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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研究：吴门画派

栏目特邀主持人：曹林娣

主持人语：苏州园林是写在地上的文章，是承载“作者”即设计者审美思想的载体。随着历史的变迁、“主

人”的更迭，园林主题也在悄然变化，不了解这些，就不能正确解读苏州园林，现

存最古老的苏州园林沧浪亭即为典型一例；苏州园林的艺术元素是吴地民俗和

审美的体现，苏州园林为壶中天地、咫尺山林，艺术家运用高超的空间结构手段，

使之回环往复、举目入画；园林是将自然诗化的艺术，欣赏者也得另具只眼，方能

“读”出异乎常人的内容，如园林中的“雨”；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宗法社会，儒家孝

悌思想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院文化与民俗文化相互渗透，在苏州园

林中通过各类艺术元素体现出来；有着深厚吴文化背景的无锡园林，与作为东方

古典园林最高典范的苏州园林本来不在对等的平台上，但因无锡城市性格的不

同，也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这又与苏州古典园林艺术具有了相对的可比性，

比较凸现个性，比较也能更加全面地认识江南古典园林艺术面貌。本期专栏就上

述五方面的内容进行讨论，以抛砖引玉。

始建于北宋的沧浪亭，与煊煊煌煌、斯文独盛

的文庙毗邻而居，是苏州现存 古老的园林，积淀着

千年文化。

沧浪亭的主题从苏舜钦抒写沧浪濯缨的政治

愤懑，到追慕苏舜钦高踪， 后衍为对在职官员的教

育。通过沧浪亭的创构和布局的变迁，可以很清楚地

看出这一文化精神的历史发展轨迹，凸现出苏州的

人文风范，沧浪亭堪称苏州的一座文化地标。

沧浪濯缨人

沧浪亭的不朽盛名来自苏舜钦英名的昭昭永

垂及与之关联的一桩冤案。 

沧浪亭的创建者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

是北宋中期杰出的爱国者和文学家，祖籍梓州铜山

（今四川中江南），后移居 封（今属河南）。祖父苏易

简是宋太宗时状元，父苏耆以能诗善书著名。

舜钦倡导“古文诗歌”，是宋代“ 拓一代诗风”

者，诗文瑰奇豪迈，自成一家，生前就名满天下。

“方其摈折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自行于

天下，虽其冤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至其

文章，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1]其诗被欧阳修称

为“斯文，金玉也！”清宋荦则评称：“子美诗磊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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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宋史 • 苏舜钦传》。
② 同①。
③《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本传》。

