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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文人园解读

曹 林 娣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园林是历史的“物化”，也是“人化”的历史，明代苏州园林的质和量已臻颠峰，文化格调高逸，熔文

学、哲学、美学、建筑、雕刻、山水、花木、绘画、书法等艺术于一炉，也创造了中国文人“隐于市”、“隐于艺”的环

境和生活模式，是我们研究明代文人人格建构和审美雅尚的重要物质实体。本文对明代园林物质建构中凸显的人

格理想等进行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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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至明代已经高度成熟，有明一代，著

于史籍的园林多达271处，其中，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拙政园、留园和艺圃都建于明代，拙政园、留

园和颐和园、承德山庄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

明代苏州园林的主人，有勇退归来的台阁重

臣，有“园庐无恙客归来”的隐退者，有视英名利

禄云过眼的“肥遁”清流，有“不使人间造孽钱”的

名士，也有乡绅、富商、致仕卸任的京官等。他们

大多属于中国的文化精英，讲究文品与人品同构，

他们以隐逸出世的情趣、思想、达与穷的相反相成

构成了文人阶层完整的人格和精神支柱，他们在

“游于艺”中净化着人格，在“隐于艺”中涤荡性灵，

享受人生：雅藏、雅赏、雅集，读书、绘画，澡溉涤

胸，既是表现古代文人生命情韵和审美意趣的生活

方式，又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积淀在后代文人的内心

深处。

黑格尔称园林是“替精神创造的一种环境，一

种第二自然”［1］103，明代的苏州园林是替什么样的

“精神”创造的环境？这种“第二自然”具有怎样的

艺术魅力？这是解读明代苏州园林的主要问题，也

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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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元末以来，因统治者“以功诱天下”，弛商禁，

开通海运、漕运，处于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交汇地

的苏州，丝织业、纺织业崛起，成为商品集散地之

一。洪武年间（1368—1398），其经济情况与隋唐洛

阳、南宋吴兴、明代南京相类似。成化年间（1465—

1487）“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

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

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

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

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

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

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2］42。

浸淫于传统儒学的文人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

隐逸理念，他们依附城市，流连市井，辗转城镇，

交游唱和，笙歌玉宴，以“得从文酒之乐”为幸事;

提出“大隐在关市，不在壑与林”［3］，追求不受利禄

束缚的纯真之心、逍遥之身。“隐丘复事王侯”及时

行乐和辞官退隐，甚至讥晋之陶、汉之邵平“占清

高总是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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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支撑着文人士夫精神高度的高逸化

理想，也多多少少沾染上功利性的现实土壤。艺术

审美趣味也有了深刻的变化，文学艺术创作不再停

留在“自娱”上，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江

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

二十两，甚至五十两”［4］。

明建国之初，中央集权制度恶性发展，特别是

设立锦衣卫和东西厂，对群臣和百姓实行恐怖特

务统治，并一改历代“以礼待士”的传统，将君臣

变为主奴，实行残酷的廷杖制度。又因元末“士诚

之据吴也，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

焉”［5］7326，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张士诚败

亡后，朱元璋以各种方式屠杀、摧残吴中文人，士

人朝不保夕，出处皆危。

在思想文化领域，王学左派“心学”的兴起与

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并与文人追求适意自在、洒

然无拘的生命情韵重合，于是，处世超然旷达、精

神宁静恬淡成为文士们闲暇时表示高雅淡泊的一

种手段，失意时心理平衡的一种自我安慰。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谓“时运交移，质

文代变”，专制制度的压榨，时风的熏染，使更多的

文人为保全生命，坚持节操，选择了隐逸遁世。明

代士人大多为诗书画兼善的全才型人物，具有将

内心构建的超世出尘的精神绿洲，精心外化为“适

志”、“自得”的生活空间的能力，诗意地栖居在园

林成为他们最佳的生存选择。

一、从“游于艺”到“隐于艺”

明代苏州园林是士人与社会相摩荡的结晶，在

金钱拜物教的明代中后期，德艺双馨的沈周、文徵

明等人依然坚守着士人品格，追求着“雅”、“正”，

延续着元代文人放达孤傲、不随时俗的性格，给个

人的心灵空间注入拓张、驰骋的活力，对个体精神

世界进行重塑。他们选择了一条与屈原不同的另一

种典型人格的完成。

（一）黄扉紫阁辞三事，园庐无恙客归来

高启公开说：“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

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他走上仕途

后“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感到“不复少容与”

