理解个人行为,必须把个人置放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背景来考

察。这也就是说,必须把个人放在社群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研究。0 [ 1] 253对于艺术史研究来讲,首先要明确的是

艺术史是由艺术家来实现的, 生活在某一地域的艺术家必然要与其生活所在地的其他人发生关系,不可避免

地要受同一地域乡土文化中其他人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影响审美的一个渠道,个体总是生活

在人与人复杂的相互关联之中,所以以社群主义文化理论对同一地域的文人画家之间的交往、交谊进行研

究,是有其意义的。同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动,并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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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总是要在人和人的关系即社会情境中得到反映, 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人0。[ 2] 257在古代比较封闭的环
境下,这种影响有时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孔子说, 诗可以/群0, 也即/群居相切磋0,这/实际上就是一种

沟通功能。0 [ 2] 262
孔子对于家乡父老笃实而谦顺, /孔子于乡党, 恂恂如也, 似不能言者。0(5论语 #乡党6)子路

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0,孔子列了三条,其第二条即是/宗族称孝焉, 乡党称弟焉0。(5论语 #子路6)在孔

子看来,能处理好与同一地域乡党宗族的关系乃是/士0也即读书人的基本条件。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朋

友属于五伦之一,而同一地域的文人,最初的学习生涯,是与他们的乡邻一起度过的, 他们因住地相近,从小

在同一书院或私塾读书, 两小无猜,有机会朝夕相伴, 一同切磋学问, 也在一起饮酒娱乐。彼此情投意合, 相

得益彰,从而结下深厚友情,其中不少成为终身朋友。这种同质群体的相互碰撞激荡, 相交甚好的现象很普

遍。如清人陈其元曾生动地描绘了他与吴昌寿的乡谊情: /吴少村中丞昌寿,少负奇气,踔厉风发, 魁硕类武

夫。与余居相距不里许, 晨夕过从,相与角艺论文,间有不合, 必反复争辩,时或攘臂大呼,惊动邻里;遇契合

相赏处,又复为之叫绝。当鸳湖书院课时,每与沈西卿笔山昆季及余醵钱数百文, 至酒肆饮啖, 杯盘狼籍, 必

罄尽以为乐。如是者有年。0( 5庸闲斋笔记6卷二)

中国文化的乡土情谊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宗谱和地方志的修订, 一些会馆的建立, 让人倍感亲切的乡土

谚语等。而且/中国文化中的家族本位和有情的宇宙观使中国文化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中国自古就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 而农业社会的特点, 在于定著而安居, , ,生于斯而长于斯的人,对自己的乡土人物

有无限的眷恋之情。这种乡土情谊深深地灌注到中国文化之中,甚至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0 [ 3] 197本文试

图说明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二、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在绘画艺术上的互相影响
/托尔斯泰曾对艺术下定义,说艺术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可见托尔斯泰十分重视这种沟通

功能。0 [ 3] 197
而艺术从社会功能来讲,也会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 美国社会学家邓肯有一段

精彩的表述: / (自我意识的热望)它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是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又必定是他人。我们进入他

人意识的最佳希望就在艺术中。. 0[ 2] 263
在艺术审美中, /自己的自我的和别人的自我之间的界限在感情当中

逐渐消失,于是产生一种同一感情。在这种感情中,一个精神存在与另一个精神存在就一致起来。,,中国

古代美学就认为-乐和同. ,认为-乐. (广义的艺术)的重要社会功能就是沟通社会群体成员的情感,达到社会

和谐。0 [ 2] 330
有共同艺术爱好的人更容易在情感上产生火花,这样看来,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文人画家在精神更

会相互契合。反过来,地域文人的交谊也促进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画家生活在同一个

地方而相交甚笃的也很多,董其昌与他的好友陈继儒、莫是龙同是松江华亭人, 既是同乡,又志同道合,以/华
亭三名士0著称。董其昌筑来仲楼招之至,和陈继儒二人共同论书画,一起游玩,很多交流活动都是两人一起

参与,例如董其昌在5画禅室随笔6记云: /予与仲醇在吴门韩宗伯家,其子古周携示赵千里5三生图6、周文矩

5文会图6、李龙眠5白莲社图6、顾恺之5右军家园图6。0董其昌曾描绘他和陈继儒的关系: /余与仲醇以建子之
月,发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淹旬,随风东西,与云朝暮。集不请之友,乘不系之舟,壶垧觞对饮,翰墨间作

,,兹予两人敦比夙好耳。0(董其昌5画禅室随笔6)二人共同读书论画, 一起出游访友, 董其昌的/来仲楼0

里,陈继儒和他一起渡过了许多时光, 而且他们的艺术见解几乎同出一口, /余尝与眉公论画。画欲暗不欲
明, , ,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老之气, 岂落吴下之画师恬俗魔境耶?0 [ 4] /仲醇绝好瓒

