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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为体形不大的小石头专门
觅了个雅称，叫“拳石”。“拳”在此处便不
再是名词，而成了量词。现代汉语的浩
瀚海洋里是找不出“拳石”这样的用法
的，可见古人把小巧之“拳石”放到了一
个多么高的位置。读古代文章，读着读
着，就会有作为量词的“拳”跳出来。如

“五岳一拳”、“百仞一拳”、“石二拳”等
等。我猜这“拳石”二字是南方人创造
的。因为南方人骨子里偏着、爱着“细”
或“小”。一查，确如是。明代林有麟，华
亭人，华亭属今日上海。林有麟这个南
方人不仅创造了“拳石”二字，还藏有祖
上遗石两块，且均为“拳石”。

与北方比起来，南方的爱石者似乎
更善于收藏小巧之“拳石”。徐宝的小巧
之石《蛙》，身长才四厘米多一点。当年
从内蒙阿拉善一大汉手中购买时，大汉
要一百元，徐宝给了他二百元。回来在
藏友圈一露脸，立刻就勾住了藏家丁顺
兴的眼。这丁顺兴是个极有灵气的藏
家，他曾以高于原价四五十倍的价钱，收
购了一块人见人爱、小巧精美的《笔架
山》。又以同样的眼力与魄力，高价购得
掌中小巧之石《白菜》。一时间，在奇石
收藏界众人刮目。这回，他又盯上了徐
宝的《蛙》，欲以更为离奇、高于所购价五
百倍的价格夺爱，却被徐宝坚拒之。高
于所购价五百倍就是十万元，这单骇然
大利之买卖竟然做不成，令许多人大惑
不解。而此类让人费解的事绝非个案，
集名石与美石一身的《灵璧小峰》，石二
拳，从灵璧县千里迢迢来常定居后，安徽
藏界大为震惊，连呼“归去来兮”。蚌埠

藏家三番五次捎以口信，愿以三十万元
回购。而沪上大名鼎鼎的藏家周易杉则
愿以大几十万的更高价收藏之。然而，
徐宝依然不把这大买卖当回事。两单买
卖均告落空。其深层原因在于，买卖两
头都是南方人。南方人爱“拳石”或甚于
北方，所以，徐宝能从他人手中购得，他
人却难从徐宝手里夺爱。

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北南两地对

石头的喜好怎会有大小之别呢？用人文
地理观解释较为妥帖，这叫地殊人异
——北域开阔，云水浩荡；吴越绮丽，精
致小巧。千百年来，这种人文地理的差
别，造就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北南两
种类型的人。仁者乐山，是讲仁厚者喜
欢崇山峻岭——厚重而不移。智者乐
水，是说智慧者喜欢河流溪水——变动
而不居。崇山峻岭、荒漠平原就是造就

北方人仁厚性格的环境。河流湖泊、沟
塘溪水就是造就南方人智慧特质的环
境。北方人心胸浩荡，善于从政；南方人
思维细密善于从文。自古北方出政治
家，南方出诗人、画家、文学家，大概都出
自此理。

思维细密而又精致的南方人，爱小
巧的“拳石”便不难理解了。其“袍袖所
积”均为雅石——能入得袖口之石，必是
小石。

心胸豁达而粗放的北方人，崇尚高
大，登高望远，视野开阔，主张“石大为
贵”也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北方的从政
者即使当了皇帝，也有爱“拳石”的。比
如南唐后主李煜，他的至爱便是一尊“广
不盈尺”的《小研山》。在南唐江山易手
之际，李后主叹息的竟是“国破石头
在”。表面上看，“拳石”为政治家所爱是
个例外，实际上不是。李煜虽为皇帝，却
工书善画、洞晓音律、精于诗文、酷好奇
石。与其说他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个
艺术家。事实上，他也确是个政治上的
庸才，艺术上的奇才。要不然南唐怎么
会在他手里被敌所破，要不然他那“问君
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怎
会千百年来一直被万人传唱。所以，这
个文人皇帝爱上“拳石”也就不奇怪了。

精致小巧的南方人，对小巧“拳石”
之爱是深入骨髓的。这种爱已不仅仅体
现在“承”（对古典“拳石”的继承）上，也
不仅仅体现在“藏”（对拳石的收藏）上，
更体现在“创”上。以上海为代表的“海
派”赏石家们，用独特的视角创造了“小
品组合”，把“拳石”的艺术性推上了一个
新高度。使“拳石”的赏鉴空间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拓展。

