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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 特展落下帷幕。 据报道，销声匿迹

近百年的传世名画、李公麟的《五马图》赫然现身该展，引起海内外文物界的震惊和关注。

《五马图》亮相东京展览

《五马图》为李公麟的代表

作， 纸本墨笔， 纵 29.3厘米，横

225 厘米， 以白描手法画了五匹

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各

由一名奚官（养马者）牵引。每匹

马后有其好友黄庭坚的题字，为

马名、产地、年岁、尺寸。 马名依

序是风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

夜白、满川花，皆为雄马，分属宋

廷的左骐骥院和左天驷监。 用笔

简约，细腻生动，准确地表现了骏

马的运动和性情特征。 从画面上

看，五匹骏马毛色各异，凤臆龙

鬐，刚健有力，铁蹄铮铮，显得驯

养有素，乖巧温顺。 五位奚官三

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因民

族、身份不同，或骄横，或气盛，或

谨慎，或老成，举手投足，无不恰

如其分。卷末有黄庭坚题跋：“余

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

边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

时久当在台阁， 仅为书画所累。

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

声名，傥来之轩冕，殊不汲汲也。

此马驵骏，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

瞿昙所谓识鞭影者也。 ”

据一些收藏界人士研究和多

种版本著录记载，《五马图》传承

经过为： 南宋时归内府收藏，入

元、明，经柯九思、张霆发诸家递

藏，康熙年间藏河南商丘宋荦家，

乾隆时入清宫， 乾隆皇帝两次在

《五马图》上题文。

一次是对《五马图》的考证。

第五匹马没有黄庭坚的题名，也

没有李公麟的款识。 乾隆认为马

名是卷后曾纡题跋中所称的 “满

川花” ，并认为第五匹马的真迹和

题款及黄庭坚所题的马名一起被

别人裁掉， 再加上四匹马的仿作

制成了另一件《五马图》被拿去

换钱了，而流传下来的《五马图》

第五匹马是仿品， 另外四匹马是

真迹。 另一次是甲辰新正之月题

写的诗：“龙眠手写五马图， 一一

骥院之英骏。 来自于阗或董毡，事

拟天马登歌韵。 即今哈萨及布鲁。

岁市为常无论万。 爱乌更更远于

彼，马高七尺有八寸。 五马之高不

足称，于思牵来敬以进。 育之天闲

聊备数，未如上驷调习顺。 然今老

矣逾古稀。 那似昔年磬控迅，展图

自愧且自怜，石火光阴速诚信。 ”

《五马图》 在清宫珍藏 200

多年后，民国时期，末代皇帝溥仪

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盗运出宫。 从

此，《五马图》去向不明，如鱼沉

雁杳，去如黄鹤。 或曰毁于战火，

或曰流失日本。在东京此展中《五

马图》露出真容，终于使扑朔迷离

的稀世珍品水落石出， 令人惊叹

不已。 郑学富

李公麟（1049-1106）北宋著名画家。 他的一生在仕途上不

甚得意，但诗文书画成就很高，也擅辨古器物。 李公麟的绘画，受

顾恺之的影响较大，同时他又师法吴道子。 李公麟重视对生活实

际的认真观察，绘画创作不是一味蹈习古法。 他画的人物，能区

分出人物的不同身份、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的特征，使人一看即

能辨别出来。不过，李公麟最著称的画法是一种“扫去粉黛，淡毫

轻墨”的“白描” ，它的效果是“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 。

北宋画家李公麟

近日，第 674 期“贵阳孔学

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 在孔学堂

明伦堂明德厅举行。 贵州省委党

校副校长、贵州省阳明心学传习

社社长、贵州文史馆阳明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汪建初先生以《当代

人如何跟阳明先生学 “做事” 》

为主题，给现场 260 余名市民朋

友、高校大学生带了一场讲座。

今年年初，汪建初先生曾以

《当代人如何跟阳明先生学“做

人” 》为题，为大家讲述了当代

人如何唤醒心中的良知，做更好

的自己。

当天，汪建初先生从王阳明

百死千难的人生经历， 立德、立

功、立言的真三不朽精神，心学

对儒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充满

激情地阐述了王阳明是如何融

儒、道、释主流文化精华于一体，

集中国心学体系之大成，将诸子

百家的思想付诸实践，真正做到

“知行合一，致良知” 。 讲座层层

深入、引人入胜，听众耐心聆听、

积极互动。

据悉， 贵阳孔学堂自 2013

年 1 月对外开放以来，始终坚持

“古为今用” 的理念，以“两创”