喜，文章雄健负奇气，如其为人……挽杨刘之颓波，

导欧苏之前驱。”[2]800-801

苏舜钦还兼擅书法，“又喜行草书，皆可爱，故其

虽短章醉墨，落笔争为人所传”[3]。当年范仲淹《岳阳

楼记》写成后，也是由苏舜钦行书刻石的。

苏舜钦才识尤为过人：“抱经世之学，怀忠君之

心……然其议论侃侃慷慨切直，皆有关于社稷生民

之故，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不可以区区人文才士目

之矣。”[4]《宋史》本传云：“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

魁伟。”他有“出手洗乾坤”的抱负。时保守派头目吕

夷简当政，北辽、西夏虎视眈眈，宋王朝内忧外患，

冗费、冗兵，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舜钦立志救民膏

肓，做一番“功勋入丹青，名迹万世香”的“丈夫事”。①

欧阳修称他：“高冠出人上，谁敢揖其膺？群臣列丹

陛，几位缺公卿。使之束带立，可以重朝廷。况令参国

议，高论吐峥嵘。”[5]认为其有宰辅之才。

苏舜钦21岁时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

对此微职，他不以为然，“锁其厅而去”。后靠自己努

力，考中进士，改任光禄寺主簿，知蒙城县（今属安

徽），上任后就“窜一巨豪，杖杀一黠吏”，一邑为之惊

悚。离任时，“邑民遮道助嗥泣”。[6]“极陈灾变 常、

时政得失， 千余言，无所回避”，敢道人之所难

言，故而“群小为之侧目”。②

后迁大理评事，范仲淹荐其才，在汴京任集贤校

理、监进奏院，成为庆历新政之中坚。

苏舜钦岳父杜衍，原为枢密使，后升任宰相，时

与范仲淹、富弼等均为庆历革新的主要人物。朝中守

旧势力的代表王拱辰、刘元瑜、鱼周询等，早就“与杜

少师（按：衍）、范南阳（按：仲淹）有语言之隙”[7]675，

“自杜丈入相以来，群公日相攻谤，非一端也”[8]609，

而后更演变为“其势相轧，内不自平，遂煽造诡说，上

惑天听”[7]675。

庆历四年（1044），苏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在进

奏院祠仓王神，并召当时知名人士十余人，以出售废

纸的公钱及大伙凑的“份金”宴会，并召两名歌妓唱

歌佐酒。当时任太子中允的李定也想参加，李扬州

人，少受学于王安石，他有不孝之名，苏舜钦疾恶如

仇，拒绝李与此会，“李衔之，遂暴其事于言语，为刘

元瑜所弹，子美坐谪。故圣俞有《客至》诗云：‘有客十

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盖指李

也”[9]。李先构陷了苏舜钦，后又参与构陷苏轼以罪。

“苏舜钦会宾客于进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

拱辰风其僚鱼周询、刘元瑜举劾之。两人既窜废，同

席者俱逐。时杜衍、范仲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

不便。舜钦、益柔皆仲淹所荐，而舜钦，衍婿也，故因

是倾之，由此为公议所薄。”③王益柔（字胜之）喝醉

了酒，作《傲歌》，有“欲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

奴”[10]等醉后狂语，本皆戏谑，也无过分的语言，被诬

告为毁谤时政。

王拱辰为19岁少年状元出身，时为御史中丞。

刘元瑜是打手，借故苏氏把进奏院里早已作废的文

件卖给造纸工场，用这钱充作祀神赛会之需，刘指其

所犯的罪是“监主自盗”，盗公物出售；售得之钱买酒

肉祀神，与祭者共食，被认为贪污，于是落职。

“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

记，前后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比之外郡杂收钱，岂

有 也”，下自注“外郡于官地种物收利之类甚多，下

至粪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宴会”。[8]609

“当时本恶于胥吏辈率（音类）醵过多，遂与同

官各出俸钱外，更于其钱中支与相兼，皆是祠祭燕会

上下饮食共费之。今以监主自盗定罪，减死一等科

断，使除名为民，与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注：始

府中敕断，追两官罚铜二十斤。后六日，府中复遣吏

来取出身文字，殊不晓。）”[8]610

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也载，当范仲

淹、富弼等力倡新政之时，“小人不便”，“思有以撼

动，未得其根”，而后“以君文正公之所荐，而宰相杜

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监进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纸

钱会客，为自盗除名。君名重天下，所会客皆一时贤

俊，悉坐贬逐，然后中君者喜曰：‘吾一举网尽之矣！’

其后三四大臣相继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11]杜

衍、范仲淹、富弼相继贬谪，于是，庆历革新宣告失败。

当时，“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狱，皆一时名士，都下

为之纷骇，左右无敢救解者。独韩魏公（韩琦）从容言

于仁宗曰：‘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薄治，何至如此！’

帝悔于色”[12]。“时王质守陕，闻之叹曰：‘子美之才如

此，士大夫不为天子惜之，可伤也！’”[13]舜钦给欧阳

修的辨谤书，欧阳公书其后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

为之言！”又联书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

言！”时欧阳公已自谏省出，无奈得很。           

苏舜钦被废放后，“都下沸腾未已，其谤皆出人

情之外，而往往信而传之，自念非远引深潜，则不能

快仇者之意。又以世聚京师，坟墓亲戚所在，四方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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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无所归，始者意亦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来吴

中”。苏舜钦悲愤：“余生性阔疏，逢人出胸臆。一旦触

骇机，所向尽戈戟。平生交游面，化为虎狼额。”[14]揭

露了浇薄的人情、丑恶的世态。

苏舜钦为避谗畏祸，翌年（1045）不得已远离政

治中心，携妻子且来吴中：“岁暮被重谪，狼狈来中

吴。中吴未半岁，三次迁里闾。”[15]“我今穷无归，沧

浪送余生。”[16]

