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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金三角的苏州，杏花春

雨，田土膏腴，人口富稠，得天独厚。春秋时期吴

王就凿池为苑，开舟游式苑囿之渐，但越王句践

一把火烧掉了姑苏台，只剩下旧苑荒台供后人凭

吊，苏州的 “王气”似乎也随着姑苏台一起化为了

历史，苏州渐渐远离了政治中心。晋永嘉以后，衣

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彬彬为盛，苏州又

渐渐成为温雅富贵的人间天堂。诞生于东晋的苏

州私家文人园林，在 “大吴胜壤”的滋育下，迈着

蹒跚的步履，经历了数千年的跋涉，走到了辉煌

的巅峰，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年，苏州古典

园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乃文人园，是 “士”文化的艺

术载体。士即知识阶层，出现在春秋战

国时期，孔子代表士的原型"。当士以其独特面貌

出现于其他社会群体面前时，即萌发了知识分子

的自我意识、风节操守意识和 “舍我其谁”的社会

责任感。“士志于道”，未被异化的士恪守士道，道

不同则不相为谋，他们汲汲追求人格的完成与完

美。但专制王权和士道之间的冲突时时发生，士

道难伸，志难展，精神上的苦闷引起了对自由王

国的向往。早在 《论语》中就出现了 “避世之士”、

“逸民”、“隐者”等，他们或因看不惯剧烈的社会

变革而隐，或为清高自守、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

而隐，或隐居以干禄。春秋战国时期，士的趋向常

常关系到国家的成败，所以当时士君关系比较平

等，可以不从征召，不应聘命，也完全有权利择主

而事，而不是依附于某一个君主，因而具有较为

独立的人格以及优越的社会地位。

苏州私家园林与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同时

诞生于血与火交织的魏晋时期。那是一个既重哲

理，又执著于审美情感艺术实践的时代，是人的意

识、人的本质力量觉醒的时代。人们深情于人生，

常常在寻求人的精神的永恒与肉体的永恒，甚至

将自然之理置于皇权之上，强化了人与客观自然

的联系。在这种隐逸文化的精神气候下，士人啸

傲行吟于山际泽畔，体会自然真谛，讲究艺术的人

生和人生的艺术，诗、书、画、乐、饮食、服饰、居室

和园林，融入到人们的生活领域，普遍追求 “五亩

之宅，带长阜，倚茂林”#的高品位的精神生活。于

是，士人的山水园林，作为士人表达自己体玄识

远、高寄襟怀的精神产品，如雨后春笋，绽芽破

土。士人在园林中，既可享受山水之乐，又能免跋

涉之劳，并在营造第二自然中得到艺术的乐趣。

南方吴姓士族受侨居大姓的控制，在东晋政

权中不占主导地位，但其代表家族如吴郡的顾、

陆、朱、张也分得了一杯羹。据 《抱朴子》记载，苏

州顾、陆、朱、张四大姓的庄园，都是“僮仆成军，闭

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伎

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顾氏为四大家之

一，辟疆官郡功曹、平北参军，性高洁。顾辟疆园，

当时号称 “吴中第一私园”，以美竹闻名，文徵明

《顾荣夫园池》用“水竹人推顾辟疆”称美，也有“怪

石纷相向”$。辟疆园已经属于家宅中的园林了。

与之齐名的是刘宋时名士戴禺而的宅园。戴禺页的父

亲戴逵，出身士族，然终身不仕，而且傲视权势之

人，《晋书》将其列为 “隐逸”。戴逵是当时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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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雕塑家，善铸佛像及雕刻，曾积思三年，刻

高六丈的无量寿木像。他的儿子戴勃和戴禺页都在

当时有高名，他们继承了乃父的道德和艺术，山

水画虚灵、疏淡，更是著名的雕塑家。戴禺页“巧思

通神”，早年随父亲客居浙江剡县，兄死后，卜居

苏州齐门内，据 《吴郡图经续记》载：“士共为筑

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三

吴将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泽，堪行便去，不

为矫介，众论以此多之。”