的拘束与“孤宿敛残羽”［6］的孤独，反映了吴地文

人共同的生活志趣。

官至宰相的吴宽，“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

然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杂莳花木，朝朝执

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

乐，若不知有官者”［7］。

官至内阁重臣的王鏊（1450—1524），博学有识

鉴，文章尔雅，是位端人正士，曾“与韩文诸大臣请

诛刘瑾等‘八党’”，并凭他的影响，力救韩文等大

臣。终因明武宗宠信刘瑾，“瑾横弥甚，祸流缙绅。

鏊不能救，力求去”［8］4827，归苏州东山陆巷村，筑

真适园，以湖光山色、风月禽鸟、稻蔬花木成景。写

诗曰：“家住东山归去来，十年波浪与尘埃”［9］，“黄

扉紫阁辞三事，白石清泉作四邻”，过着“十年林下

无羁绊，吴山吴水饱探玩⋯⋯清泉一脉甘且寒，肝

肺尘埃得湔浣”［10］的生活。

主中吴风雅之盟者30余年的文徵明，54岁时

曾授职“翰林院待诏”，目睹了官场的凶险和黑暗，

十分直白地说：“谁令抛却幽居乐，掉鞅来穿虎豹

鞋。”旋即辞归，写了一首《还家志喜》：“绿树成阴

径有苔，园庐无恙客归来。清朝自是容疏懒，明主

何尝并不才。林壑岂无投老地，烟霞常护读书台。

石湖东畔横塘路，多少山花待我开。”不啻一篇陶

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回乡后，他建玉磬山房，以

翰墨自娱，“树两桐于庭，日徘徊啸咏其中，人望之

若神仙焉”［11］1618。他在其父文林所构的停云馆内会

友，谈艺论文，在大自然中吟啸作画，自此拒绝征

召。文徵明执着于“清品”人格的修养，又执着于艺

术真谛的追求，“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

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周、

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

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

士赝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12］7362。

（二）荦荦才情与世疏，等闲零落傍江湖

明代苏州园林“主人”中有许多是遭贬谪的下

野官吏，他们绝大多数是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直谏

亢直的志节之士。园林是他们疲倦了的心灵归宿，

也是他们守真保节的情感载体。

留园，明时为太仆寺卿徐泰时之东园，徐氏为

工部营缮主事，参加修复慈宁宫，深得万历帝的赞

许，进营缮郎中，营造万历帝寿宫。他“慷慨任事，

直往不疑”，对工部尚书的奏章也“指摘可否”，还

“笔削之”，得罪了上司，因而遭致“多所谣诼”。以

“受贿匿商，阻挠木税”罪遭人弹劾，四年后，虽然

查实“无庇商之私”，仍罢职不用。徐归吴后，“一切

不问户外，益治园圃”，与好友袁宏道、江盈科等“置

酒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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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政园主王献臣，为人疏朗峻洁，博学能诗文。

因弹劾失职武官，被东厂所诬而被降职，正德四年

（1509）愤而弃官回乡。 

“归田园居”为明万历进士王心一所构，王心一

仕至刑部左侍郎，署尚书，因弹劾魏忠贤党客氏而

历遭降斥，天启年间（1621—1627）又遭廷杖被削

籍，志节矫矫。

艺圃，明时为文徵明曾孙文震孟的药圃，“药”

