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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江叠嶂图》 仇池石与青绿之春： 

元祜年后苏轼的桃源想象 

施 铸 

摘 要： 从北宋士人画家王诜《烟江叠嶂图》青绿卷出发，经由题画者苏轼的一 系列 

文化活动及对仇池石等赏物的收藏与评析 ，从 中可 串联 出一条 隐藏的“桃 源”图像 线 

索。在苏轼看来，青绿画中常见的母题“桃源”春景，可以经由将普遍化的山水与象征 

性的物象叠加得以呈现 。本文揭示了《烟江叠嶂 图》青绿卷经由苏轼诠释之后，在艺术 

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探讨北宋小青绿山水相对于唐代大青绿山水的转变状况及 

宋代 赏石风气与图像理解之间的相互关 系。 

关键词： 烟江叠嶂图；青绿；桃源；春景；苏轼。 

中图分类号 ：K8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18)05—0147—08 

上海博物馆藏有两卷北宋王诜的《烟江叠嶂图》，一为青绿卷，一为水墨卷，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烟 

江叠嶂图》青绿卷经由观者苏轼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后，在青绿画史中的影响，以及围绕该画所衍生的北 

宋时代的审美思想。 

王诜是北宋士人画家 ，他上承唐代李思训的“金碧山水”风格 、李昭道的“金碧承墨”之法 ，又学王维 

和李成。一般认为，王诜是从浓烈的大青绿山水向闲雅的小青绿山水转折时期的画家，如米芾《画史》 

所言“王诜学李成皴法，以金碌为之”。 ‘金碌”同“金绿”，即画史中的“金碧”和“大青绿”。苏轼《王晋 

卿所藏(著色山)二首》第一首：“飘渺营丘水墨仙，浮空出没有无间。迩来一变风流尽，谁见将军著色 

山?” 诗中的“营丘”即为李成，“将军”即指李思训与李昭道，人称“大小李将军”。可见王诜《烟江叠嶂 

图》青绿卷，在以青绿设色的同时，加以浓墨勾皴，创造了一种水墨和金碧趣味折衷的风格，画风华贵而 

超逸 ，与苏轼和米芾所论正相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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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筠 《烟江叠嶂图》、仇池石与青绿之春：元韦占年后苏轼的桃源想象 

一

、《烟江叠嶂图》青绿卷与桃花源 

在王诜《烟江叠嶂图》水墨卷的拖尾上，书有四首苏轼与王诜的唱和诗，共分两次唱和。其中第一 

次唱和的内容，被认为属于《烟江叠嶂图》青绿卷，①现录如下：② 

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江上愁心万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 ，山耶云耶远 莫知 ，烟空云散 山依然。但 见两崖苍苍 暗(作 

朋)绝谷 ，中有百道 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 ，下赴谷 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 断，小桥野店依 山 

前。行人稍度乔木外 ，渔舟一叶江吞天。使君何从得此本 ，点缀毫末分清妍 。不知人 间何处有此 

(景点去)境 ，径欲往买二顷 田。君 不见武 昌樊 口幽绝处 ，东坡先生 留五年。春风摇 江天 漠漠，暮 

(作莫)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 ，长松 落雪惊 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 ，武 陵 岂必皆神仙 。 

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已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 右书晋卿所 