为方针，以开办周末公益讲座为

抓手，着力打造孔学堂周末公益

讲座已达 674 场，直接听众达 25

余万人次， 推出 “阳明文化系

列” 、“漫谈中西文化系列” 、

“‘上古清音﹒弦歌不绝’ 古琴文

化系列” 、“重读经典———官韵

诵念系列” 、“考古系列” 、“礼

仪与养生系列” 、“墨学文化系

列” 、“一带一路” 历史系列、

“美学漫步”———美学系列等专

题讲座，邀请了海内外知名学者

楼宇烈、田青、郭齐勇、王小甫、

李祥霆、安靖如(美国)、苏思棣

(香港)、辛正根(韩国)、高桥伸

夫(日本)等一大批学养深厚的

专家莅临孔学堂演讲。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孔学堂里细说提琴

日前，主题为“从二胡和提琴

的新旧角色看提琴在中国的发展”

的讲座在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

心举行。 主讲人为知名华裔提琴制

作师曹树堃先生，他还携羿之光室

内乐团廖昊月音乐工作室的演奏

家们在现场进行了配合演奏，音色

绝佳的讲座与演出吸引了在场的

150余名听众。

讲座内容主要围绕《听制琴大

师话说二胡与提琴》 这一主题，讲

述“从二胡和提琴的新旧角色看提

琴在中国的发展” 。 中国古典艺术

与西方艺术的碰撞引起了市民们

的广泛讨论。

曹树堃先生在讲座中提到近

年来，小提琴艺术受到越来越多国

人的关注, 各种培训机构纷纷成

立,各类优秀的小提琴作品不断诞

生,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深

入,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在世界舞台

上的出色表现,使世界对中国小提

琴艺术产生了新的认识。 诞生于西

方的小提琴艺术能够在中国大地

生根发芽,并成为现如今中国重要

的演奏乐器,与其在中国的成功传

播密不可分。

曹先生提到民国时期是小提

琴艺术在我国传播的重要阶段,这

一时期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成功

传播为如今中国小提琴的繁荣发

展奠定了基础。 不同的民族，不同

的生活环境，自然造就了不同的文

化，中华上下五千年，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也造就了令人称羡的民族

音乐文化，这种独特的东方色彩文

化，像血液一样在我们国人心中流

淌，是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不管

是小提琴还是二胡，都是人类文化

的结晶。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如何跟阳明先生学做事

汪建初先生孔学堂再开讲

直通孔学堂

《红楼梦》

与阳明学

究竟有何关联

《曲礼》深意

该如何领悟

贵州大学赵永刚副教授

做客孔学堂一解其中奥秘

3月 9日，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

授、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

专业硕士生导师赵永刚做客孔学堂，带来《红

楼梦》系列讲座(六)《<红楼梦 >与阳明学》。

讲座上，赵永刚教授着重从“宝玉的赤子

之心与良知的真诚恻怛”“宝玉的读书观与良

知的遮蔽说” 和“凡人可敬与圣人可学” 三大

方面系统阐释了《红楼梦》和阳明学的关联。

他指出，“以往虽然也有学者触及 《红楼

梦》的某些哲学内容，但还未能从哲学高度上

把握《红楼梦》的精神整体与精神之核。 因为

具有哲学视角，便发现《红楼梦》是一部伟大

的意象性心学， 与王阳明的心学相通相似，但

王的心学是论述性心学，而《红楼梦》则是形

象性心学，形态完全不同。 可以说王阳明是哲

学家的哲学，曹雪芹是艺术家的哲学。 后者是

类似盐化入水中而化入小说中的哲学。 ”

“赵教授的讲座为我们学习认知《红楼

梦》和阳明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同时赵

教授还为我们解答了如何更好地向小孩传播

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他提出的亲近自然、培

养善心、针对学习等方式，我深表赞同。 ” 一位

学校教师在听完讲座后说道。

据介绍，赵永刚教授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

《清代文学文献学论稿》、《杭世骏年谱》、《王

阳明年谱辑存》。 近年来，在中国孔子研究院、

北京曹雪芹研究会、贵阳孔学堂、贵州茅台集

团等单位主讲传统文化讲座 200 余场，广受好

评。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州师范学院刘海涛教授

孔学堂指点迷津

3月 10日上午，贵州师范学院刘海涛教授

在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开展了一场题为

“《曲礼》的修身处世之道” 的讲座，生动精彩

的讲座吸引了 150余名市民参与。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思想的资

料汇编,《曲礼》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讲座中，

刘海涛教授从生活中的“曲礼” 、作为典籍的

《曲礼》、《曲礼》对礼的认识、《曲礼》对后世

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从历史典故中入

手，结合当下深入地分析了以古礼及古礼所蕴

含的精神内涵来寻找当代人修身处事之道。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五马图》为李公

麟的代表作， 纸本墨

笔，纵 29.3厘米，横 225

厘米，以白描手法画了

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

朝廷的骏马，各由一名

奚官（养马者）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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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马图》

2、《五马图》背后的故事

贵阳孔学堂

贵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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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华裔提琴制作师曹树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