苏州物产丰富，风清俗美，给子美以莫大安慰：

“则有江山之胜，稻蟹之美……日甚闲旷，得以纵观

书策，及往时著述有未备者，皆得 缉之。”[17]622

苏舜钦写给姐夫韩持国的信中说，他在苏州“伏

腊稍充足，居室稍宽，又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耳目清

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题舒放；三商而眠，高

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踰

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

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18]617。

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吴地人民善良正直，不以

皮相待人，不势利，而是“乐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学，

皆欣然愿来过从，不以罪人相遇”[18]617。与子美在京

城时，“都下沸腾未已，其谤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

而传之”的情况迥然不同。且吴中“又多高僧隐君子，

佛庙胜绝”[18]617。

苏舜钦在苏州前后约四年，《苏舜钦集编年诗》

卷三、卷四中有大量描写苏州和沧浪亭的诗文。从这

些诗文中可以看到苏舜钦发现沧浪亭的缘由、费用、

立意命名以及大致的风貌。

“予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吴中，始僦舍以处。时

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狭，不能出气，思得高爽虚辟之

地，以舒所怀，不可得也。”于是苏舜钦出城闲游散

闷，“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

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

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

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郡学即孔庙，范

仲淹将郡学设在孔庙内，聘请理学先驱、宋初三先

生之一的胡瑗为首任教官，称泮宫，其东的沧浪亭地

靠城南农田，故“旁无居民”。（苏州城内有南北两处

农田，以备守城将士生活之需），“访诸旧老，云钱氏

有国，近戚孙承佑之池馆也”①。孙承佑为吴越国王

钱俶妻弟，原为五代吴越国中吴节度史。苏舜钦见此

处“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于是，“爱而徘徊，遂以钱

四万得之，构亭北埼，号‘沧浪’焉”。[19]625

沧浪，取意《楚辞•渔父》的《沧浪之歌》：“沧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

足!”隐归江湖的高人沧浪渔父见屈原忠而被谤，流

放泽畔，脸色憔悴，形容枯槁，劝其随世沉浮，濯缨濯

足、进退自如，遂成为士人艳称的处世哲学。这一处

世原则，始创自孔子，孔子虽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

执着，但在理想备受打击后也有过“乘桴浮于海”的

避世念头，遂衍化为孟子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

善其身的儒家常规心理。”

濯缨濯足取适兴，37岁的苏舜钦自号“沧浪翁”。

未老叹老，未醉说醉，深蕴着仕途的苦涩与迷惘。

“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吾甘老此境，无暇

事机关。”[20]“机关”指机诈权谋。尽管他想“潇洒太

湖岸”，“方念陶朱张翰”，企图自我安慰，但无奈“丈

夫志，当景盛，耻疏闲”，所以，“壮年何事憔悴，华发

改朱颜”[21]。他的心理实际上是很矛盾的，何况他“枉

被盗贼之名”，“出则鬼揶揄而见笑，居则鹏闲暇以相

窥。不及虫鼠之生，仅与草木为伍”[22]，因此，他当然

耿耿在怀，希望洗脱罪名。

庆历八年（1048），文彦博居相位，苏舜钦写信

给文彦博，再次申诉了自己的冤情，并说：“故大上钦

慎，不敢自专，岂容有司自为轻重，苟快己志，以隳旧

典，污辱善士，戕害不辜。”[7]675-677

同年冤案得以昭雪，授湖州长史，具体复官的时

间不详，有苏复官后给宰相谢启的《上执政启》，但未

能到任。

当时的沧浪亭，“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

极”。竹是沧浪亭的主要植物，为三教共赏之物，加上

其“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

宜”，“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高轩面曲水，修竹慰

愁颜”。[23]

北埼水边筑亭号“沧浪”，“绕亭植梧竹”[24]，有

曲池高台：“聊上危台四望中”[25]292；有石桥：“独绕虚

亭步石矼”[26]；有斋馆：“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

入破窗”[26]；有观鱼处：“瑟瑟清波见戏鳞”[27]。

苏舜钦于庆历八年（1048）昭雪了冤案，但那时，

子美已经“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28]，

病体恹恹，同年12月于皋桥宅中赍志而没。此时苏舜

钦才41岁，华构高冈，毁誉一洗，亭空卉木老，古石苍

苍，令时人拊膺叹恨。欧阳修为他写了墓志铭，并致

祭文，称扬他“子之心胸，蟠屈龙蛇”、“子于穷达，始

终仁义”[29]。宋费衮也否定所谓“流落幽忧以终”的

① [ 宋 ] 龚明之 ：《中吴纪闻》卷二《沧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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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予近见子美墨迹一卷，皆自书其所作诗，行草