即《楚辞》中的香草白芷，表示人格的高洁。文震孟

为天启状元，官至副宰相，为复社中坚，因反对“阉

党”专权，曾先后触逆了天启帝、崇祯帝的三位权

臣，几遭廷杖，旋被贬职，调外以至削职。                      

其弟文震亨自构“香草垞”庭园，结构殊绝，时

被誉为“尘市中少有的名胜”。他“诗画咸有家风”，

格韵兼胜。他敢于和马士英、阮大铖集团作坚决斗

争，曾三次遭迫害；清兵攻陷南京、苏州，他避居

阳澄湖畔，听到剃发令下投河自杀，救起后，绝食6

日，呕血而死。

继文氏后侨居艺圃的主人是莱阳姜埰，姜氏以

进士起家为令，入为谏事。拜疏纠时事，直言不讳，

震怒了崇祯帝，被逮入狱，备受楚毒，复遭廷杖，杖

至百，几死，后得崇祯帝赦死，谪戍宣城。明亡之

后，即与其弟垓奉母南来，侨寓此园。埰崇尚气节，

来吴后削发为僧，自号敬亭山人。因宣城有敬亭山，

故以敬亭山房名其园，以示不忘君恩免死之地，寓

故国之思。姜埰侨寓于此读书艺花30年，以迎送守

相达官为居园之苦事。

（三）英名利禄云过眼，此生已谢功名念

吴中也多名士园，有的一生未涉足官场，有的

从痛苦中彻悟了人生，沉浸在园林山水和书画艺术

之中。

沈周出生在一个以诗、书、画传家，具有闲雅

气氛的家庭。沈周在相城西宅构园林“有竹居”，作

为他读书论文、会客的地方，“比屋千竿见高竹，

当门一曲抱清川”、“屋上青山屋下泉”，“如此风光

贫亦乐”。“心远物皆静”，优越的环境把他塑造成

高水平美感的继承者。他与倪瓒一样，“幽栖不作

红尘客”［13］12，三次谢绝举荐，绝意仕途，潜心艺

术。临终前赞知交王鏊退职归里是“勇退归来说宰

公，此机超出万人中”。他在《庐山高图》诗跋中曾

写：“英名利禄云过眼，上不作书自荐，下不与公

相通。”正是他孤高绝俗的写照。沈周高致绝人，和

易近物，他的书画热销，贩夫牧竖，持纸来索，不

见难色，“或作赝品求题者”，他“亦乐然应之，酬

给无间”［14］206，助人得利。

痛苦的人生遭际是人格的炼狱，唐寅的遭遇可

谓典型。唐寅童髫中科，有“吴中俊秀”之称，曾自

言取解首如反掌耳，29岁应乡试，中应天府第一名

解元。孰料30岁时，他随同江阴富人徐经上北京会

试，却因徐经行贿主考官程敏政家僮，取得考题，

事露，连累入狱。才高自负的唐寅，遭此巨变，伤

心潦倒，回到苏州，专心艺术，追求一种“不求仕

进”、“隐迹山林”、瀹茗闲居的生活。《明史·唐伯

虎传》记云：“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

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

坞，与客日般饮其中。”深信一切有为法，如梦、如

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诸法皆空，因自号六

如居士，他在《桃花庵歌》中写道：“但愿老死花酒

间，不愿鞠躬车马前。”［14］24-25从此画笔兼诗笔，鬻

书画以自存，虽然生活清苦，“风雨浃旬，厨烟不继，

涤砚吮笔，萧条若僧”，甚至挣扎在贫困线上，“十

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戏弄我，

无人来买扇头诗”。但他理直气壮地说：“不炼金丹

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起来就写青山卖，不使

人间造业（孽）钱”。［15］2919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他

的“逃禅仙吏”、“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南京解元”

等闲章，正是其一生荣辱的记录。

二、石韵松风，画境诗情

美学家宗白华说，中国的艺术意境是介于主于

真的学术境界和主于神的宗教境界之间的一种境

界，“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物件，赏玩它的色相、秩

序、节奏、和谐，藉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

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

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

界主于美”［16］70。 

明代是中国画诗、书、画、印完美结合的时期，

是山水画和花木竹石图等风景小品发展的高潮。文

人画家将文人画的意境构思、美学意念、意态风格，

乃至线条色彩、技法手段等都运用到文人园的构图

设计、写意造景中来，园林具有了主于美的艺术意

境，这就是高度净化了的美的生态环境、美的画境

和美的意境［17］423。

（一）美的生态环境

元人那种“卧青山，望白云”，画出千岩“太古

静”，成为明人山水画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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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园林的境界。明代文人执着于人品、文品和画品