乱世中有条件肥遁于庄园、闲居南村者，“其

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

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

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

执著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

深刻的一面。”!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古

典园林艺术从自然山水园向写意山水

园过渡。盛唐吴画家张 擅写山水泉石，高低秀

丽，咫尺重深。他在所著《绘境》书中提出了“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理论，“外师造化”即

获得自然之道，“心源”则借用佛经 《菩提心论》中

用语，指不为妄心所扰的虚静心态。意思是说，只

有对大自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体验，才能

领悟自然的本性和真谛，才能有创造的源泉；但

必须将领悟到的自然造化，通过内心的融会贯

通，提炼升华，用创造性的想像，构思出有意境的

形象，使其具有审美价值，所以，“中得心源”是关

键。强调了将外在于心的 “道”，内化为众生之

“心”，运用到艺术上，则强调了“心悟”、“顿悟”等

心理体验，艺术成为一种自娱的产物、寻求内心

解脱的一种方式。

宋文人在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的理学的影

响下，认为 “惟其与万物同流，便能天地同流，”#

如郭熙、郭思 《林泉高致》所称：“林泉之志，烟霞

之侣”、“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

耳，山光水色，氵晃漾夺目，此岂不快意实获我心

哉”。寂寂渡口，疏疏人行，萧条古寺，松林佛塔，

都那么安宁平静，人与自然是那么娱悦亲切，“山

居之意裕如也”，士大夫追求儒雅，厌弃 “金玉锦

绣”、错彩镂金，嗜尚 “蔬笋气”、山林气，欣赏出水

芙蓉，雅淡神逸，鄙视粗俗的声色狗马、朝歌暮嬉

的感官享受，热衷于园林雅赏、书斋雅玩，这样，宋

代的士大夫文人构筑起宇宙间最美好、最精雅的

境界，虽丈室容膝，却可六合神游。诗画渗融的写

意式山水园林走上了精雅一途。

苏州是宋代文学的中心之一，文人以诗画入

园，私家文人园有 $# 多处，园林中一丘一壑自风

流，一草一木皆有情。其中大多属于“归来”主题：

蒋堂的隐圃、叶清臣的小隐堂、程致道的蜗庐、胡

元质的招隐堂、范成大的石湖别墅、史正志的渔隐

⋯⋯朱长文有别业“乐圃”，他自己撰文阐释道，他

“乐”的是春秋隐士长沮、桀溺的田耕之乐，商山四

皓采芝隐逸之乐，严子陵、郑弘渔樵之乐，陶渊明、

白居易隐居之乐。他在邃经堂中讲论六艺，在“琴

台”弹琴、墨池亭挥毫，“钓渚”垂钓，徜徉于鹤室、

蒙斋、见山冈、华严庵、草堂、西丘、笔溪、招隐、幽

兴等景点，看花赏月。园内树木众多，“高或参云，

大可合抱”，并且姿态各异；花卉药草，名类繁多。

苏舜钦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无罪遭贬，遂将满腔

政治愤懑写入了 “沧浪亭”三字题咏中，他既有如

屈原般忠而被谤、无罪被黜的遭遇，自然对渔父之

歌产生了思想共鸣，他也要“潇洒太湖岸”，扁舟急

桨，“撇浪载舻还”，做一名渔夫，“迹与豺狼远，心

随鱼鸟闲”。

自此以后，隐逸文化精神成为苏州园林的主

旋律。

$经过宋元易代的苏州士人，信守着夷

夏防线，又失去了传统 “学而优则仕”