烂然，龙蛇飞动，其中有《独酌》一诗云：‘一酌浇肠俗

虑奔， 微鹏大岂堪论？楚灵到日能知此，肯入沧江

作旅魂！’卷末题云：‘庆历乙酉十月，书于姑苏驿舍。’

考其时，盖是被罪之明年居沧浪时所书。其诗语闲放

旷达如此。或谓流落幽忧以终，非也。”[30]

宋代园林宅园并不多见，沧浪亭中没有住宅，苏

舜钦“郡中假回车院以居之”[17]622，回车院在苏州皋

桥，苏舜钦“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

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19]625。“家有

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18]617

苏舜钦“榜小舟”去沧浪亭，日暮乃还。他到沧

浪亭是“游”，如《初晴游沧浪亭》；游沧浪亭有时是

独自一人,苏舜钦《独步游沧浪亭》：“时时携酒祗独

往，醉倒惟有春风知”；有时是和诗社的诗友喝酒酬

唱：“酒徒飘落风前燕，诗社凋零霜后桐。君又暂来还

径去，醉吟谁复伴衰翁？”[25]292清吴人孙岳颁说：“吾

郡城之南，为宋苏长史子美读书处。”[31]

苏舜钦在他的居所皋桥去世的。宋李颀《古今

诗话一则》：“苏子美坐进奏赛神事谪官，死于皋桥之

居。江隣几有诗吊之曰：‘郡邸狱冤谁与辩，皋桥客死

世同悲。’”宋韩维《哭苏子美》也说：“旅魂归未得，藁

葬近要离。”[32]

“子美生穷死愈贵，残章断稿如琼瑰。”[33]宋人

诗话、笔记中大量记载苏舜钦的轶事逸闻，评论他的

诗文。如宋龚明之《中吴记闻》载：“绍兴初，昆山沈东

元叙尝游其亭，赋诗云‘草蔓花枝与世新，登临空复

想清尘。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识春风载酒人。’程致道

《和张敏叔游沧浪亭》诗有云：‘醉倒春风载酒人，苍

髯犹想见长身。试寻遗址名空在，却笑张罗事已陈。’

皆寓其感叹之意。”①

绍兴初沧浪亭依然屹立水边。宋叶梦得《石林

诗话》也说“傍水作亭曰沧浪”[34]。

后章、龚两家各得其半。章氏“为六阁，又为堂

山上。堂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既除地，

发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为广陵王时所藏，益以增累

其隙，两山相对，遂为一时雄观”②。

南宋初，大将韩世忠提兵过吴，并得章、龚之园，

于两山之巅作桥，名曰飞虹。山堂曰寒光，傍有台，曰

冷风亭，又有翊运堂。池侧曰濯缨亭，梅亭曰瑶华境

界，竹亭曰翠玲珑，木犀亭曰清香馆，其 胜则沧浪

亭也。出身于著名的海宁陈氏世家的清人陈其元，在

其所著的《庸闲斋笔记》中说：

苏州沧浪亭，有水石之胜。前则苏子美以

四万钱得之，后为韩蕲王别墅，故从前于中堂合

祀二公，有联云：“四万青钱，明月清风今有价；

一双白璧，诗人名将古无俦。”

就《平江图》所见，那时的园南北端大体与原文

庙、府学相平，大门在南。

千载挹高踪

元延祐年间僧宗敬在其遗址建妙隐庵。不时有

人怀念苏子美。那时，“苏子美沧浪亭，故迹依然，有

甃井方石，上刻字两行云：‘沧浪亭奕局，庆历丙戌子

美题。’郡人陈伯雨有诗云：‘整履上飞虹，风高退酒

容。叶黄翻乱蝶，树老卧苍龙。古径秋霜滑，空山暮霭

浓。沧浪棋石在，题笔暗尘封。’”[35]