画烟江叠嶂 图一首 ，元祜三年十二月十五 日子瞻书。 

元事占三年(1088)王诜第一首唱和诗 ： 

帝子相从玉斗边，洞箫忽断散 非烟。平生未省 山水窟，一朝 身到心茫然。长安 日远哪 复见 。掘 

地宁知能及泉。几年漂泊汉江上，东流不舍悲长川。山重水远景无尽 ，翠幞金屏 开 目前。晴云幕幕 

晓笼岫 ，碧嶂 (作涨)溶溶春接天。四时为我供 画本，巧 自增损媸与妍 。心 匠构尽远江意 ，笔锋耕偏 

西山田。苍颜华发何所遣 ，聊将 戏墨忘余年 。将军 色山 自金碧 ，萧 郎翠竹夸婵娟。风流千载无虎 

头，于今妙绝推龙眠。乞图俗笔挂高泳 ，从此得名应谪仙 。爱诗好 画本天性 ，辋川(作 口)先生疑宿 

缘 。会 当别写一匹烟霞境 ，更应消得 玉堂醉笔挥 长篇。 右奉和子瞻 内翰见赠长韵 。 

由诗意可知，《烟江叠嶂图》青绿卷在北宋时藏于苏轼和王诜的朋友王巩之手。元丰二年(1079)， 

王诜因“乌台诗案”受到牵连 ，追两官勒停。元丰三年赴均州(湖北丹江 口市 )安置。元丰七年获得大礼 

赦，赴颍州(安徽省阜阳市)安置。这段时间大约为五年。而苏轼本人在元丰二年由于“乌台诗案”贬居 

黄州，到元丰七年奉诏离开黄州，赴汝州(河南省汝州市)就任，在黄州也过了五年的流放生活。元丰八 

年苏轼和王诜二人先后被召回京师。藏画者王巩 ，也因受 “乌 台诗案”的牵连 ，在元丰二年至元丰六年 

监宾州(广西宾阳)盐酒务。③直到元韦占元年(1086)受司马光举荐，擢力宗正丞，也度过了大约五年的贬 

官时光。三人这段“共进退”的经历，也体现在苏轼题画诗“东坡先生留五年”之句中。 

苏诗之中，“浮空积翠如云烟”中“积翠”一词在全诗中起着点题作用。“积翠”多用来形容远望的 

浓密树色，冯应榴注为“松柏重布云积翠”。④南朝宋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中有句“攒素既森蔼，积 

翠亦葱仟”，注引《广雅》日 “攒，聚也”，可见“积翠”之意，是聚集着浓郁的树色。⑤南朝梁沈约《留真人 

东山还诗》“连峰竞无己，积翠远微微”⑥也是指远望之景。唐诗中多见“积翠”一词，如陈叔达《春首》 

“翔禽遥出没，积翠远参差”④、王维《送李太守赴上洛》“商山包楚邓，积翠蔼沉沉”⑧、薛逢《送刘郎中牧 

杭州》“一州横制浙江湾，台榭参差积翠问”都与前义基本类同。除了描绘远景之外，“积翠”一词还较多 

出现在宫廷应制诗 的景致描写 中，如前蜀太后徐氏《丈人观谒先帝御容》“日照堆岚迥 ，云横积翠 间”、刘 

宪《奉和春 日幸望春宫应制》“商山积翠临城起，'?产水浮光共幕连”、苏颈《奉和圣制春台望应制》“仙跸 

① 张荣国：《王诜(烟江叠嶂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10页。 

② 《苏轼诗集》卷 3O，第 1607—1609页。按：农历“闰十二月”出现在元桔三年。所有的题跋中都无诗题 ，诗集中都 

无落款。唱和诗的文字以《苏轼诗集》为准校对，诗集与题跋中不同之处在括号中加以标注，缺失部分用外框标出。另 

二首苏王唱和诗 因属于水墨卷 ，本文不再赘述 。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1995年版 ，第 2l册 ，第 7333页。按 ：学界虽对三人贬居是否为精确五 

年尚有争论，但古人文辞尚意，可见一斑。 

④ (宋 )苏轼著 ，(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 、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卷 16，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3 

册 ，第 765页 。 

⑤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 ：《文选》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册 ，第 1050页。 

⑥ (唐 )欧阳询等编，汪绍槛校 ：《艺文类聚》卷 7，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上册 ，第 124页。 

⑦ (清)彭定求等辑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 3O，中华书局 1999年版，第 1册，第 431页。 

⑧ (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 ：《王右丞集笺注》卷 1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1年版，第 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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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绮 《烟江叠嶂图》、仇池石与青绿之春：元韦占年后苏轼的桃源想象 

御层氛，高高积翠分”、《兴庆池侍宴应制》“山光积翠遥疑逼，水态含青近若空”、李橙《奉和圣制从蓬莱 

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①可见“积翠”也是用来 

形容人 间佳境的词汇。 

由于“远望”和“佳境”这两个特点 ，“积翠”常出现在描绘缥缈仙境的诗文 中。李 白《酬殷明佐见赠 

五云裘歌》中也出现了“积翠”：“轻如松花落金粉，浓似苔锦含碧滋。远山积翠横海岛，残霞飞丹映江 

草。”②张又新《罗浮山》“江北重峦积翠浓，绮霞遥映碧芙蓉。不知末后沧溟上，减却瀛洲第几峰”⑧，也 

是将远景比作瀛洲仙境之意。杜甫《玉台观》“中天积翠玉台遥，上帝高居绛节朝”，注日：“此章咏台观， 

见其为仙境异境。”④该词也出现在苏轼《(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引)》中的第七首中：“烟雨飘渺郁孤台， 