进身之路，思想苦闷，民族情绪终元之始，没有稍

减。士人中假客于江皋，缨情于好爵者有之，厌恶

世事、避身远祸者有之，隐逸林泉，高蹈全志者有

之，既然是兴亡千古繁华梦，那就去做酒中仙、林

间友、尘外客，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去

享受松花酿的酒，春水煎的茶。

元末的苏州，在统治者 “以功诱天下”政策的

激励下，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是邦控岛夷，

走集聚商舶。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马可波

罗惊叹苏州“漂亮得惊人”。文人士大夫受商业文

化的浸染，已经不再像许由、庄周、陶渊明那样，去

隐居山林、田园，而是依附于城市，流涟于市井，辗

转城镇，交游唱和，笙歌玉宴，以 “得从文酒之乐”

为幸事。诗人杨维桢诗曰：“贫贱易屈，贵富易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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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大隐在关市，不在壑与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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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陶、汉之邵平 “占清高总是虚

名”。时江淮、杭州畔烽烟四起，富贵而淳厚的苏

州，就成为达官贵人、豪隽之士与夫羁旅逸客首

选之地，且元末在吴地称王的张士诚及其重臣，

“颇以仁厚有称于其下，开宾贤馆，以礼羁寓”，

“一时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于是，姑苏、

昆山、华亭等林薮之美，池台之胜，远近闻名。江

南小城镇吸引了大批士人，促使小城镇文化的兴

盛和城镇士人园的发展。"

明初，朱元璋以各种方式屠杀、摧残吴中文

人，吴中文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吴中四杰”、

“北郭十才子”等几乎都无善终，士人朝不保夕，

出处皆危。“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至抄答刂”，#“贵

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士，苏州人才姚润、王

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君臣关系成为主

奴，士大夫动辄受杖刑而死，文徵明于嘉靖三年

（!#"$）在北京任待诏时，写给其岳父的信中说，

为了是否应该在皇太后的尊号上更改几个字，竟

“杖死者十六人⋯⋯充军者十一人⋯⋯为民者四

人”。残酷的现实，使士人惊悚、抑郁、彷徨、苦闷，

逐渐泯灭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崩溃了政治自信

心，却在心灵深处日益确立起以自然、适意、清

净、淡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以企求

内心得到平衡。隐逸文化心态，成为地域性的文

化精神。无论是归隐下野者还是官至宰相者，都

将 “治园亭，杂莳花木”作为一项高雅的文化建设

活动。吴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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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晋名

士风度毫无二致。至于绝意仕途、适情任性的苏

州文人则出现得更多。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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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达孤傲，不随时俗，给个人的心灵空间注入拓

张、驰骋的活力。

这种隐逸文化心态，自明至清，稳定地成为

地域性的文化精神。吴地文人大多为诗书画全才

型的人物，对生活和艺术有着独特的追求，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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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一方

方小园，成为一篇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官至内阁重臣的王鏊，“以志不得行归里”%&(，

在苏州东山陆巷村筑园，林泉之心愿始得满足，欣

然以“真适”名园。园中全以湖光山色、风月禽鸟、

稻蔬花木成景。诗曰：“家住东山归去来，十年波

浪与尘埃”，“黄扉紫阁辞三事，白石清泉作四邻”%&)，

自此过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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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

主中吴风雅之盟者 %& 余年的文徵明，#$ 岁

时曾授职翰林院待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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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即辞职，#’ 岁时获准南归苏州，写了一

首 《还家志喜》：“绿树成奶径有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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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啻一首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他自构玉磬山房，以翰墨自娱，也在父亲的停云馆

内会友论文。

明太仆寺卿徐泰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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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弹劾归吴，“一切不问户外，益