明时，沧浪亭为大云庵。沧浪亭的崇阜广水的

风貌依旧。“既积土为山，因以潴水，弥数十亩，傍有

小山，高下曲折与水相萦带，或云池古王僚所凿。”沈

周（1427—1509）所见的沧浪亭依然是“竹树丛邃，极

类村落间。隔岸望之，地浸一水中，其水从葑溪而西，

过长洲县治，由支巷稍南折而东，复南衍至庵左，流

如环后如带，汇前为池。其势萦互深曲，如行螺壳中，

池广十亩……”③

仇英（1494—1552）的《沧浪渔笛图》，土山较

高，建筑稀落，疏旷有野趣。

有庵以来二百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释文瑛

钦重子美，“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

之余，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④，并“亟求”著名散文

家归有光作《沧浪亭记》，而且强调说：“昔子美之记，

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明确了“高山景

行”的目的。所以，归有光在文中感叹道：“庵与亭何

为者哉？虽然，钱 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

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

盛，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

欲垂名千载，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文瑛

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从文瑛 始，沧浪亭的主题已经从沧浪濯缨变

为对濯缨人的高山仰止了。沧浪濯缨主题从建筑布

局到文化内涵彻底转变为高山景行是在清初。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江苏巡抚王新民于园

① [ 宋 ] 龚明之 ：《中吴纪闻》，第 126 页。
②《沧浪亭志考》，见清郭衷恒辑《苏州名胜图咏》，乾隆己卯（1759）

源汾堂藏板，上海图书馆藏。
③ [ 明 ] 沈周 ：《草庵记游诗并引》，《石田诗抄》。
④ [ 明 ] 归有光 ：《沧浪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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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建苏子美祠。康熙三十五年（1696）宋荦抚吴。宋