的辩证统一，认为惟有“胸臆肺腑，不着纤毫烟火”，

作品方能臻于俊逸境界。因此，十分重视居处环境

的园林化，癖好本色，追求清旷、质朴的自然野趣。

明代园林大多以水池为中心，四周点缀山石花

木，有的以假山为中心，周旁浚池和种植花木。园

中以山水为主景，建筑仅为点缀，往往茅草覆顶，

具有茅茨土阶的简朴风味。

居节“万松小筑”是“万松围合小楼深，长日清

风动素琴。落尽粉花人不扫，石桥流水带山阴”，石

韵松风，谈笑有鸿儒，人境相须，乃文人的理想生

活场景。 

怡老园是王鏊儿子延喆为怡亲所筑，就吴王避

暑的“夏驾湖”故址，皆仿山中景物。园临流筑室，

雉堞环其前，绿杨动影，红药留香。

城市宅园以幽僻为胜。幽栖绝似野人家的艺

圃，门临委巷、编竹为扉的归田园居，小巷深处的

留园，“不出郛郭，旷若郊野”的拙政园，都是野趣

盈盈。园门故作低小，内敛而不张扬。

选址尤其青睐城郊和乡村。吴宽之父的东庄在

葑门，据李东阳《东庄记》记载，园中水道纵横，皆

可乘舟而至，有稻畦、果林、菜圃、麦丘、小桥，溪

山窈窕，水木清华。

苏州城外的乡村园林约有40处，遍布各地，尤

以东山、灵岩山为最。

王鏊及其子弟、亲属在太湖东山的六处园林，

皆傍山依林、以水为主。王鏊之侄王学的“从适园”，

于湖波荡漾间得亭榭游观之美。东山的“集贤圃”，

背山面湖，建于太湖之中，既得天然之美，又有人

工经营，有城中园林所不可比拟处。

“五湖四舍”在木渎白阳山下，为陈淳(道夏)

