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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画作传世的，仅《枯木怪石

图》。 另有《潇湘竹石图》，疑似真迹。

东坡气象大，喜欢在墙上画。 读

传记，尤记得他在黄州东坡，建雪堂

迎客。四壁画雪花，漫天卷地。群众来

围观，形容雪片“大如席”。 我思忖着，

如席到底有多大。 “席”字夸张，却妙，

把雪花的形状写出来了，感觉是横着

飘，有气势，落地无声。 我能想象，东

坡当年用了哪种皴法，毛笔在墙上一

点、一点，半天时间，就成了。 浪漫主

义思想飘了满屋。

一面墙，在王朝更迭中，在风雨

流年里，自然倾颓了。 不如一张纸。

东坡画路窄。 原因？ 东坡志不在

当画家。翻看友人和后人写给他的题

跋，《某某题东坡竹》《某某题东坡墨

竹》《某某题东坡古木》《题枯木》《题

枯木怪石》……总结出，东坡画的基

本构成：枯木，怪石，竹。 袁枚说：“坡

公染翰仅能为枯竹巉石。 ”东坡观点，

绘画不是追求形似，不是看你画得多

花哨，关键，要写出胸中的“意”。 东坡

的意，只这三样，足以表达。

枯木一株，身子向右倾斜，如鹿

角盘旋而上；怪石一方，棱角分明；野

竹一丛， 怪石背后， 隐隐露出竹叶。

竹，怪石，枯木，姑且称之“东坡三君

子”，我试着将传世的《枯木怪石图》

分解，逐一来读：

先说竹。

以苏东坡在北宋文人中的领袖

地位，他捧红了很多人。比如王维，东

坡对王维画作十分推崇，他说“味摩

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 ，画

中有诗 ”，这评价 ，语文课本至今还

在沿用。

他捧红了文同，多次在文同的竹

子画上题诗。 文同又叫文与可，蜀地

人，是苏东坡的表哥。 他曾这样向东

坡传授自己的画竹经验：“画竹必先

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

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追其所见，

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 ”

振笔直追，兔起鹘落，好不爽利！

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即来自文同。

东坡有首诗，描写文同画竹：“与

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

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

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有点

绕。起初，是见竹不见人，怎么后来又

见到了人？ 笨人看不懂。 聪明人点头

称妙。

文同画竹，确实有“道”。 每每读他

传世的《纡竹图》，是忍不住要感动的。

觉得新鲜，柔美。 一千年过去，生机鲜

活。 不是普通的竹。 纡竹，是一棵打着

弯的竹子。 它从画面左上角伸进来，身

姿扭动，像是天外的文人墨客，来探听

人间消息。叶子明暗飞扬，沙沙沙，甩出

一纸文气，一纸清朗。

竹子笔直，寓意气节，刚直不阿。纡

竹是什么？ 为此，文同写了《纡竹记》，一

并传世。

文同居住的屋外， 山坡上生长野

竹。由于受藤蔓的缠绕和虫蝎之害，不

能自然生长，只能“蟠空缭隙，拳局以

迸”，长成了弯弯绕。文同找人来清理，

除掉荒蔓，把竹子扶直捋顺，想帮它们

释放天性， 但那些竹子仍旧 “坚强偃

蹇，宛骩附地，若不欲使人加爱怜”，毫

不领情，又竭力恢复了原状。

这群 “不识抬举 ”的竹子 ，令文

同大为感动。 他感慨说，为了生存而

委曲求全的纡竹，虽然“其气不能畅

茂于其内 ”，但 “其势所以促蹙于其

外也”。 在他看来，这种弯曲的形状，

也是一种气势啊。生生不息。饱含崇

敬饱蘸深情，文同画《纡竹图》，挂在

厅堂，每天观瞻，如有所思。 他视山

谷野竹为师长、为知己。

说了这么多文同画竹，是为了引

出东坡的竹。

东坡不画《纡竹图》。

1082年，元丰五年，东坡在黄州。

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的米芾 ，初次

来访。 米芾小东坡 15 岁，作为超级

粉丝 ，他千里迢迢而来 ，学习机会

十分难得 。 在临皋亭 ，米芾向东坡

请教画竹技法 。 东坡趁着酒酣 ，令

米芾将观音纸贴在墙上 ，然后拿起

笔，饱蘸墨水，一笔 ，从地上一直画

到纸顶，作竹竿状。 是直率气，是凌

云气。

米芾在一旁看傻了， 上前问，为

什么不分竹节来画呢？东坡笑答：“竹

生时，何尝逐节生？ ”