画,以为在子久、山樵之上。余为写云林5山景6一幅归之,题云: -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绝似嵇叔夜, 近代

惟嫩瓒得其半耳。.云云。政是识韵人了不可得。0 [ 5] 204即使在西安, 董其昌甚至也会写信给陈继儒,和他谈及

绘画方面的心得,且以兄弟相称,很有感情, /余长安时寄仲醇书云: -所欲学者荆、关、董、巨、李成, 此五家尤

少真迹,南方宋画,不堪赏鉴。兄等为访之,作一5铭心记6如宋人者, 俟弟书成, 与合一本,即不能收藏,聊以

适意,不令海岳独行5画史6也。. 0 [ 5] 204他们在艺术上的交流对彼此的艺术成就有很大的影响。董其昌曾从师

于莫如忠,这是他进入文人交往圈子的开始, 而且和莫如忠的儿子莫是龙也开始了一生的友谊, 后来他又结

识了陆树声、顾正谊、宋旭等人,其中陆树声, 字兴吉,号平泉, 华亭人, 嘉靖二十年状元,他致仕归里,聘董其

昌教其子,值得注意的是,陆一生任职时间远远少于他在家闲居的时间, 时人认为他端介恬雅, 难进易退, 从

董其昌的仕宦生涯看,陆的人生态度多少对他有/示范0的意义。而董其昌对莫是龙也相当推崇,他评论莫是

龙及另一个老乡顾仲方时说; /吾郡顾仲方、莫是卿二君皆工山水画。仲方专门名家,盖已有岁年, 云卿一出,

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0 [ 6] /画有南北宗0说, 见于董其昌的5画眼6、5画禅室随笔6,又见于陈继儒编的5室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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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秘笈6中所刻莫是龙的5画说6,陈继儒与董、莫生长在同一地方,又是好友,书画趣味接近,表达出相似的艺

术观点,一点也不为怪。

吴中四才子 ) ) ) 唐寅、文征明、徐祯卿、祝允明,他们在文坛、画坛上具有重大影响,他们之间并不因各人

均才高八斗而互相轻慢, 而是过从甚密,甚至患难与共,留下许多佳话,同时也反映了苏州文人士大夫的生活

环境和思想情趣。他们住得很近, 基本在童年时就认识,在唐寅卷进科场风波时,写信给文征明,希望他照顾

自己的弟弟唐申,文云: / ,,仆幸同心于执事者, 于兹十五年矣。,,吾弟弱不任门户,傍无伯叔,衣食空

绝,必为流莩。仆素论交者,皆负节义; 幸捐狗马余食, 使不绝唐氏之祀, 则区区之怀, 安矣乐矣! 尚复何哉?

唯吾卿察之! [ 7] 4还有一封信也是真情流露: /寅与文先生徵仲交三十年,其始也卯而儒衣, 先太仆爱寅之俊

雅,谓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尔后太仆奄谢,徵仲与寅同在场屋,遭乡御史之谤,徵仲周旋其间,寅得领

解。北至京师, 朋友有忌名盛者,排而陷之,人不敢出一气, 指目其非;徵仲笑而斥之。家弟与寅异炊久矣,寅

视徵仲之自处家也, 今为良兄弟,人不可得而间。寅每以口过忤贵介, 每以好饮遭鸠罚, 每以声色花鸟触罪

戾;徵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 ,寅
长徵仲十阅月, 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 至其学行, 寅将捧面而

走矣。寅师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销熔其渣滓之心耳,非矫矫以为异也;虽然, 亦使后生小子,钦仰前辈之规

矩丰度,徵仲不可辞也。0 [ 7] 5
而文征明与祝允明的友谊,在他们的上一代就已开始了, 文征明是祝允明岳父的

学生,祝岳父死后家贫无以为殓,就是由文征明的父亲文林筹办丧葬之事的; /祝与唐寅更是情投意合,不是

兄弟, 胜是兄弟,唐寅早年放浪纵酒,祝允明规劝他,唐寅因此苦读一年,后中解元0。[ 8] 唐寅死后,祝允明哀痛

至极,他还写了5唐伯虎墓志铭6:子畏死,余为歌诗,往哭之恸;将葬, 其弟子重请为铭,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

且铭之。,,子畏粪土财货, 或饮其惠,讳且矫,乐其菑,更下之石,亦何伤于子畏? 余伤子畏, ,有过人之

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 , ,子畏罹祸后,归好佛氏, 自号六如, 取

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坞, 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子重名申,亦佳士, 称难弟兄也