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海市”和“绛宫”都指向幻出的仙境，王注演与 

《史记·天官书》中都提到“海市蜃楼”，裴灌“神兵出绛宫”。⑤从提到“台”和“绛宫”来看，亦可见苏轼此 

句采用了杜诗的同义 ，使题画诗从首句开始 ，即将画 中景比作仙境。诗歌随即描绘 了画卷中的叠山、积 

翠 、云烟、泉水 、林麓和渔舟的意象。“不知人 间何处有此境 ，径欲往买二顷 田”说明了画中的佳境没有 

具体的地点，而是普遍化的理想山水，也是苏轼的向往之境。在“东坡先生留五年”之后，苏轼先描述了 

他在黄州流放中度过的四季，而他独独追求的是武陵桃源的春景。“虽有去路寻无缘”一句，来 自东晋 

陶潜《桃花源记》：“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⑥，藉此可回答前文中仙境即为武陵 

桃花源。“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指的是陶潜的《归去来辞》。⑦而前文所引王诜唱和诗，每一句都 

是对苏轼题画诗的呼应 ，本文不再赘述。 

宋人施元之曾注苏轼此诗云：“《唐文粹》张说《江上愁心赋》：江上之峻山兮，爵崎嵫而不极。云为 

风兮烟为色，歙变态兮 tl,不识。陶岘诗：鸦 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杜子美诗：水宿鸟相呼。又 

《禽经》云：凡禽林日栖，水日宿。韩退之《桃花源图歌》：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 

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陶渊明《桃源记》：武陵人既出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往寻，遂迷不复 

得路。”⑧此注举了几种相关 的典故之后 ，同样将苏轼此题画诗的用意归结到桃花源上。 

为何苏轼特别提到桃源呢?他的心情体现在题《烟江叠嶂图》的前后经历中。在题画之前，“乌台 

诗案”的流放在元丰八年到元桔元年期间得以终结。苏轼于元丰八年回朝，十月经密州(山东)，作《再 

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其中 “江湖久放浪，朝市谁相亲。却寻泉源去，桃花逢避秦”⑨，对回朝任职表达 

了厌倦和不安之意。 

苏轼回朝之后，虽一路加官进爵，成为司马光“元韦占更化”的得力助手，但他在《元j；占元年二月八 It， 

朝退，独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中言“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 

机。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申公是西汉经学大师，李注引《汉书·儒林传》讲述了楚元王 

去世后 ，太子戊不好学 ，申公便称病归家。后王臧和赵绾设立明堂 ，汉武帝向申公请教治乱之事 ，又迎之 

入朝 。待信奉老子学说 的窦太后废明堂事后 ，申公疾 免以归。@关于 “穆生”，苏轼在元丰元年 (1078) 

《次韵师潜放鱼》一诗有“哀哉若鱼竟坐口，远婉知几穆生体”之句。王注引《汉书·楚元王传》讲述了楚 

元王常为穆生设醴，而太子戊即位后，忘记设醴，穆生认为王意已怠，遂谢病而去。@冯应榴按语引《东坡 

志林》云：“穆生远引于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恋于既悔之后，可为士君子终身之戒。即此诗意也。”@苏诗 

页 。 

《全唐诗》卷548，第 6378页；卷 9，第 86页；卷71，第 780页；卷73，第 797、803、1168页。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 8，中华书局 1977年版，上册，第 450页。 

《全唐诗》卷479，第 5489页。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 13，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3册，第 1090--1091页。 

《苏轼诗集合注》卷 16，第765页。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卷 6，中华书局 2003年版，第 479—480页。 

《陶渊明集笺注》卷 5，第 460页。 

(宋)施元之注，(清)宋荦、张榕端阅定，(清)顾嗣立删补：《施注苏诗》，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第 27卷，第 14 

《苏轼诗集》卷 27，第 1381页。 

《苏轼诗集》卷 27，第 l426—1427页。 

《苏轼诗集合注》卷 l6，第 799页。 

《苏轼诗集合注》卷 27，第 1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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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绮 《烟江叠嶂图》、仇池石与青绿之春：元{；fi年后苏轼的桃源想象 

中的“穆生”与“申公”一样，都是曾通过归隐而避祸之人。有所不同的是，穆生的归隐是决绝的，申公则 

对朝政仍抱有幻想，结果却是再次受到排挤出朝。如此，苏轼之意就十分清晰了，他是将 自己比作归隐 

又出仕的申公 ，认为 自己自“乌台诗案”流放之后 ，虽再受重用 ，但必将再次被贬 ，可见早在元丰元年，苏 

轼对自己的未来已经隐隐地感到焦虑与不安。 

这一年，旧党内部又起争端。苏轼所撰《试馆职人策问》被弹劾有涉讽议先朝之语，十二月十八日， 

苏轼上《辩试馆职策问剖子》辩解，太皇太后高氏宽其无罪，但“宽其无罪”，似乎暗示着原本应是有罪。 

因此一个月后，苏轼再上《辩试馆职策问刳子》为己辩解，“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厉害，参用 