园居，极幽居之胜。“秀野园”在灵岩山麓香溪，是

城里“归田园居”主人王心一建于乡间的别墅，后

人韩璟改建为“乐饥园”，有溪山风月之美，池亭花

木之胜，远胜于其他园林。

赵宧光夫妇的寒山别业，位于苏州郊外支硎山

南，据张大纯《姑苏采风记》记载，宧光夫妇凿石为

涧，引泉为池，自辟丘壑，花木秀野，如洞天仙源。

建筑则萝房、石室，所见则丹灶、白云、鸟飞、天影、

波光、烟霞、夕曛，所逢则麋鹿、狐狸、樵客，纯为

山林风味。园林借真山林的壮美之势，园内园外、

天然之景和人工之景浑然一体，确为“山居”色彩。

郑景行的南园在阳澄湖上，“前临万顷之浸，

后据百亩之丘，旁挟千章之木，中则聚奇石以为山，

引清泉以为池。畦有佳蔬，林有珍果；掖之以修竹，

丽之以名华。藏修有斋，燕集有堂，登眺有台；有

听鹤之亭，有观鱼之槛，有撷芳之径⋯⋯”主人在

园林，“景行日夕游息其间，每课僮种艺之余，辄挟

册而读，时遇佳客，以琴以棋，以觞以咏，足以怡

情而遣兴。而凡圃中之百物，色者足以虞目，声者

足以谐耳，味者足以适口，徜徉而步，徙倚而观，

盖不知其在人间世也⋯⋯”［18］

（二）美的画境

明代大批文人画家参与构园，造园艺术家又能

以意创为假山，峰壑湍濑，曲折平远，经营惨淡，

巧夺天工，参照李成、董源、黄公望、黄鹤山樵等

画家的笔法来堆山叠石。

《园冶·园说》云：“岩峦堆劈石，参差半壁大

痴。”叠山及峰石与绘画一样，山水画皴法中有“大

斧劈”、“小斧劈”等皴法，堆斧劈形之石壁，往往

用“元四家”之一黄公望的皴法。黄公望，又号大

痴道人，所画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叠嶂，越

深越妙。所作水墨，皴纹极少，笔意简远。也常用

王蒙皴法。王蒙，元四家之一，隐居黄鹤山，因号

黄鹤山樵。用墨得巨然法，用笔亦从郭熙卷云皴中

化出，纵逸多姿。拙政园兰雪堂前的观赏石峰“缀

云峰”，原为明代画家、叠山高手陈似云用大小不

等的湖石叠成，自下而上，逐渐硕大，其巅尤壮伟，

其状如云。峰顶用黄鹤山樵（王蒙）云头皴法，缀成

峥嵘一朵。

留园主人徐泰时邀请画家周秉忠所叠高三丈、

阔可二十丈的石屏，袁宏道极为叹赏，称之为“玲

珑峭削，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

手也”。               

园林环境的空间构图与文人画画面安排同一，

讲究深远而有层次。反映在布局上，就是成功地运

用因借、障景、观景、对景、点景等手法，使人们的

目光所至，均为绝好图画。

笪重光《画筌》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

境。”这园林中的“峭壁山”，“藉以粉壁为纸，以石

为绘也。理者相石皱纹，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

古梅、美竹，收之园窗，宛然镜游也”［19］213。

白墙下点缀湖石花木，并于粉墙上镶嵌题匾，

如此组成的一幅山石花木图，更是妙不可言，如拙

政园的“海棠春坞”，以丛竹、书带草、湖石和墙上

书卷形题款，组成一帧国画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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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粉墙当纸，前植名卉嘉木，可清楚地看到

由阴面白色粉墙衬托出来的花影，姿态优美，光彩

艳丽，如拙政园“十八曼陀罗花馆”南面天井中，靠

南白粉墙种有十八株山茶花，花有粉红、深红、白

色，花期十分绚烂，还配置两株白皮松，东角有假

山一座，构成一幅由松、山茶、假山组成的实物的

立体画面。

园林建筑通过各种借景的艺术手段，俗则屏

之，嘉者收之，使园中每个观赏点都深远而有层次。

园中各类长廊，诸如空廊、复廊、楼廊、水廊等，厅

堂内的落地长窗或窗框，墙上的洞窗、漏窗也都成

为一个个取景框，如一幅幅动画。小亭是“常倚曲

阑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         

园林许多建筑小品亦如画，窗为桃形、扇形、

心形、卍形及海棠、梅花等，门为月牙形、古瓶形、

葫芦形等，小径铺成人字形、波纹形、回纹、鹿、鹤、

莲、金鱼等花纹，水池中，不仅有天光云影徘徊，

而且水面上还点缀睡莲、荷花，水中穿梭着金鱼及

各色鲤鱼。就是阶砌旁边栽几丛书带草，墙上蔓延

着爬山虎或蔷薇木香、几竿修竹或一棵芭蕉，盘曲

嶙峋的藤萝枝干等都无不是一幅幅好画。

高低俯仰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这种种

都成为画家们的无上粉本。                            

（三）美的意境

明代苏州园林大多通过园景结构、园名及景点

题咏，产生隽永的意境。

归隐田园成为主要主题，而诗化了的田园即陶

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为园林主人心向往之的理想

意境。

王献臣以“拙政”与“巧宦”相对，一如陶渊明

的“守拙归园田”。原拙政园将入口处理成武陵渔人

偶然间找到桃花源的深邃意境。

王心一在《归田园居记》中明确写出构园所据：

“峰之下有洞，曰‘小桃源’⋯⋯余性不耐烦，家居

不免人事应酬，如苦秦法。步游入洞，如渔郎入桃

花源，见桑麻鸡犬，别成世界⋯⋯”