,,。徐祯卿和唐寅等的关系也很好, 他曾给唐寅写小传,盛赞他/雅资疏朗,任逸不羁0,并在传末写道: 恒

共努力,比翼天衢。风雨凌敝,永勿散飞。天地闭合,乃绝相知。/ [ 9] 3- 4
对文征明, 他则是敬重有加,他说文

征明/性专执,不同于俗0,并作诗赞曰: /鸾凤不从群,何况于高贤。含和而不同, 圣贤所称焉。0 [ 9] 6另外,还有

一个四才子的同乡叫张灵的画家, 和他们往来也很密切,他善画人物山水, 诗文清丽,徐祯卿在5新倩籍6记载
张灵/不为乡党所礼,惟祝允明嘉其才, 因受业门下,尝作文以厉之0, [ 9] 7唐寅与他交谊最深,他们还是郡学生

时,有官吏来督学,了解到唐寅的一些情况,企图中伤, 张灵得知后, 满脸愁容,唐寅问他为什么如此愁眉不

展? 他回答道: /独不闻龙王欲斩有尾族,虾蟆亦哭乎?0(阎秀卿5吴郡二科志6)在5唐伯虎轶事6也谈到一件
事,有客拜访张灵,可张灵没有搭理他, 那位客人接着拜访唐寅, 告诉他张灵的所为, 责怪他的无礼,唐寅却笑

着说: /汝讥我! 0简直是代朋友受过了, 也许他了解张灵很不得志,心情郁闷,有时不近人情。唐寅一生坎坷,

他和张灵是可以作到心灵相通的。他读张灵的画也很欣赏, 有时在他的画上题诗, 如: /绿崖入翠微,岚风湿

罗衣;涧水浮花出,松云伴鹤飞。行歌憔互答,醉卧客忘归; 安得依书屋? 开窗碧四窗。0 [ 7] 4

三、明代江南文人画家与外来寓居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总的来说, 在中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同一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面,表现

出一种强烈的区域传承性和连贯性。但往往也存在这种情况,那就是文化的传承有时也很难从地域的角度

解释其流变,至少,这种传承不够明显, 而只具有个案的意义, 而且人是流动的, 以籍贯作为划分同一地域的

主要依据之一有时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所以就不能囿于一种籍贯划分法, /而主要视各个学术思想流派或
人物流变传布过程中在某个地域相对稳定而持久地发挥作用的程度,及其对后来知识群体演变的影响。0 [ 10]

高居翰在5山外山6谈到了一个叫宋旭的文人画家,他受松江地域文人画家的影响, 与松江的文人交谊甚深,

他生于嘉兴附近的崇德, 地处浙江北部,据5嘉兴府志6载,他是/万历间布衣,以丹青擅名于时0。5松江府志6
将他列入/寓贤传0之中, 意指非松江人但却/寓0居此地者, 传中记载他于万历初年, 亦即 1573年或稍后来到

松江。虽然不是生于松江,但与松江文人画家交往,尤喜与诸公结社赋诗,他交往的圈里中还包括当时位居

万历皇帝礼部尚书的陆树声以及莫如忠等,莫如忠即莫是龙之父,曾任浙江省官职,可能就在此一期间结识

了宋旭,宋旭也与莫是龙交好,并与松江其他画家、诗人互有往来。既是莫是龙的朋友, 宋旭想必也与顾正

谊、董其昌互有往来,这三位文人画家的绘画理论,宋旭一定也了然于胸。由于受这些松江地域文人画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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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最终还是妥协了,尽管以前的作品还残留着郭熙画派的一些影响,但后期作品无疑受到了松江地区

画坛及收藏圈的新观点的影响。他曾在 1604年作了一幅自题/仿北宋人董北苑家法0的画,然其构图却似乎

是以黄公望 1314年的名作5天池石壁图6为范本[ 11] 。对于华亭一地的文人画家而言, 黄公望乃是他们极意

推崇且模仿的宗师, 本文举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文人画家的相互交往对绘画风格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对宋旭

这样一个出生在外地,由于和松江地域的精英相交往, 对其画风的改变都有直接影响。还有石涛, 前后在金

陵生活了近十年的时间, 他在画坛的影响也是从金陵开始的,而石涛与戴本孝等在南京的交往也是有画卷可

证,例如石涛作品的5种松小像6现藏于台湾, 上面就有戴本孝的题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古代地域文人的交谊也是有其社会心理基础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一种/从众现

象( conformity)0, 是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集团规范或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 作为社会判断, 改变思想

态度,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追随众人。从众现象的特点是,人们对集团压力的服从性,和服从的盲目性以及服

从的去个性。/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社会的人有一种群体性,即对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有一种向心

力,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归属感。归属感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之一,人需要在与他人交流、接触和交际中达到

一种沟通,取得一种心理上有所归依的安全感和稳定感, 达到一种个人的心理认同。0[ 2] 257
这样看来,从心理

认同的角度解释明清时期江南地域文人画家之间感人至深的友谊也是有助于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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