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龙 作

2022 年 3 月 13 日 本版责编 王 晟

文化旅游周刊邮箱 E—mail:whlyzk＠ 126.com

九阳消寒 春回启泰
□郑学富

文史漫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缂丝加绣九

阳消寒图》，纵 213 厘米，横 119 厘米，由清乾

隆年间苏州艺人绣制，其上有乾隆皇帝御制

诗一首。

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

的精华。缂丝能自由变换色彩，适宜制作各

类书画作品。从传世的实物来看，我国古代

早在汉魏时期就有缂丝工艺，到开放包容的

唐代，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是当时制作

的大多为丝带等实用物品。北宋晚期，由于

受宫廷院画的影响，缂丝从实用装饰品嬗变

为艺术品的制作，用缂丝刺绣成的山水、花

鸟、人物等艺术品已达到很高水平。当时河

北定州成为缂丝艺术品制作基地，以宣和年

间制作的最为精良，负有盛名。宋徽宗赵佶

曾将自己的画作《碧桃蝶雀图》让民间艺人

用缂丝做成刺绣艺术品，他在上题诗曰：“雀

踏花枝出素纨，曾闻人说刻丝难。要知应是

宣和物，莫作寻常黹绣看。”诗中说“刻丝

难”，确实如此。缂丝作品是集体创作而成，

一件作品需要几个月乃至一年以上的时间，

可见其难度。

缂丝画立体感强，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其

艺术价值甚至要超越名家书画。随着宋朝政

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制作基地也由北方的

定州向南方的苏州、松江一带发展。明朝成

化年之后，江南文人画深入人心，缂丝艺人将

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的画稿制成缂丝艺术

品。此后，缂丝业为皇室所独有，成了皇权的

象征，龙袍衮服、宫中的日用品、官员的官补，

无不是缂丝中的上品佳作。特别是采用缂、

绘相结合，创作出别具一格、精巧细致的艺术

作品更为珍贵，故当时有“一寸缂丝一寸金”

的说法。曹雪芹早年在江宁织造府生活过，

对缂丝技艺不陌生，因此在《红楼梦》中也曾

多次提到。《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写到贾宝玉

最为宠爱的丫鬟袭人要回老家看望母亲，王

熙凤为了贾府的面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

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

第七十一回里王熙凤向贾母报告外人送的围

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

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

寿图’，是头等的。”贾母安排凤姐将这两样宝

物搁着送人，可见此物的金贵。

在清代宫廷内，每到新年前后都会悬挂

消寒图，消寒迎春成为一种习俗。《缂丝加绣

九阳消寒图》为乾隆时期创作的精品，图中运

用了平戗、勾边线、搭梭等缂丝技法和戗针、

钉线、施针、斜缠针、打籽针、擞和针等刺绣针

法，将宋代的《九阳消寒图》表现得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彰显了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图

上的天空为宝蓝色，漂浮着片片五彩祥云，山

坡溪流，苍松翠柏，梅花盛开，鸟笼、茶花、青

竹、灵芝、山石点缀其间，三名男童放牧九只

山羊。“九”为中国最大数，取其吉祥之意，羊

与“阳”谐音，有阳光普照之意，九只山羊寓意

“九阳消寒”。“三”在古代表示多数，男子属

阳，有“三阳开泰”之意。作品整体构图饱满

繁复，配色精妙雅致，主次分明，层次清晰，洋

溢着喜庆和谐，突出了九阳消寒、春回启泰的

主题。此作品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

成，呈贡皇宫，乾隆皇帝观赏后大加称赞，题

御制诗一首：“九羊意寄九阳乎，因有消寒数

九图。子半回春心可见，男三开泰义犹符。

宋时创作真称巧，苏匠仿为了弗殊。漫说今

人不如古，以云返朴欲惭吾。”这首诗开宗明

义，说明了“九阳消寒”的寓意，赞扬宋人《九

阳消寒图》的巧妙和苏州工匠们巧夺天工的

缂丝仿画技术，感叹彼时手工艺人的聪明才

智。

晚清和近代，战乱频仍，缂丝工艺几近灭

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缂丝技术枯木

逢春，得以恢复和发展。进入改革开放的新

时期，缂丝得到保护和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

不断扩大，南通、苏州、杭州等地出现很多缂

丝工厂和作坊，发展势头迅猛，成为出口创汇

产品。2006年5月，苏州缂丝织造技艺入选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 9

月，缂丝又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涌现出一批缂丝工艺

传承人，他们继承传统工艺，勇于开拓创新，

推出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作品，为古老

的缂丝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不断发扬

光大。

五部《崞县志》（下）

□彭 图

忻州史话

乾隆《崞县志》修成于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年）九月，代州知州书敏任修志总裁，

崞县知县邵丰鍭、顾弼为纂修，王锡九、王嘉

言为校修教谕。按序中顾弼所言：“顾参稽

载笔，三月成编，自谓为期也速。唯恐搜讨

有弗周，裁酌偶未协，来不谆不备之讥，于是

将付剞劂，复以嘱余，犹若俟乎更定者也。”