所长也”①道 出了旧党对待新法矫枉过正的状况。同样在元柘元年 ，苏轼的朋友王廷老 白南都过京师赴 

虢守任 ，苏轼作诗《送王伯敷守虢》，其中有句“华山东麓秦遗民，当时依山来避秦”②，“秦遗民”即桃花 

源中避秦乱之民，抒发的是对“吏隐”之地的向往。后洛蜀党争起 ，苏轼被认为是蜀党，受到洛党和朔党 

的攻击。元{；占三年，苏轼在《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割子》中言及“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 

恩旨；欲默而不乞，则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其锋，势必不安。伏念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得归近丘壑以养 

余年，其甘如荠”③，向朝廷表达了归隐之意。同年十二月，苏轼为《烟江叠嶂图》青绿卷题诗。元{；占四 

年，苏轼 自请离开朝廷 ，知杭州。元{；占六年五月，苏轼又复被召为翰林学士承 旨，在京师停 留三个月后 ， 

八月知颍州，在京期间又作九首王诜的题画诗，其中《次韵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二首》中第一首为 “老 

去君空见画，梦中我亦曾游。桃花纵落谁见，水到人间伏流”，注日“水有伏流者，如黄河之源也”，落实 

到“源”字上，可见画中山水又一次被苏轼看成是“桃花源”。④ 由此可见，苏轼对桃源归隐的向往 大致 

始于元祜元年从黄州回京之际。 

姜斐德(Alfreda Murek)认为，苏王的唱和诗与杜甫的诗歌同韵，是新旧党争的政治隐喻。⑧但上文 

已经阐明 ，苏轼对《烟江叠嶂图》青绿卷的理解 ，与他在元{；占年后 的桃源理想直接相关 。那么 ，苏轼将此 

图理解为桃源 ，究竟是一时兴起 的阐发 ，还是有视觉文化依据出发的观点?我们可从 四年后苏轼收藏的 

仇池石出发 ，作进一步的探究。 

二、仇池石与桃源仙境 

元韦占七年(1092)，苏轼徙官扬州 时，得到表弟程德儒赠送 的两块 石头 ，一为绿色 ，一为 白色 ，遂作 

《双石并叙》诗 ： 

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 

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日仇池。觉而诵杜子美：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 

为僚友一笑。 

梦时良是觉是非，汲水埋盆故 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乌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 

日令涵草木姿 。一点空明是何处 ，老夫真欲往仇池 。 

该诗中“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之句，取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 

眉巅”。“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则体现了光线照耀下山中草木繁盛的景像。“一点空明” 

应是通向仙境的道路，施注认为是《茅君内传》中三十六洞得而第二委羽之洞 ，名日大有空明之天。⑥ 

虽然苏轼最初的用意，可能与白居易《双石》诗中士人与丑石为“三友”有关，⑦但这一白一绿的“双 

石”更可能使苏轼有了“桃源之思”。唐代舒元舆《录桃源画记》云：“四明山道士叶沈，囊出古画，画有 

桃源图。图上有溪 ，溪名武陵之源 。按仙记 ，分灵洞三十六之一支 。其水趣流 ，势与江河同。有深而绿 ， 

①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 16，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第 3册，第 788—793、792页。 

② 《苏轼诗集》卷 27，第 1435--1437页。 

③ 《苏轼文集》卷 16，第 816—817页。 

④ 《苏轼文集》卷 22，第 1772—1773页。 

⑤ [美]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 109—133页。 

⑥ 《苏轼诗集》卷 35，第 1880一l881页。 

⑦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点校：《自居易诗集校注》卷 21，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 4册，第 1678--1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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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而 白，白者激石 ，绿者落镜 。”①舒元舆还写道 ：“坐少选 ，道士卷画而藏之。若身形却落尘土中，视 向所 

张壁上，又疑有顽石化出，塞断道路。”桃源似隐藏在石后 。若这段文字可能为巧合 ，下文将 进一步探究 

小石与桃源的关联 。 

苏诗在序中提到，双石中的绿石“有穴达于背”，与仇池有关。仇池山位于今甘肃省西和县南，古称 

“瞿堆”，为陇上名山。唐乾元年间，杜甫避居陇南时曾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之第十四首中吟颂：“万古 