“拳石”可亲可近。小巧可置掌中把
玩的“拳石”更是可玩、可藏。但“拳石”
并非越小越好。雨花石图案之美几无石
能敌，却因个头太小，终不能成为主流雅
石。“拳石”若小如雀蛋，那只能算作石
子。很难想象，“石子”会有大众市场。
即便它能像微型雕刻艺术一样成为微奇
石，即使有人认可并喜爱，那也断不会有
大于雨花石的前景。“石大为贵”，这对于
雀蛋那样大的“石子”来说，无疑是至理
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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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话“ 拳 石 ”

比荷之行的最后一站，我们留给了
荷兰国立博物馆。

博物馆前矗立着阿姆斯特丹最著名
的地标“I Amsterdam”雕塑，非常有
趣，时时刻刻都挤满了为摆造型留影而
攀上爬下的游客，我们也只是匆匆掠过。
因为在博物馆里，有更吸引我们的宝藏。

荷兰国立博物馆是典雅而宏伟的四
层建筑，有 80 个展厅。在包罗万象的万
千藏品中，牢牢占据博物馆的心脏——

“荣耀厅”中心的是伦勃朗的画作《夜
巡》。梵高曾在伦勃朗的画作前对人说：

“我只要啃着硬面包在这幅画前坐上整
整两周，那么即使少活十年也甘愿。”

站在伦勃朗的作品前，我想起之前
途经安特卫普时瞻仰的另一位画家鲁本
斯。同为十七世纪低地国家的艺术大师，
伦勃朗和鲁本斯常常被并列比较，就像
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卡拉瓦乔和贝尔尼
尼一样。

鲁本斯的作品大多华美绚烂，充满
活力与热烈。在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
鲁本斯的著名画作《基督下十字架》等让
我印象深刻，他用丰富多变的色彩去表
现柔软而光亮的肌肤，生命力充沛的健
壮人体在剧烈地扭转与旋动，形成流畅
巧妙而富有冲击力的构图，整幅绘画如
云霞般流光溢彩。但在国立博物馆，站在

《夜巡》、《犹太新娘》等伦勃朗的画作前，
我才有了寂静之中听惊雷的震撼之感，
如同在意大利第一次看到卡拉瓦乔的画
一样。

与卡拉瓦乔一样，伦勃朗对于明暗
光影有独特而深刻的理解，谨慎而吝惜
地在画布上施予光亮，利用光亮突出主
题，也让阴影弱化和消融次要因素，并且
利用明暗的交错来表现深远的空间。他
的画作，总是阴暗沉郁，但也总有璀璨夺
目的闪光点，如漆黑夜空中的皓月繁星。

巨幅的《夜巡》前，总是挤满了慕名
而来的参观者，静静站立许久，观赏每一
处细节。而这幅如今声名大噪的代表作，
当初却给伦勃朗带来了灾祸，开启了他
的艺术观与荷兰中产阶级主顾们审美趣
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夜巡》是伦勃朗受阿姆斯特丹射击
手公会之请所作的一副团体肖像画。他
并没有按照当时的惯例，将各个人物按
照身份、等级的差异画成整齐而呆板的
行列，而是画出了众人出巡时忙乱紧张
的动态场景。画上的人物错落有致、神采
各异，组合在一起很具舞台效果，但粗鲁
的民兵们对此无法认同，他们对于出了
同样的钱却没有露出一样大的脸感到迷
惑和愤怒。有人甚至幽默地说自己出钱
不过“做了一片富有生机的阴影”。射击
手公会拒绝接受这一作品，继而将伦勃
朗告上了法庭，导致他名声大损。公众还

给伦勃朗起了个绰号——“黑暗王子”，
没有人再愿意给他订单。

对于绘画理解的深入伴随着尝尽人
世艰辛的体验，使伦勃朗的画风发生了
改变，这在博物馆另一件珍藏《犹太新
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放弃了细腻平
滑的画面效果，开始用较厚的颜色塑造
对象，再用透明色罩染，使得黏稠的油画
颜料产生出独特的观感。在《犹太新娘》
中，视线贴近时，只觉突兀、粗糙的金色
颜料块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新郎的宽大衣
袖上；但视线移远后，衣袖变得金光灿
灿、宛若亲见，这样美妙的画面肌理，只
有后世的梵高能与之媲美。但超越时代
的审美往往无法拥有合格的欣赏者，与
他同时代的人看惯了细腻光滑的肌理和
典雅的色调，对伦勃朗那浑浊的色彩和
粗放的笔触很不理解，甚至戏言说他的
油画可以被牵着鼻子走。这样的攻击伴
随了画家的一生，而他作品的价值直到
他死后两百年才被人们重新发掘。