邵丰鍭在“为崞三年，尝验其山川土风，披图

经、翻古籍”的基础上，“谋诸司谕榆次王君

及邑士大夫期修厥役……乃远稽博搜，阙

疑征信，尤喜其缙绅先生与儒雅之士多所

闻识、好谈掌故，网罗采访相共为功。由是

百三十年所未备者，一朝悉具”，最终修成

了这部志书。后来他调任凤台县，临走之

前请代州知州书敏作序，然后又嘱托继任

者、原五台县知县顾弼为之修订，顾弼则认

为“莱峰此书，义类详明，体裁精当，仿之古

作者何弗多让”，于是“无事更张，只加厘订，

俾就厥刊”。这只是顾弼谦词，其实他还是

进行了加工的，故在序后又加了一段话：“乃

由既成而外，复采择其可纪者，条分而次第

之，非敢诩美宏通，抑亦无虞阙略。且前编

固继旧志而为之，是旧志之续也，而复有以

续前编……”

乾隆《崞县志》中包括舆图、地理、山川、

城池、公署、学校、职官、选举、封典、田赋、风

俗、坛庙、古迹、物产、祥异、事考、杂志、艺文

（上、下）、宦迹传、人物传、列女传等内容，各

目下又附记 25 条。目录前加了发凡，内容

言简意赅，指出该本与旧志“存所当存，逸所

当逸”，“存”了哪些，“逸”了哪些，增了哪

些，改了哪些，一目了然。发凡中特别提到

“旧志并载宁武、神池，向属县境也。今既析

置，凡系彼地事迹，概不收录”和“艺文皆取

其与县事相比切，非是不泛及，旧志多载诰

命墓铭，则失之冗，今并汰之”，使体例更加

完备，内容也比明代两志更加丰富。

书敏称此志“说明精核，纪叙备有史

法，而凡大纲细目，与百姓利病之故，

无不朗若列眉”，顾弼则评价其“核而

不失之诬，严而不流于滥”，也不完全

是溢美之词。

邵丰鍭、顾弼在光绪《崞县志》中

皆有传。邵丰鍭，“浙江山阴人，监

生，乾隆十八年（1753 年）知县事，廉

明有才，政多修举，捐修城乡义学、桥

梁、公所数十处，不以扰民。重修邑

志甫脱稿，调凤台去”。之后，他又从

安徽凤台县调往江苏任太仓州知州，

在任期间修河防洪，多有善政。顾

弼，“直隶天津举人，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年）知县事，廉明公恕，实惠及

民，有古循吏风，前令修邑志未竟，弼

续梓之，及去官，邑人遮道饯送，勒石

以 志 遗 爱 ”。 乾 隆 二 十 二 年（1757

年），顾弼又修了《崞县志续编》二卷，

此外还领修了《乡宁县志》。

光绪《崞县志》凡例中有对乾隆

《崞县志》的评价——“旧志名目标二

十门，先后分合不无颠倒错乱。此次

编为八卷，曰舆地、曰建置、曰典礼、

曰田赋、曰职官、曰选举、曰人物、曰艺文，以

为总纲而条目散见于其间，其它无可附者，

则载入志余，各以类从，不相牵混，庶览者开

卷瞭然”，“崞原在勾注陉北，今浑源地是也，

自晋刘琨以崞、繁峙、马邑、阴馆之民徙陉

南，别为城邑，乃为今治。旧志沿革内概行

收入，未免舛误，今为改正。又雁门十八隘，

旧志谓正在崞境者七，此次亲行履勘，惟轩

岗口隶崞，余皆宁朔管辖。因其为崞邑要

隘，有关兵防，载入形势未始不可，然地界究

不可混”。仅这两条就可看出光绪《崞县志》

确有超越前志之处。

光绪《崞县志》修于清光绪五年（1879

年），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正在续修《山西通

志》，“饬令各州县续修邑乘”。赵冠卿于光

绪五年（1879 年）任崞县知县，奉命后“罗致

平乡潘君肯堂总辑之，并邀集同寅暨城乡缙

绅分攥之”，县志刚刚脱稿，朝廷又任命龙朝

言为崞县县令。龙朝言来后，赵冠卿卸任，

潘肯堂去世，“而志甫脱稿而未付梓也”，于

是龙朝言“因与邑绅重加厘订，亟付手民”。

赵冠卿作序于光绪六年（1880年），而龙朝言

序及代州知州杜崧年等序皆写于光绪八年

（1882 年），因为赵冠卿、潘肯堂完稿后，龙

朝言又厘订了二年才付梓刻印。总修赵冠

卿，直隶清丰县人，字蔚堂，光绪丁丑进士，

后任太谷知县，光绪八年（1882 年）修《太谷

县志》。龙朝言，广西灵桂县人，字子敷，光

绪丙子进士，后任山西乡试考官。潘肯堂，

直隶平乡县人，字荫阶，同治壬戌举人，曾

任陵川知县，是光绪《崞县志》的主要撰稿

人，志中那些纠谬改错的考证大多出自他

手，这一点龙朝言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荫

阶此编，目张而纲举，体大而思精，简而不

遗，详而不冗，使二百里疆域、数千年逸事

灿然如数掌上螺纹，非其才为美才，学为真

学，识为卓识，庶几乎良史者，曷克臻此哉！”

可惜的是志刚修完，潘肯堂便魂归道山，令人

惋惜。

光绪《崞县志》修志班子庞大，总裁、总