沈周《桃源图》题诗曰：“啼饥儿女正连村，况

有催租吏打门。一夜老夫眠不得，起来寻纸画桃

源。”桃源理想的憧憬正是残酷现实的反拨，现实生

活中找不到出路，才躲进艺术之宫去寻找乌托邦，

寻找心造的幻影。

苏州的文人园林审美想像呈现为超脱现实功

利的心理特征，因而人们可以通过审美，淡化人的

物欲追求、纯化人的道德情操，以促进人与人之间

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从而实现各自的人格完善。

朱光潜先生说过，心理印着美的意象，常受美

的意象浸润，自然也可以少存些浊念，一切美的事

物都有不令人俗的功效［20］115。

三、环境雅化，生活诗化

吴地文人崇尚性灵的人格精神和人文精神，带

动了独立、自由、闲适、浪漫甚至唯美的生活艺术

和情趣。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过，知道生活的人就是

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文人大多是身兼

诗书画三绝才艺的艺术家，他们将日常生活艺术

化，特别是明代后期的文人，更讲究怡情养性，重

视生活艺术，可以说，他们的园居生活和日常游宴

活动，诸如居室雅化、艺花赏花、琴棋书画、收藏

赏古、品茗清谈等，充满了生活情趣。诗化了的园

林，往往是他们进行艺术活动的最佳环境。魏晋风

流、诗情高韵，洋溢于桃花疏柳之上，流淌在溪流

琮琤之中。

（一）雅陈清供

“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明代苏州园林

陈设古雅，充溢着书卷气和人文气息。

据万历进士王士性《广志绎》记载：“姑苏人聪

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斋头清玩，几案床榻，

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

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

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

厅堂中的明代家具，造型大方、线条流畅、纹

饰天然，古朴典雅，坚固、牢实，历数百年而完美

如新，表现出浓厚的东方文化韵味，代表了明代文

人崇尚古雅美的主流美学风尚。

家具的配置纯取自然形势，不为固定的法式所

拘。书、诗、画三绝的文徵明曾孙文震亨，撰《长物

志》十二卷，是将文学意境、山水画的原理运用于

造园艺术设计的典范之作。是书特别重视园林各厅

堂斋馆的陈设、器物的位置之法，“燕衎之暇，以之

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

可”，以营造优雅的艺术氛围为目的。

例如，书斋中的家具仅为长桌一、榻床一、滚

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云林几一、书架一，余则为古

砚、旧古铜小注、旧窑笔格、笔洗、笔筒等文具，还

有古铜花尊、哥窑定瓶，壁间挂古琴一、画一。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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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边、几案上、墙壁上，所置都为古雅之“韵物”，即

除了日用品之外的具有极高文化品位的器具陈设。

匾额、楹联、挂屏、古诗、名画等，集自然美、

工艺美、书法美和文学美于一身。就匾额楹联的形

式而言，有竹制的“此君联”，用晋名士王子猷之典；

镂空字白而底黑匾额称“虚白匾”，取《庄子·人间

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意；形如碑帖的三字

匾名“碑文额”，“客之至者，未启双扉，先立漆书壁

经之下，不待搴惟入室，已知为文士之庐矣”［21］176。

其他如手卷额、册页额、蕉叶联，无不文气氤氲，

韵味无尽。

大理石挂屏的自然纹理，配以诗文题款，在神

奇般的变幻中增添了无穷无尽的抽象美。

厅堂清供，苏式盆景清雅可爱，“五岭莫愁千

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室内插花，即使是“枫叶

竹枝，乱草荆棘，均堪入选。或绿竹一竿，配以枸

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苟位置得宜，

另有世外之趣”［22］19，且为一种最安全、也是最无

功利的嗜好。瓶花安置得宜、姿态古雅、花型俏丽、

色彩浓淡相宜，则可使厅堂斋室增添无尽的幽人雅

士之韵。雅石既示高风亮节，亦为家业固实的象征。

（二）雅藏真赏

朱光潜说：“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

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

人生的情趣化”［20］197。情趣化首先要有情，只有理

没有情难以打动人心，这理是经过“情”熔炼而派

生的，是含情之理。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只有作为一种审

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又

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

活动。”