进而，东坡又画竹叶，以浓墨为

竹面，以淡墨为竹背。这一招，正是跟

文同学的。 他与文同，同为“湖州画

派”。

一竿竹，见性情。 文同与苏东坡，

一个迂回柔软，一个爽直磊落。

文同其人，自幼家境贫寒，奋发

读书，后中进士。 他任集贤校理长 20

多年，谨言慎行，为人十分低调。据宋

人叶梦得记， 文同为人靖深超然，不

撄世故……当时东坡多次上书，论天

下事。 私底下跟朋友聚会，也是议论

时事，而且论调相当大胆，文同在一

旁直为他捏把汗。 多次苦口相劝，劝

表弟，言行要谨慎啊，小心惹来祸事，

东坡都没往心里去。

无论处在何种环境里，东坡是一

定会把自己伸直了。 一贬再贬，皆因

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有人说， 东坡亦是相当柔软的。

在黄州，他 “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

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在儋州，条件极苦，他也能把牡

蛎烧得饶有滋味，“敛收平生心，耿耿

聊自温”。

但他的柔软， 前提是得自己想

通，不是委屈而求全。 他的柔软，是

一种自我觉悟，是“活在当下 ”的通

透，是智者通达无忧的一种方式。

有悖于自己内心的事， 他绝不

做。 东坡一生，把人格、名节，看得比

泰山重。 早先他写《屈原塔》云：“名

声实无穷， 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此

理，所以持死节。 ”或许，道出了他喜

欢画竹的原因。

东坡也很擅长反思。 当年被贬黄

州， 他在安国寺洗浴静坐， 反省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 性不足以胜习”。 是

否，偶尔他也会想起文同，想起他笔下

那一枝柔美的纡竹。

再说石。

东坡觉得，灵璧石美，但大多长

相类似，味道也因此寡淡了许多。 那

天，他在朋友刘氏的庭院里，发现一

块灵璧石， 长相很特别，“巉然”，也

就是奇崛陡峭的模样。 东坡围着石

头，左三圈右三圈，不论从哪个角度

欣赏，都觉得美。 继而寻思着，有什

么办法讨过来呢。 于是，他在刘氏的

院子墙壁上， 很认真地， 画了一幅

《怪石竹图》。 主人一时高兴，就把石

头赠给了他。

据说， 那块石头黑质白脉 ，中

间有水波纹若隐若现 ，细琢磨 ，像

一幅山水画 。 尤其像是晚唐五代

画家孙知微画的水图 。 东坡取名

“雪浪石”。

石头搬回家，东坡用曲阳汉白玉

雕琢了芙蓉盆，当成底座。有感而发，

著诗文 《雪浪斋铭》，“异哉驳石雪浪

翻，石中乃有此理存……”刻在盆座

上。 此理，石头里的理，是什么理？ 我

试着揣摩，可能是一种天趣。 “石雪浪

翻”的风景，天然存在于石中，可遇而

不可求。 刻意雕琢，反而徒劳。

雪浪石啊雪浪石，东坡守着一块

石头，像是守着一片海，临着一条江。

滔滔江水，雪浪拍岸，凉风盈面。只消

看一眼，就能置身天地山水间。

遗憾， 东坡颠簸多舛的命运，连

一块钟爱的石头也不能久随。来年被

贬谪至惠州，人石分离。 石头和底座

下落不明。 东坡念念不忘，在写给好

友的信里几次提到雪浪石，“画师争

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 离堆四

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除了东

坡，谁还能跟雪浪石对话呢。

雪浪石是块什么石？ 经东坡的

“粉丝” 们研究， 这块石头质地很一

般。 清初诗人王士禛曾目睹过雪浪

石，他实话实说：“石实无他奇，徒以

见赏坡公， 侈美千载， 物亦有天幸

焉。 ”东坡能解石中意，别人看不出那

层意思，也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再看《枯木怪石图》。他笔下怪石，

既不是典型丑石，也不是几大产地的

名石。 准确地说，是路边一块顽石。

“顽”字背后，大有深意。

在纸上， 我听见东坡的怪石喊

着———千万别企图雕琢我！不轻易委

曲求全，大约是中国文人的底色。 纵

观古今，有宁死不屈者，有隐而不仕

者，有放浪江湖者，大约都是因为有

把硬骨头。 硬久了，风化成顽石。

又想起来，东坡曾作《咏怪石》。

“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 人皆喜寻

玩，吾独思弃捐。 以其无所用，晓夕空

崭然……”