修、总纂、协修、督刊、编辑、采访、缮书、校

字、绘图等等，前后共有 58 人，另外还有署

内参与者 13 人，可谓人才济济。正如俞廉

三在序中所言：“凡崞之土宜、民俗、田赋、学

校数大端有关政教者，援古证今，灿然具备，

而于崞山之辨，考据确凿，视旧志为加详。”

光绪《崞县志》在前志基础上，确实大有

超越。首先是叙述崞县、崞山之考证，嘉靖、

万历、乾隆三志对崞县原在陉北这一点都不

甚了解，以为崞县、崞山一直就在陉南，光绪

《崞县志》中对此进行澄清，居功厥伟。其

次，前三志对沿革都是略而未详，而光绪《崞

县志》中的沿革则自古至清，逐条分析，详而

准确，实属难能，且舆图包括县境总图、村庄

图、县城总图、县城图、县署图、武庙图、文庙

图、考院图、书院图等，绘图清晰详尽，境内

山河、村庄、建筑无一不备，观者一览便可对

当时崞县形势一目了然。第三，光绪《崞县

志》关于星野、沿革的考证很详实，村落记载

全而无漏，在物产条目下还增加了谷属、蔬

属、果属、花属、木属、药属、鸟属、兽属、虫

属、鳞介属、货属等，基本囊括境内物产，使

人读罢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总而言之，光

绪《崞县志》各目条分缕析，详略得当，洵为

良史。

崞县在明朝年间，因蒙古残余不断入侵，

备受灾祸。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有户

4844，口45213；成化八年（1472年），户5267，

口 47876；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户 4923，

口 39160；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实在户

5217，军 2140 户、民 2950 户、匠 97 户、僧 26

户、道4户，口31617。这一现象究其原因，不

仅因为崞县“地瘠而路冲，赋繁而役剧”，更主

要是由于当时明太祖、明成祖二人在北边军

事战略部署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即放弃河套

与东胜。东胜在元朝时为东胜州，洪武四年

（1371 年）正 月 废 州 置 卫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1392 年）八月分置东胜前、后、左、右、中五

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罢前、后、中三

卫，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徙左卫于河北卢

龙县，右卫于遵化县，三月置东胜中、前、后

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守御，而卫城遂虚。河

套、东胜一失，陕西、宁夏、山西失去屏卫，鞑

靼、瓦剌骑兵冬天便可踏冰过黄河长驱直

入。

《明史·鞑靼传》载：“鞑靼之来也，或在

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

来无常，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庆，然部

落少，不敢深入。天顺间，有阿罗出者，率属

潜入河套居之，遂逼近西边。河套，古朔方

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

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饶水草，

外为东胜卫。东胜而外，土平衍，敌来，一骑

不能隐，明初守之，后以旷绝内徙。至是，孛

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继至，掳中国人

为乡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东

胜一弃，位于山西西北的今忻州市便成了边

防地带，由于虏寇不时而来，人民大多逃离，

这才造成地旷人稀的局面。故陆际可曰：

“自成化八年（1472 年），迄嘉靖四十二年

（1563 年），凡九十年，宜日益以众颖，胡减

于前耶？盖尝询之于父老，边事日开，毙于

屠杀焚掠之下，饥馑荐臻，脱于旱魃螟螣之

余，地瘠而路冲，赋繁而役剧，是以若是其削

也”。陆寿光也慨叹：“每年凶，力病于支，多

逃移他乡，岁丰，谷病于贱，少盈聚，丰凶皆

病。”