仇池穴 ，潜 通小有天。神 鱼今 不见 ，福地 语真传。近接 西南境 ，长怀十九泉 。何 时一茅屋 ，送老 白云 

边。”②可见仇池有洞穴通到福地，山中又有泉水与白云。而苏轼于元祜六年在颍州任知州时，工部侍郎 

王仲至对他说 ：“吾尝奉使过仇池 ，有九十九泉 ，万山环之 ，可 以避世 ，如桃源也 。”绍圣三年(1096)，苏轼 

已经完全失去哲宗的支持，被流放至惠州安置，作《次韵高要令刘堤峡山寺见赠》诗：“仇池九十九，嵩少 

三十六。天人同一梦，仙凡两无录。”③九十九应是“九十九泉”，“三十六”应是“羊肠蟠道三十六回”。 

同一年，苏轼作《和陶桃花源(并引)》，其中有句：“高山不难越，浅水何足厉。不知我仇池，高举复几 

岁”；“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户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④，将仇池等同于桃源。 

另外，苏轼也将仇池看作自己的归隐之地。在获得双石的元祜七年，他在《次韵和晁无咎学士相 

迎》中写道“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赡。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⑤，称仇池为他的 

“归老”之地。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居英州时，有《过杞赠马梦得》诗“万古仇池穴，归心负雪堂”， 也 

是通过仇池石走向归隐之所的意思。绍圣二年在惠州作《和陶潜写山海经》第十三首 “东坡信畸人，涉 

世真教材。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⑦，“归路”与以上涵义类同。绍圣四年，苏轼贬居琼州时作《次前 

韵寄子由》，诗 中有句：“泥洹尚一路，所向余 皆穷。似闻崆峒西，仇池迎此翁。”直到建中靖 国元年 

(1101)正月，苏轼去世的当年，在北归途中过大庾岭时，苏轼仍有《山坡陀行》：“若有人兮，梦中仇池我 

归路。此非小有兮，噫乎何以乐而不去。”⑧以上所举之诗句，均可表明自得到仇池石到去世之年，苏轼 

将绿石看作心灵中的桃源。 

同时，在苏轼的诗文中，仇池石、《烟江叠嶂图》和桃源在形象上更是存在互通性的，他书写的与桃 

源或《桃源图》有关的文本，都与苏轼对《烟江叠嶂图》的题诗一样，提到了环山幽谷、神仙世界、百道泉 

水与武陵太守，均为桃源“互文”的显现。如苏轼描绘《烟江叠嶂图》中的山泉“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 

有百道飞来泉”。《水经注》描述仇池山：“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 

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嵌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 

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沸涌，润气上流者也。”⑨前文所举《和陶桃花源》“吾尝奉使过仇池，有 

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即将桃源与仇池山在形象上联系起来。苏轼《书王定国所 

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二首》“烦君纸上影，照我胸中山”⑩，则表明了苏轼并不停留在对画面内容和风格 

的赏析上，而是将画中山与心中山联系起来的审美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所指的桃源，始终止于“胸中山”，而非真实之地。他在《和陶桃花源(并引)》 

中提到“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 

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与韩愈题画诗《桃源图》“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 

唐。流水盘回山百转 ，生绡数 幅垂 中堂”，观点一致。⑩可见苏轼并不认为世上存在一个真实的桃花源 ， 

也不认为避世能逃离生活的烦恼 ，而是通过画中与石上 的视觉意象 ，试图获得精神上的 自由。 

①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727，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8册，第 7494—7495页。 

② 《杜诗详注》卷7，第 584页。 

③ 《苏轼诗集》卷40，第 2188--2190页。 

④ 《苏轼诗集》卷40，第 2196--2198页。 

⑤ 《苏轼诗集》卷 35，第 1868--1870页。 

⑥ 《苏轼诗集》卷 37，第 2028页。 

⑦ 《苏轼诗集》卷 39，第2136页。 

⑧ 《苏轼诗集》卷 41，第2248--2249页；卷 48，第2646—2648页。 

⑨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正》卷 2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 481页。 

⑩ 《苏轼诗集》卷 31，第 1638--1639页。 

⑩ (唐)韩愈，(清)方世举著，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 2012年版，下册，第 365— 

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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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苏轼设计 的盆景仇池石 ，曾引起王诜对此石的觊觎 。于是苏轼在元j；占七年又戏 

作一诗《仆所藏仇池石，稀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欲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道出 

了“夺石”的内情 ： 

海石来殊浦，秀色如鹅绿。坡坨尺寸间，宛转陵峦足。连娟二华顶 ，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 ， 