文人雅士“所藏必有晋、唐、宋、元名迹，乃称

博古”［23］135。罗列布置在室内博古架上，得以摩玩

舒卷，同时营造优雅的艺术氛围。

沈周、文徵明、钱榖及友人吴宽、王鏊都是著

名的大藏书家。他们不但收藏图书，而且还大量收

藏书法绘画作品和文物古玩，文物宝玩既积累着文

化，又充实、滋养着自身的精神生活和人格内涵，

如文徵明的停云馆藏帖。文徵明还喜欢收藏文房清

玩，如珍藏把玩古砚。据载，文徵明在所居停云馆

内藏有佳砚50余方，他还效古法，取虎丘剑池所出

古砖琢刻为砚，并镌刻铭词曰：“外剥而中坚，盖阖

闾幽宫物。爰斲为砚，铭之曰：‘金精相宁，历二千

霜；升诸棐几，宝胜香姜。’”他于嘉靖十五年（1536）

购得唐寅昔藏之“墨霞寒翠砚”，此砚于是成为经过

吴门画派两大名家之手的珍品。

在文人的收藏品中，也包括吴中工匠的名品。

张岱《吴中绝技》记载：“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

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

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治扇，张寄修之治琴，

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其

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助

针芥相投”，与时代的审美走向相投合。袁宏道在

《时尚》中也写道，这些能工巧匠的作品，“士大夫

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炫

赫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

（三）雅集文会

明代吴中文士雅集结友之风甚盛，高启、徐贲、

宋克等“北郭十友”，文徵明父子与袁表等的“闻德

斋”客会，文徵明、陈淳等“东庄十友”等。园林是

文人进行“文字饮”的主要场所。王鏊晚年在怡老

园园中日与沈石田、吴文英、杨仪部结文酒诗社，

文徵明、祝枝山、唐伯虎等人也经常在园中写诗论

文，前后长达14年。东山壑舟园，据王鏊在园记中

所说，名流一时云集，歌诗作绘，酬唱不绝。沈周

《魏园雅集图》记录了成化五年（1469）魏昌与刘珏、

沈周、陈述、祝颢、周鼎、沈侗轩等会饮酬唱的动

人一幕。聚会的茅草亭位于峻拔的山脚下，宾客皆

席地而坐，山石苍润。图后有主人魏昌的跋语和六

位客人的题诗。其中祝颢诗云：“城市多喧隘，幽

人自结庐⋯⋯悠悠清世界，何必上公车。”清高自

赏，邈然世外。

每士人相聚，迎宾待客，必以烹茶，举行茶宴、

茶会、茶集，品茗清谈，吟诗联句，茶诗、茶词、茶

画，佳作迭出。

明代文士们喜欢“茶寮”式的饮茶方式。“茶寮”

是明代文人于书斋外所设的“侧室”，或称之为“专

室”式“茶寮”。教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

寒宵兀坐。亦有在游舫上进行“茶寮”式的饮茶。

《长物志》卷十二专述燃香煮茶之道，书中说：

“第焚煮有法，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惟 “贞夫

韵士”方能得“香茗”之真谛。

弹琴也为文人雅集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古琴审

美情趣上，文人推崇《老子》“淡兮其无味”的音乐

风格和“大音希声”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 ，“澹”者，

“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2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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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

神于羲皇之上者也”［24］475，这正是园林追求的景外

情和物外韵，达到《庄子》“心斋”、“坐忘”的自由

审美境界。

明代园林都置有古琴。留园书房揖峰轩，轩南

奇峰、松、竹，北窗外花木树石，西窗下置有古琴

一架，石峰迎窗而立。轩内挂有四季花鸟小挂屏、

大理石大挂屏，中间一石中如有一老者，题款“仁

者寿”，两旁石上书联：“商彝夏鼎精神，汉柏秦松

骨气。”下有写着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全文的七块

大理石，创造出深山抚琴、众山皆响的艺术氛围。

小   结

明代的苏州园林，清旷开朗，苔痕上阶，草色

入帘，野趣盎然，既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又有精雅

的人文环境，“琴棋书画诗酒花”，乃文人的日常文

化活动，体现了最高最优雅的生存智慧。

明代苏州园林都以隐逸为主题，士人向往风

雅，标榜风骨，许多士人能恪守“士道”，坚持气节，

耻与尘俗俯仰。明清之交的残酷现实，考验着士人

夷夏大防的心理承受力，忠臣英烈远甚于前朝各

代。《清史稿·遗逸传》说：“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

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

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

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

被迫出仕者如明末吴伟业，不愿仕清但最终

却还是违心地去当了国子监祭酒，成了“两截人”，

丧失士大夫的立身之本，愧疚不已，临死还不忘反

省：“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

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真是“贲园花木娄

江水，天荒地老悲风起。千秋哀怨托骚人，一代兴

亡入诗史”［25］512。曾为东林党魁、清流领袖的钱谦

益，于清顺治二年（1645）降清仕清，但又和南明

政权的抗清力量暗中联系，忍受着灵与肉激烈搏斗

的煎熬。

总之，明代吴地文人为“精神创造的环境”中，

蕴涵着中华民族优雅的生存智慧，但也潜藏着文人

的现实悲哀、无奈和理想，冷藏着爱国的热血，同

样暴露了某些文人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的虚伪，或

“雅到俗不可耐”，或患有精神上的软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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