伦勃朗曾说：“我听说，人们在指责我
太骄傲或者高傲，不肯改变我的绘画方
法。事实上不是我太骄傲或者太高傲，我
只是改变不了——这就是全部实情。所
以，我固守自己的路线，而且我想，我要固
守到走进济贫院或者坟墓为止。”他的坚

持，带给自己悲惨的下半生，也造就了专
属于他的艺术。这样的命运，让人唏嘘。

同样是绘画大师的哈尔斯老年时曾
对伦勃朗说：“贫穷是任何一个画家都可
能遭遇的最好的事情，因为你穷了，你就
买不起年轻时你父亲出钱买的那种昂贵
颜料，你必须仅仅用两缸或三缸的颜料

作画，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学会用色彩
来暗喻事物。”我想，也许我们无法做到
像伦勃朗那样，完全不顾世俗眼光去坚
持，毕竟我们只是普通人，无力承受生命
之重。但至少，我们在身处苦难时，可以
想起那句话，“夜愈黑，星愈明”。

（全文完）

——比荷旅行手记之六
刘祺 文/图

夜愈黑，星愈明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
国书画精神，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
与常州日报社共同主办的首期“外
国太太学中国书画”课程班开始免
费招生，既为常州的外国（籍）太太
提供学习中国书画的机会，又为来
常州投资、就业、定居的外国友人打
造一方艺术的乐土。

课程班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
其中包括刘海粟爱女、刘海粟夏伊
乔艺术馆名誉馆长刘蟾，常州市美
术家协会主席、原常州书画院院长
周俊炜，常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中
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叶鹏飞，常
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原常州市
少年科学艺术宫主任卢海洲，常州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原常州刘海粟
美术馆业务馆长丁德邻，常州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第二届中国兰亭奖
艺术奖三等奖获得者李啸东，原常
州市美协副主席、江苏版美术国家
课程标准教材副主编薛金炜，以及
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内屡次获得国
家级奖项的青年书画家等，技法专
业、经验丰富。

课程班拥有一流的教学环境。
位于第八届中国花博会园区内的雅
集园，由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陈履

生美术馆、油灯博物馆、西太湖美术
馆和中国画学会常州西太湖创作基
地（馆）组成，既有艺术大师刘海粟
夏伊乔的真迹作品、国家博物馆副
馆长陈履生的艺术藏品，也有如画
般的园林式景观，让学员感受自然
主义下的中国园林美学。

此外，雅集园内每月都会举办
精品书画展览，吸引中国美术圈最
高层次的艺术家纷至沓来，学员拥
有诸多与艺术名家面对面交流并得
到指点的机会。同时，在课程结束
后，主办方还会在雅集园内为学员
举办作品观摩展。

据了解，本期课程面向全市范围
内、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籍）太太招
生，设国画、书法两个班，每班招收20
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月31日，先
报先得，报满为止。课程上课时间自
9月中旬起，每周周一安排两节课程

（具体上课时间后续通知）。
凡报名成功的学员本期课程学

费全免，仅自理笔墨纸砚等材料费
（主办方会提供不高于市场价的材
料供挑选）。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0519-
81167176；0519-81167191。

傅平

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联手常州日报社

“外国太太学中国书画”
课程班免费招生

小时候，一个夏天的早晨，我才
刚刚起床，祖父便把我拉到屋檐旁
的一棵枣树下坐定，出了一个谜语：

“小小诸葛亮，独坐军中帐，摆起八
卦阵，专捉飞来将。”我挖空心思，猜
了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没有猜出来。
祖父开导我：“猜不出来，你就抬头
看看四面八方吧！”我朝屋檐和树枝
之间一看，就明白了，脱口说道：“这
是蜘蛛！”

从那时起，我对蜘蛛就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夏天和村上的孩子一
样，常用一片竹片捲成个长椭圆的
竹圈，一头插进一根长竹竿的一端，
缠上几个蜘蛛网，用来粘捕“知了”
和“杨蟋蛎”（蝉的一种）。后来，我进
了中学，系统学习了《生物学》，使我
对蜘蛛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在生物学上，蜘蛛属于无脊椎
动物中节肢动物门的蛛形纲动物。
我们一般认识的蜘蛛，是指能结网
捕虫的蜘蛛。其实，蜘蛛的种类繁
多，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发现并给
它定名的就有 3 万多种，其中我国
就有 1千多种。蜘蛛不但种类多，而
且个体数量也多。一般地说，蜘蛛中
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有益动物中的