治园圃”，筑东西两园 （东园即今留园前身），与好

友袁宏道、江盈科等“置酒高会”。

布衣终身的沈周，以书诗画传家，在相城西宅

构园 “有竹居”，作为读书论文、会客的地方，他在

《庐山高图》诗跋中写道：“英名利禄云过眼，上不

作书自荐，下不与公相通。”孤高绝俗。

因科场案受牵连遭牢狱之祸的苏州才子唐

寅，彻悟了人生，“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

槐”，筑圃桃花坞，自号六如居士，名园为桃花庵，

日饮其中。“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拙政园主王献臣为弘治进士，迁为御史，因弹

劾失职武官，被东厂（明特务机构）所诬而被降职、

贬谪，正德四年（!#&(）失意回乡。自比西晋潘岳，

“余自筮仕抵今，馀四十年，同时之人或起家至八

坐，登三事，而吾仅以一郡亻卒老退林下，其为政殆

有拙于岳者，园所以识也。”%&+

明末文徵明曾孙文震孟为天启状元，官至副

宰相。他为人刚方正直，是复社人员，因反对阉党

专权，曾先后触逆了天启、崇祯的三位权臣，连遭

廷杖、贬职、调外以至削职为民等处罚。他筑药圃

（即今艺圃），以《楚辞》香草名园，以示洁身自好。

其弟文震亨构私园径名香草王宅，结构殊绝，时被誉

曹林娣·苏州园林的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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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尘市中少有的名胜”。他们的书画格韵兼胜，

咸有家风。

清代文人基本沿袭着苏州园林的隐逸文脉，

继续高吟田园诗，重谱 《渔歌子》。他们一蓑烟雨

任平生，愿意当渔父，如网师园，网师就是渔翁，

在中国文化中的渔翁，早就是隐栖江湖的高士的

标志了。愿意在城市一弯夫妇耦耕桃花源 （耦

园）。他们像陶渊明一样淡泊，乐天知命，审容膝

而易安。“卷石与勺水，聊复供流连”&曲园 ’，壶

园、残粒园、一枝园、半枝园、纟见园、半园等都表示

了知足的心迹。

闲静轩窗靖节诗，萧疏树石云林画，这就是

苏州文人园的神采。优游徜佯园中，你会感受到

古代文人搏动的心跳，聆听到他们的感慨隐忧。

今日苏州，又出现了“当代版”私家园林!"#，如

画家叶放筑南石皮记庭园，蔡廷辉筑翠园、醉石

山庄，陆德明筑悦湖园。诚然，人们不再需要到传

统文化提供的人生模式中去找寻精神退路，而是

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自我调正，精神世界的新的

攀升。

注释：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第 ( 页。

%孙绰：《遂初赋叙》，见《世说新语》注引，第 !)# 页。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 ! 引唐陆羽诗，上海古籍出版

社，!*+( 年版。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 !#" 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 (，四库全书本。

)黄时鉴：《元朝史语言》，北京出版社，!*+$ 年版，第

!,, 页。

*杨维祯：《铁崖古乐府》卷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参孙小力：《元末东吴一带文人的隐居》，复旦大学出

版社《中西文化新认识》!*++ 年版，第 !)" - !)* 页。

,《明会要·刑法一·律令》。

-王鏊：《吴宽神道碑》。

!".高启：《青丘子歌》。

!"/《明史》卷 !+!《王鏊传》。

!"0王鏊：《己巳五月东归三首》之二。

!"1王鏊：《游穹隆山》。

!"2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引。

!"#见拙文《苏州园林的“当代版”及其文化意蕴》，《光明

日报》"##" 年 ) 月 "# 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

昆曲曾经与吴越一带文人文化在时段和地域

两个方面均具有趋同的特性：从时段角度分析，

昆曲兴盛于明清时期，而吴越间的文人文化也在

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从地域角度看，昆曲

的大本营即在吴越一带，与文人簇居的地域也恰

恰相合。仅此一点，我们已不难看出昆曲与文人

文化的密切联系。尤其是文人对于昆曲的“清赏”

与“雅玩”的态度，更对昆曲的盛衰运势、昆曲的艺

术形态以及昆曲的审美风格等均有着重要影响。

它不仅影响到昆曲的历史，而且关系到昆曲的未

来。尤其是它揭示了昆曲作为地域文化产物的显

著的地域性质与雅文化本质，对于新时期昆曲的

地 方 .

/“清赏”与“雅玩”
——— 昆曲的文人环境与地域色彩

王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