东坡家里有块粗糙的石头 ，很

是多余，差点被他当废品处理掉。 谁

知当夜， 这块没什么用的石头 ，闯

进了东坡梦里 ，对他说了一番富有

哲理的话 ：你所说的那些有用的东

西，其实都是“伤残破碎为世役 ，虽

有小用乌足贤 ”，因为有用 ，而损伤

了自己的真性 ， 成了残缺不全者。

而我虽然无用， 但是，“震霆凛霜我

不迁，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

我坚。 ”多牛啊！东坡听了这番话，生

惭愧心。

这块石头，是老庄的弟子。

东坡自编自演寓言故事。 他心

里羡慕着那块无用的石头， 艳羡它

还保持着自己的天性。 相比之下，现

实中的自己，欲在官场放任个性、舒

展棱角，却屡次碰壁 ，遍体鳞伤 ，终

不得自由。 “伤残破碎为世役”，东坡

为自己感到痛惜。 午夜梦回，东坡呼

唤着他被政途磨砺损耗的天性。

入世乎？出世乎？一面是儒，一面

是道。怪石是镜子，照出矛盾的灵魂！

枯木。

一棵枯萎的树，生命已然终结。

然而它站在那里 ，经年不倒 ，保持

一种姿态。 是对时间的挑衅吗？ 脱

离四季枯荣的轮回 ，被鸟兽投以冷

眼，又几乎被人间遗忘 。 它存在的

意义何在？

枯木，身子扭结，在旷野里站成

问号。

东坡画枯木， 是弘扬胡杨精神

吗———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

不倒，倒下一千年不朽。

东坡不作鸡汤文，东坡只表自己

心里的意思。

画枯木，东坡用枯笔、枯墨。 枯，

是干涩。 笔墨在纸上，艰难地行走，凝

滞、再行走，似一段不得志的政途，如

一段愁苦的羁旅。

要把一截枯木的意思说清楚，是

困难的。我猜东坡自己也不尽然能说

清楚。 能说清楚的，他都在诗词里说

清楚了。 说不清楚的，才画在画里。

我试着从孔仲武的 《子瞻画枯

木》文里截取诗句，帮忙理解枯木的

意思———

“树犹如此不长久，人以何者堪

衿夸。 ”树木那么长寿耐风华，都终究

有枯槁的一天，何况是人呢。 人生苦

短，如梦幻泡影般不可依凭。

再看黄庭坚，他在《题子瞻枯木》

里写：“折冲儒墨陈堂堂，书入颜杨鸿

雁行。 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

风霜。 ”老木历经了风霜，像东坡，栉

风沐雨浑身都是阅历。 这样的人，才

配画枯木。

还有， 米芾的理解：“子瞻作枯

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

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

盘郁。 东坡郁闷吗？ 东坡将郁闷

长久地盘踞在心里吗？

东坡自己说：“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 ”已灰之木———枯木———东

坡的心。

追到这里，我愕然。 止步。

诗文里的东坡， 浪漫似李白，沉

郁如杜甫，放旷超脱像他自己。

诗文里的东坡，既是“也拟哭途

穷，死灰吹不起”，也是“竹杖芒鞋轻

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既是

“看破人生路，万事转头空”，也是“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既是“拣尽

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也是“此

身飘摇无处寻，此心安处是吾乡”。

文字里， 东坡写自己的心情，时

而苦恼感伤忧闷， 时而快乐超仙界，

归结起来，是三次流放生涯对东坡文

学的玉汝于成。

画里，东坡画自己的心情。 是竹，

是枯木，是怪石。

清初画家龚贤说：“古人所以传

者，天地秘藏之理。 泻而为文章，以文

章浩瀚之气发而为书画。 ”

按龚贤的说法，东坡书画，是文

章浩瀚里生发出来的气。 文章，能读

懂。气，却一种玄妙的东西。没有人能

准确地形容，东坡画里的气，到底是

个什么状态。

后悔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 画

道之深，深不可测。 东坡之意，千年

不绝。 写得再多，也还是离东坡的本

意相去甚远。 只是试着揣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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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枯木怪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