“食肉动物”，特别是能够结网的蜘
蛛，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不但对它有详细的观察，
而且在古农书上也有了“蜘蛛集，则
百事喜”的科学记载。

现代科学查明：在我们的水稻田
里，上、中、下三个层面上，都是蜘蛛
的活动天地。在上中层，有管巢蛛，跳
蛛，蟹蛛和猫蛛等蛛类，从事捕捉纵
卷叶虫，稻苞虫，稻螟蛉的成虫和幼
虫；在中下层，有狼蛛，微蛛和球腹蛛
等蛛类，专门捕食稻飞虱，稻叶蝉，多
种螟虫等害虫。除此之外，还有园蛛、
肖蛸等蛛类帮忙，捕食各种善飞的小
虫蛾，它们“全天候”地布下了“天罗
地网”，为农民粮食丰收打下基础。你
如若不信，可在太阳刚刚出来的时
候，到水稻田边去看一看，水稻植株
的叶子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无数个
蛛网在闪闪发亮。

农业科研人员做过详细的观察
和实验：每亩稻田若有稻飞虱、稻叶
蝉12.5万头到25万头，就达到了用
药防治的指标，但这时，每穴稻株
上，只要有 1-2 只蜘蛛，经过 2-4
天 的 时 间 ，就 可 把 害 虫 压 低 到
5000-10000 头。这样的虫口密度，
就不必再用农药防治了。这种“以虫
治虫”的好处是，既降低了农本，又
避免了农药对谷粒、土壤、空气和水

源的污染，保护了人类生存的环境。
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在蜘蛛中，也有少数的种
类，对人和其他生物是有害的，例
如：危害棉花，麦类和果树等一类的
微型蜘蛛（如红蜘蛛），就是有害的
蜘蛛，它们专门吸食农作物和果树
叶片的汁液，严重影响农作物和果
树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甚至使植株
枯死，颗粒无收。对于这一类蜘蛛，
目前还只能用药剂来防治。

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被“蜘蛛
精”放出的大量蛛丝缠住，力大无比
的猪八戒被蛛丝缠得不能动弹。看
来，吴承恩对蜘蛛深有研究。这果真
有道理吗？现代科学已经测定：蛛丝
的强度，远远超过与它同等直径钢
丝的强度。不是吗，一只体型庞大的
蝉儿撞在蜘蛛网上，上来时声嘶力
竭地鸣叫、挣扎，到后来就不能动弹
了，成了蜘蛛的美餐。那么，蛛丝又
是怎样炼成的呢？原来，在蜘蛛腹部
的后端，具有丝腺。丝腺里充满了一
种骨质的特殊蛋白。骨蛋白通过许
多微管和体表的纺渍器分泌出来。
骨蛋白遇到空气后就凝成又硬又粘
的丝线，编织成网。要知道，蜘蛛结
网是它的本能。这是通过遗传而固
定下来，并非后天获得。在蜘蛛中，
能够结网的仅是一小部分，而大部
分的蜘蛛并不结网，例如狼蛛、跳
蛛、蟹蛛等就不结网。

“食肉”的蜘蛛，捕食方式很有
趣。以园蛛为例，在其他昆虫撞上蜘
蛛网后，当它挣扎到无能为力并对
蜘蛛没有威胁时，蜘蛛便以最快的
速度接近“猎物”，注入蜘蛛体内的
毒汁，使“猎物”外骨骼内的“五脏六
腑”很快溶解成汁液。然后。蜘蛛坐
享其成，将“猎物”体内的汁液吸得
一干二净，饱餐一顿。你若不信，不
妨将蛛网上的蜻蜓或蝉儿等取下来
看看，就会发现它们已经是一个“空
壳儿”了。

既然绝大部分的蜘蛛是有益动
物，我们就应该保护它们。这对农民
来说，更应该如此。那么，农民又如
何来保护蜘蛛呢？以笔者之见：如果
农作物田里的害虫，还没有达到规
定的密度，请不要轻易用药剂治虫；
如果达到规定的治虫密度，也要严
格做到按规定农药品种和规定农药
浓度治虫，千万别超浓度、超剂量用
药，避免杀死有益昆虫，污染谷粒、
土壤、空气、水源和增强害虫抗药性
能的形成，对今后治虫不利。

吴玉祥

趣 谈“ 蜘 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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