荦自康熙第三次下江南起，历经四次陪同康熙巡游

苏州。康熙曾赐宋荦“据东南胜会成英雄地，网天下

良才造帝王业”的对子，并有沧浪亭只可作为官绅议

事、官府接待之地，不可作为官员办公所在的圣谕。

于是，宋荦重修沧浪亭，实际上是改建了沧浪亭，从

而变更了苏舜钦濯缨濯足隐逸尘外的主题。宋荦对

苏舜钦深怀敬仰之心：“我辈凭吊古迹，履其地则思

其人，思其人则必慨想其生平，求其文章词翰，以仿佛

其万一。”[2]800寻访遗迹，那时的沧浪亭已是“野水潆

洄，巨石颓仆，小山藂翳于荒烟蔓草间，人迹罕至”①，

他感叹“厥后踵事非一姓，转眼变灭随云烟”②，欣羡

苏舜钦“轻舟野服恣啸傲，援琴命酒乐静便”③，更向

往“长史作歌欧公赋，金钟大镛声相宣”④，为了“斯亭

遂与人不朽”⑤，他主持重修沧浪亭，复构亭于土阜之

颠，并筑观鱼处、自胜轩、步碕廊等数处，其名多取

自舜钦诗文中。临池造石桥作为入口处。那时，“亭

榭幽好，竹木映郁，水光云影中，极禽鱼飞泳之翅”，

但园林在规模上远逊于宋代，不复有水北及南部旷

地，特当日所有之一隅，成为今日沧浪亭的布局基

础。据宋荦称，改建之后，“春秋佳日，游屐麇集，遂擅

郡中名胜”。江苏巡抚徐士林于清乾隆四年（1739）撰

联曰：“门前对沧浪之水，座上挹先生之风。”并在沧

浪亭设宴款待士绅，教育人们要节俭，官吏带好头，

可以教育消弭地方上的奢侈之风。他还亲撰一联：

“三秋刚报赛，休辜良辰美景；请先生闲坐谈谈，问

地方上士习民风，何因何革；五簋可留宾，何用张灯

结彩；教百姓都来看看，想平日间竞奢斗靡，孰是孰

非。”恰是对主题变化的一种诠释。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于园西建中州三贤祠。

道光八年(1828)，巡抚陶澍于园南部增建

“五百名贤祠”。咸丰十年（1860）毁于兵火。同治

十二年(1873)布政使应宝时、巡抚张树声重建告

竣，先后重建苏子美祠、中州三贤祠，门额直接变为

“五百名贤祠”。碑记厅曾有石刻对联：“景行维贤，

鉴貌辨色；求古寻论，勒碑刻铭。”款署“丁丑秋八月

（1877）既望平湖王成瑞撰书并刻”。集南梁周兴嗣

《千字文》成句,咏园内五百名贤祠中的历代名贤，

凸现了以“景行维贤”为主的思想，巡抚张树声撰书

的对联再次重申：“泉石憩名贤，伴具区烟水，林屋云

峦，独向尘寰留胜迹；薄书逢暇日，更解带观耘，停车

问俗，岂徒觞咏事清游。”“觞咏”和“清游”只为附带

内容。

亭仍建假山巅，其余轩榭亭馆多仍旧名，增筑看

山楼和形制恢宏的明道堂，诸堂构以廊贯通，这一格

局基本保持至今。

园中假山西侧的康熙诗碑亭和东侧的乾隆御

碑亭（一名闲吟亭）很能体现清帝对地方官员的要

求。康熙诗碑亭上的诗是：“曾记临吴十二年，文风人

杰并堪传。予怀常念穷黎困，勉尔勤箴官吏贤。”含有

告诫、鼓励、表扬地方吏治的意思。这是康熙四十六

年（1707）农历二月三十日，玄烨第六次，也是 后一

次南巡时赐给江苏巡抚吴存礼的墨迹。对联曰：“膏

雨足时农户喜，县花明处长官清。”康熙十分重视倡

导地方官吏清廉的风气，亲任赏罚，整肃纲纪。亭碑

上刻有乾隆的《江南潮灾叹》七首，乾隆帝南巡屡驻

此园，在园南部曾筑拱门并有御道。

直到1955年春节沧浪亭正式对公民 放游览

时，门额才重新易为“沧浪亭”。这样，我们就可以理

解陈从周先生的话了：“园在性质上与他园有别，即

长时期以来，略似公共性园林，官绅燕宴，文人雅集，

胥皆于此，宜乎其设计处理，别具一格。”[36] 

景行维贤

走进东月洞门有“周规”和“折矩”砖额，取自

《礼记•玉藻》“周还中规，折还中矩”之意，谓这些名

贤皆往返有规，进退有矩。

五百名贤祠面南而立面宽五间，当中三间为

堂。东、西边间为侧室。

道光七年（1827），布政使梁章钜再次重修沧浪

亭，巡抚陶澍把康熙年间巡抚王新民所建之“苏公

祠”改建为“五百名贤祠”。祠内壁上嵌有清人顾湘

舟所辑及后人续增先贤凡594方平雕石刻像，形成

一处蔚为大观的肖像画廊。“论其特点，一人一石，各

具时代及个人风貌，一也；像皆真实， 于释家五百

罗汉像之纯出荒诞幻想，二也。此特就美学观点言之

也。至于此大群人物，纵深则上自周之季札、伍员、言

偃，下迄清之洪亮吉；横广则自姑苏本郡人物之外，

游宦是邦及屐齿曾留之名贤亦涉及。”[37]堪称“千百

年名世同堂”、“廿四史先贤合传”，体现了吴文化海

纳百川的胸襟。

名贤中固然多名相、良臣、仕宦显达者，但引人

注目的是，名贤中还有许多才高八斗的艺术家，如沈

① 宋荦《重修沧浪亭记》。
② 宋荦《沧浪亭用欧阳公韵》。
③④⑤ 同②。 



  2010年第2期

- 39 -

曹林娣：苏州的文化地标

周、唐寅、周天球等；有博学高士、文学家，如赵宧光；

有学富五车的经学家如惠栋等；还有孝子如戈宙襄、

金拱辰；贤士如蒋曾爚、蒋含光等；处士彭绍升、张蟾

等；徵士陈汝楫、韩樵等。他们都没有高位显贵，却因

学问道德为世所重，显示了吴地既重科第又讲道德

学问的评价风尚，岂为功名始读书！万贯家财何足

贵，君子固穷，安贫乐道、品学兼优乃吴人美德。

祠正北墙上悬“作之师”匾额，说他们是上天为

佑助教化下界万民所立的人师①。并镌“景行维贤”

四字，意思是光明正大，德行高尚。

各级官吏在此，春秋致祭，“勉实循名，钦承列

贤遗训”，“使瞻像者睹名贤之仪容，更增知人论世之

识，尤其是对忠义气节住诸名贤之清高遗像，不徒仰

止高山，且油然生顽夫廉，而懦夫有立志之心，更进而

见诸实践焉”[37]。“景行先哲”，“治道懋而风化兴”。②

名贤祠南一片竹林，竹为三教共赏之物，儒家视

竹为君子，它清峻高洁，经冬不凋，刚直、谦逊，不亢

不卑，潇洒处世，常被看做不同流俗的高雅之士的象

征。正好用以烘托五百名贤的高风亮节。

五百名贤祠西南侧的“仰止亭”，取《诗经•车

辖》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意，歌颂的就是祠内

的五百多名贤。亭壁中刻有文徵明像石刻，上刻一首

乾隆诗歌并小序：“沈德潜持文徵明小像乞题句，徵

明，故正士也，怡然允之：‘飘然巾垫识吴侬，文物名

邦风雅宗。乞我四方作章表，较他前辈庆遭逢。生平

德艺人中玉，老去操持雪里松。故里遗祠瞻企近，勖

哉多士善希踪。’”