又恐瀛州蹙。殷勤峤南使 ，馈饷扬州牧。得之喜无寐 ，与汝交不 渎。盛以高丽盆 ，藉 以文登玉。幽 

光先五夜，冷气压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 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风流贵公子，窜谪武 

当谷。见 山应已厌 ，何事夺所欲 。欲 留嗟赵弱 ，宁许负秦曲。传观慎 勿许 ，间道归应速。 

此后，友人们均对苏轼之诗进行了唱和。王诜的和诗今已散佚，曾几《沈明远(作酷)教授用东坡仇 

池石韵赋予所蓄英石次其韵》“维南有丝溪，溪石如水绿”，“坐令数峰青，飞过大江滨”等句强调了绿石 

的色泽②。苏轼再作诗《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韵。穆、至二公以为不可 

许 ，独颖叔不然 。今 日颖叔见访 ，亲睹此石之妙 ，遂悔前语。仆以为晋卿 岂可终闭不予者 ，若能以韩干二 

散马易之者，盖可许也。复次前韵》： 

相如有家山，缥缈在眉绿。谁云千里远，寄此一颦足。平生锦绣肠，早岁藜苋腹。从教四壁空， 

未遣两峰蹙。吾今况衰病，义不忘樵牧。逝将仇池石，归沂岷山渎。守子不贪宝，完我无瑕玉。⑧ 

该诗诉说了苏轼以仇池石为家园的心情。而诗题中“海石”，则应是以盆中仇池石为海中之山的体 

现，正如王文诰所言“此不云仇池石，而云海石者，又以盆水为海也”。诗中提到的“眉绿”，与第一首夺 

石诗中的“蛾绿”相近。苏轼的《轼欲以石易画，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颍叔欲焚碎石，乃复次前 

韵 ，并解二诗之意》是最后一首与争夺此石相关 的诗 ，因前诗 中苏轼提 出以韩斡所画之马易石 ，王诜不 

舍 ，因而有句“盆山不可隐 ，画马无 由牧”，盆山与画马 ，都为虚幻之物 ；又有句 “授此无尽灯 ，照此久 幽 

谷”④，《维摩诘所说经》中“无尽灯”指的是佛法。⑤而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二首》“山 

中亦何有 ，木老土石顽 。正赖天 日光 ，涧谷纷斓斑。我心空无物 ，斯文定何间。君看古井水 ，万象 自往 

还”中，幽谷指的应是苏轼精神上的桃源。苏轼之意很明显，各人所好之物，仅能契合于各 自的精神 

世界。 

我们从此事中能获得 四点重要信息 ：第一 ，苏轼只选择了双石中的绿石作 为仇池石 ，王注引《南部 

新书》云，蛾绿即为光明鲜翠的青黛螺，可见苏轼认为青绿色泽更接近桃源，这与《烟江叠嶂图》青绿卷 

的色彩是一致的。第二，该石虽不产于仇池山，但被苏轼认为来 自类似仇池或瀛洲一类的仙境，青绿的 

色泽更近于人们的仙境想象。南朝梁萧雉作《赋得翠石应令诗》，即已将翠石喻为仙山；⑥《梦梁录》中 

也形容洞霄宫“抚掌灵泉，更丹藏于翠石”⑦，这是苏轼选择绿石作为仇池石的原因。第三，在苏轼的盆 

景中，他用登州海石碎玉缀绿石之足，并用高丽大盆贮之，仿造的就是海上的仙境，也是作为仙境的归隐 

之地。第四，王诜并不具备苏轼在黄州建造雪堂的豁达情趣，他已经厌倦了山中的流放岁月，其唱和诗 

“平生未省山水窟，一朝身到心茫然”中即有体现，苏轼认为基于精神境界的差异，王诜不应再获得盆 

山，表明了苏轼之桃源存于胸中，画和仇池石等乃是其形象象征 ，而非仅仅用于观赏的收藏品。 

绍圣元年(1094)，哲宗启用章悖为相，开始“绍述”之政。苏轼谪居广东惠州，路经湖 口(江西九 

江)时，邂逅了李正臣。苏轼《壶中九华诗》序日：“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余 

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日壶中九华，且以诗识之。”诗日：“清溪电转失云 

峰 ，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 ，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 ，玉女窗虚处处通。念我仇 

① 《苏轼诗集》卷 36，第 1940--1942页 。 

②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 1652，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29册，第 18501页。 