到了清代，乾隆《崞县志》中只载有田

赋，并无户口。据光绪《崞县志》载，

光绪七年（1881 年），崞县有土著民

30130 户，丁口 240000。二百多年的

时间里，人口大幅增长，主要因为清

代康乾两朝不断扩疆拓土，新疆、蒙

古、西藏皆入版图，崞县成了内地的

内地，百姓自然聚集起来，人口数量

也就得到快速增长。

《崞县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由崞县知县章同编成。章

同，湖南长沙人，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任 崞 县 知 县 ，光 绪 三 十 二 年（1906

年）署崞县知县、应州知州，宣统元

年（1909 年）任归绥道丰镇厅同知。

《崞县乡土志》是一本简志，分历史、

政迹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

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

道路、物产、商务十五纲目，内容都

极简略，特点是新名词不少，文内新

名词更多，且增加了氏族一条，专记

境内仕宦大族人物。此志也有可取

之处，即读者若想要简单了解崞县，

可通过其略窥戊戌变法之后的中国

社会风貌。

文化圆桌

在《史记·列传》的首篇，司马迁讲述了

孤竹国两位皇子伯夷和叔齐的故事。武王

伐纣胜利后，天下归周，伯夷、叔齐却不认

同，坚持不吃周朝粮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

充饥，快要饿死时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

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

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

之衰矣。”写到这里司马迁发问，伯夷、叔齐

到底是有怨愤还是没怨愤？俗话说，“天道

无私，总是向善”，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算

不算善？他们如此洁身自好，却终致饿死。

再说孔子在诸多弟子间独称许颜渊是好学

生，可颜渊却一贫如洗，连糟糠都吃不饱，以

致过早离世。我深感困惑，倘若说这就是所

谓的天道，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司马迁虽然将伯夷、叔齐冠于七十列传

之首，但其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不是秉笔

直书列传人物的事迹，而是夹叙夹议，且从

开篇到结语，议论多于纪实，事迹几笔带过，

感慨与疑问厚重，多半是引用孔子的言论说

事。司马迁尽管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但在

《伯夷列传》中，对天道究竟该作何解一再质

疑发问，反复启迪思考，给人的感觉正如鲁

迅所云：“从来如此，便对么？”《西京杂记》给

出的答案是：“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

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

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

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

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也。”也许这

就是司马迁之问的解，只是他没有明说而已。

司马迁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的历史使命，不论是在体例上还是措辞上，以及谋篇上，

都秉持着自己知人论世的准则，透溢着他发自良知的感慨

与见解，不过因历史局限性所致，只能借他人杯中之酒水，

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细读《报任安书》，就不难理解司马迁

的一片苦衷了。他因为李陵仗义执言而获罪受刑，忍受了

常人难耐的耻辱，大义凛然地喊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

山，或轻于鸿毛”，感同身受地悟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

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

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

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

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从而秉承父亲之遗愿，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离骚”。

在人类早期认知中，天是有形的，通过月落日出、星移

斗转、四季轮回、寒暑交替、风起云涌、雷电交加、雨雪肆虐

等天象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天又是无形的，无边无际，虚幻

缥缈，且不可捉摸，不可掌控，不可违逆，上升到理性层面，

诸如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等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以及古代先知们的笔下，“天人合一”之说当属于朴

素的哲学命题，他们对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表述神秘而

又多解，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那些用常理无

法解释的人和事，往往会归结为天意，“人在做，天在看”“善

恶到头终有报”也就逐渐演进为教化理念，发挥着劝人向善

和平衡心态的双重效应。

司马迁既要“究天人之际”，对天人感应之说自然不能

回避。事实上，他在《史记》中有多处发出与天道相关的感

喟，却又前后矛盾，时而叹服天意，时而疑窦丛生。司马迁

尽管倾向于儒学，但又非全盘照搬，总体上还是怀疑天道

的。正如荀子所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钱锺书先生曾就这一问

题做过辨析。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前后矛盾，乃情感使

然，在著《史记》过程中，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感性的一

面。在理性上，他是不信天道的，但当“触事感怀，乍彼乍

此，亦彼亦此，浑置矛盾于不顾，又人之常情恒态耳”。

纵览《史记》全书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

的描述，既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力求“成一家之言”，又怀有

鲜明的家国情，爱憎分明，情感丰沛。其天道观并非二元

的，而是统一的，发乎情，合于理，理性高于感性，质疑优于

盲从。由是观之，无仁义之心则无以服人，无情理之念则无

以传世。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

人”，是他理性的一面，意在警世；而在其他诸篇中，时而感

叹“岂可谓非天乎”“盖若天所助焉”，是他感性的一面，意在

抒怀。钱先生从“析理”与“慰情”两个视角看待司马迁的天

道观，入情入理，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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