沿曲廊南，廊间嵌有生公石上论诗图及题辞、沧

浪五老图咏并序、七友图并记、沧浪小坐图并记石刻

等，反映了苏州士大夫们晚年在沧浪亭的生活片断。

掩映在名贤祠南翠竹中的翠玲珑呈曲尺形之

三折，每折二至三间不等，取苏舜钦“秋色入林红黯

淡，日光穿竹翠玲珑”[25]292的诗意。站在屋中，只觉得

绿意萦绕，室内家具也为竹节形，在此室小坐，更能

体会到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诗句的意境。“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

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③翠玲珑里挂着

清“书联圣手”何绍基集唐上官婉儿诗联：“风篁类

长笛，流水当鸣琴。”

沧浪亭因苏舜钦而没有销灭榛莽之中，苏舜钦

的人格精神始终是沧浪亭的园魂。沧浪亭就像一首

宋诗，儒、道、释三教并存，哲理和诗情兼融。既“宜静

观，宜雅游，宜作画，宜题诗”[36]，又可挹先贤高风，涤

胸洗襟，诗性人文和理性人文兼备，恰好体现出吴文

化的一种内在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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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与苏州古典园林艺术之比较

摘  要：就古典园林艺术而言，国内几乎没有哪座城市可以与苏州相媲美，无锡也不在同一个平台，然而，无锡
古典园林以朴野疏朗的情趣、自由多变的原创性、鲜明的过渡性特征，与苏州古典园林形成对照和补充。这种对
照和补充丰富了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艺术风格，也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江南私家园林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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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2.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 江苏 无锡  214000）

一、一月映三江——无锡与苏州古典园林艺术

的可比性

古典园林是苏州的城市名片、城市文化的精

粹。作为东方古典园林的 高典范，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的苏州古典园林已有九个，因此，与苏州比

较古典园林艺术，无锡不在对等的平台上。然而，无

锡不仅与苏州近在咫尺，而且也有着深厚的吴文化

背景，有寄畅园这样的古典园林精品，其城市古典园

林也有独特的艺术风貌，所以，与苏州比较古典园林

艺术，无锡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这种对比可以使人们

更加全面地认识江南古典园林艺术面貌。

首先，在吴文化研究视阈里，无锡和苏州是两个

极其重要的城市。古勾吴国从泰伯来奔至寿梦时强

大，历经大约19世，其间都城可能数度迁移，而梅墟①

作为政治中心，可能要早于苏州。《史记索引》指出，

吴国在“寿梦已下始有其年”[1]，寿梦禅让诸樊后，吴

国才南徙吴邑（苏州），再四世后至阖闾时，“始筑城

都之”。可见，苏州成为吴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

在阖闾筑大城之后，而此时大约已是吴国第24世君

王了②。[2]在接下来约2 500年中，苏州长期居于吴文

化中心位置，无锡则始终是吴文化圈内的重要属郡，

因此，无锡与苏州之吴文化同宗同源。虽然文化同

根，且近在百里之内，但2 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使两

个城市的文化审美趣味迥 ，成为吴文化圈内距离

近而差 鲜明的毗邻。

其次，无锡既有寄畅园这样的明清园林经典遗

构，还有梅园、蠡园、渔庄、横云山庄等一批建造于晚

清和民国时期的古典园林作品，具有可以与苏州园

林相比照的艺术实体。在中国约200年的近现代历史

上，由于时局动荡不断，苏州作为传统吴文化中心的

光芒逐渐暗淡，许多现代文学家如郁达夫、臧克家、

郑振铎等，都曾在散文中记录了苏州萧瑟、凋敝的景

况。在此期间，无锡却一度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领

① 或名梅里，今无锡梅村，传说泰伯曾建邦于此。
② 环太湖流域近百年来文化考古工作先后有许多史前文明遗迹新发

现，这些发现填补了吴地史前文化的许多空白，也修正了不少成说 ,
然而，这些成果迄今还没有建立起新的、比较完整的文化演进链，
因此，这里搁置争议，仍采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世系，以观照无锡与
苏州两地上古的文化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