③ 《苏轼诗集》卷 35，第 1945—1946页。 

④ 《苏轼诗集》卷36，第 1947--1948页。 

⑤ (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4，中华书局 2010年版 ，第 68—69页。 

⑥ 趣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 15。按全诗为：“依峰形似镜，构岭势如连。映林同绿柳，临池乱 

百川。壁苔终不落，丹字木难传。迈有东明上，来游皆羽仙。” 

⑦ (宋)吴 自牧：《梦梁录》卷 15《城内外诸宫观》，(宋)盂元老等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 

版 ，第 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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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筠 《烟江叠嶂图》、仇池石与青绿之春：元{；占年后苏轼的桃源想象 

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①可见苏轼期待再拥有一件小石，以陪伴仇池石，可惜并未买成。建中靖 

国元年(1101)四月，苏轼北归复过湖口，又作诗《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 

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有句“归来晚岁同元亮，却扫何人伴敬通。赖有铜盆修石供，仇池玉色 

自璁珑”，“元亮”即陶潜 ，“敬通”是东汉辞赋家冯衍 ，二位均为隐逸文人 。苏轼诗后 自注：“家有铜盆 ， 

贮仇池石，正绿色，有洞穴达背”，再次强调仇池石 的鲜绿色泽和空明一 点的造型。②最后一次证 明了流 

水 、叠山、通道、山谷和青绿色泽 ，构成了仇池石和《烟江叠嶂图》桃源之象的特征。 

从《烟江叠嶂图》、题画诗、仇池石、盆景等各个事件分析来看，“桃源”绝非苏轼的临时起意之说，而 

是形象与文学、审美结合而生成的想象，这一想象生发自苏轼当时的文化境遇，各个事物和事件在此巧 

妙联系起来 

三、图像与奇石的共同观想 

苏轼离世之后，黄庭坚为其作诗《追和东坡壶中九华》“有人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试问安 

排华屋处，何如零落乱云中。能回赵璧人安在，已人南柯梦不通。赖有霜钟难席卷，袖椎来 听响玲 

珑”⑨，注引《庄子》“藏舟”典故，“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下旬谓失此石之清寒。”“藏舟”的典故比喻造化的变化无常，在唐诗中也用于缅怀故人，如张九龄 

《故刑部李尚书挽词三首》“题剑恩方重，藏舟事已非”④；骆宾王《乐大夫挽词五首》“居然同物化，何处 

欲藏舟”⑤。在此黄庭坚道出了这是一首为苏轼而作的挽诗，注引曹植诗“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因 

此从“试问”到“梦不通”之句，都是缅怀苏轼一去不回之意。该诗却又以“和壶中九华”为题，将翠石作 

为全诗的切人点。“霜钟”是石钟山，而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提到“舟回至两山之间，将入港口，有大石 

当中流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窍”㈣，在此 ，黄庭坚将“小”和“大”作 了一次互换。将壶 中九华石 比作 中空 

大石，将《史记》中所载朱亥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铁锥 比作玲珑之石⑦，可见诗中形象互换的流畅，也可见 

黄庭坚对苏轼精神世界的了解 。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壶中九华诗》“梦里犹惊翠扫空”、黄庭坚“顿觉浮岚暖翠空”与《烟江叠嶂图》 

题画诗“浮空积翠如云烟”在用词和意境上是相近的。那 么，图像 和赏石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形象互 

换呢? 

在北宋中后期的文化中，流行以石为山的观赏主题，这或与东京(开封)处于平原地带，人们期盼看 

到山峦景致有关。宋徽宗建造艮岳时，此种风尚发展到了高峰，南宋时仍有延续。沈括《梦溪笔谈》曾 

介绍过一种观照山水的方法“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⑧，一般认为谈论的是山水的 

透视，但实际上应与山水观照有关。南宋范成大将《烟江叠嶂图》与太湖石盆景、仇池石与雪浪石联系 

起来：“烟江叠嶂，太湖石也，鳞次重复，巧出天然。王晋卿尝画烟江叠嶂图，东坡作诗，今借以为名。此 

石里人方氏所藏故物 ，非近年以人功雕断者 比，尤可贵 。湖嵌根藏洞宫，槎牙石生蒲沦中。波涛投 隙激 

且嘻 ，岁久缺罅深重重 。水空发声夜镗搭 ，中有晴江烟嶂叠。谁欤 断取来何时 ，山客 自言藏奕叶。江上 

愁心惟画图，苏仙作诗画不如。当年此石若并世，雪浪仇池何足书。我无俊语对巨丽，欲定等差谁与议。 

直须具眼老香山，来为平章作新记。”范成大另有《小峨眉》诗，以一绝似大峨正峰的灵璧古石名为小峨 

眉。⑨南宋道士白玉蟾《画石二首》第二首：“真作壶中九华看，碧于簪玉小于拳。好藏莫便令人见，恐有 

页。 

① 《苏轼诗集》卷 38，第 2047--2048页。 

② 《苏轼诗集》卷 45，第 2454页。 

③ (宋)黄庭坚著 ，(宋)任渊等注，罗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卷 l7，第 3册，中华书局 2003年版，第 596—597 

④ 《全唐诗》卷 49，第 595页。 

⑤ 《全唐诗》卷 78，第 849页。 

⑥ 《苏轼文集》卷 11，第 370—371页。 

⑦ 《黄庭坚诗集注》卷 17，第 596—597页。 

⑧ (宋)沈括著 ，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 l7《书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70页。 

⑨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 25，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上册，第 348、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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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绮 《烟江叠嶂图》、仇池石与青绿之春：元{；占年后苏轼的桃源想象 

痴情似米颠。”①宋时以小观大的赏石文化可见一斑。 

至于苏轼本人，更是将绘画与赏石联系起来赏玩的典范，“东坡于平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知 

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名之日雪浪石，有诗云：‘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又以湖口李 

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名之日壶中九华 ，后归自岭南，欲买此石与仇池为偶，已为好事者 

取去，赋诗有‘尤物已随清梦断’之句，盖用刘梦得《九华山歌》云：‘九华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 

乎人间?”’②事实上，苏轼本人居然也曾画过怪石，他的同时代朋友孔武仲曾作《东坡居士画怪石赋》提 

到“而幽深杳远之意足，如在武昌之麓”③，很可能画的是桃源之石。另南宋赵希鹄记载“东坡小有洞天 

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炉，引数窍，正对岩岫间，每焚香则烟云满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 

重，常与《告身》同置一箧中”⑧，按此，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诗中的描述，即与此石的设计 

相类，而“小有洞天”、“烟云”等描述，又与“一点空明”的仇池石及仙境有关，对《烟江叠嶂图》中“桃源” 

的想象 ，也来 自于以上的特征。 

四、余论 

王诜与苏轼“共同创作”的《烟江叠嶂图》及因之阐发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使之成为青绿山水画史中 

里程碑式的作品。经对苏轼题画诗 、仇池石、盆景设计和桃源等一系列 问题的讨论 ，有如下启发 ： 

第一，苏轼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⑤第六联“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体现了苏轼 

对《烟江叠嶂图》、仇池石和壶中九华石等一系列赏物的态度。正如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所述 

“苏轼想要做的其实是将画艺的境界提升到与诗艺同等的水平”⑥。“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一直在各类 

画作和收藏品中寻求精神意义上的桃源，他无法获得一个真的归隐之地，即在精神世界中创造了想象的 

桃源。苏轼认为，无论在形式和意涵上，图与物都可以是“一点红”式的桃源象征，但不应是一个完全遵 

循《桃花源记》来叙事的“形似”之桃源，这就是苏轼桃源想象的根本路径。 

第二 ，从画中桃源母题 的发展历程来看 ，北宋时期 ，直接表现桃源故事的图像开始转变为带有诗意 

的山水，拓宽了此类母题的表现范畴。这始于王诜等画家发展出的小青绿山水折衷风格，更是由于苏轼 

的系列阐释和发展 ，此二者可谓相互成就。文人对桃源或仙境的表 现 ，开始采用一系列象征型符号 ，如 

群山、山谷、渔父、山泉与桃花，甚至仅仅以山水诗作加以说明，逐渐脱离了金碧设色对仙境的表达。而 

叙事的《桃源图》仍多为青绿画，明代以后还常冠以唐宋早期画家之名，成为职业画家的专长。 

第三，从观画和赏石的互动以及苏轼对仇池石和盆景的收藏与设计来看，北宋出现了由小见大、观 

石见山的艺术传统。苏轼正是基于此种传统，将仇池石、壶中九华石等与桃源联系起来。那么，通过对 

当时及后世文人诗文著述的研究表明，《烟江叠嶂图》或被看作是奇石和盆山的图像表现，或被阐释为 

经由赏石幻化而成的山水，也是基于此种传统出发的解读。而从艺术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至少在以苏轼 

为中心的文人圈中，北宋中晚期的赏石文化并非仅仅将石看作奇珍异物 ，实际是将石的视觉经验和图像 

内容进一步深化为精神世界中的某处风景。 

(责任编辑 ：若 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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