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冕在 《梅谱》 中说过: “古人从
画为无声诗， 诗乃有声画， 是以画之
得意犹诗之得句， 有喜乐忧愁而得之
者， 有感慨愤怒而得之者， 此皆一时
之兴耳。”

王冕的墨梅在中国画梅的历史中
非常具有代表性。

这墨梅究竟特别在哪儿？那就要提
到另外一位在画面中留下题跋的重要
人物———乾隆。 乾隆极爱梅花，他在题
跋中的第一句话便直指王冕的技法：钩

圈略异杨家法, 春满冰心雪压腰。 何碍
磅人呼作杏, 问他杏得尔清标？

“杨”， 指的是以擅画墨梅而声名
远播的画家扬无咎， 藏于故宫博物院
的 《四梅图》 卷是其代表作。 乾隆的
意思是说， 王冕画梅的技法和扬无咎
不同。

梅花入画在中国起源很早， 而用
水墨画梅花， 北宋中叶的禅僧仲仁大
概是最早的， 之后影响最大的便是南
宋扬无咎。 到了元代， 画梅名家辈出，

王冕继承扬无咎的画法 ， 加以发展 ，
对后世也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 书画
鉴定大家谢稚柳先生将王冕称之为扬
无咎水墨画派的 “嫡系”。

画面上， 还有几枚印章， 来自清
代重要收藏家梁清标 、 安岐与乾隆 、
溥仪等， 透露这件 《墨梅图》 的流转
历史： 700年里， 它被这些大收藏家所
挚爱， 也进入了清宫内廷， 收录进重
要的书画著录 《石渠宝笈续编》 《庚
子销夏记》 之中。 摘自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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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10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 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欢迎各位记
者朋友在中国多走走、 多看看， 继续关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变化， 更加全面地
了解和报道中国。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 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
正所谓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习总书记引述的这句诗， 出自元代诗人、
画家王冕的 《墨梅图》。

■看天下

颐和园馆藏文物登陆美国
慈禧太后寿礼亮相

近日， “颐和园文物精选展” 在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橘郡的宝尔博
物馆举行开幕剪彩仪式。 据介绍， 此
次展品共80件套， 这是颐和园馆藏文
物首次来到美国。

揭秘90后职业“网模”
一天换装300件

伴随着电子商务市场快速发展 ，
大概从2015年开始， 网络模特扎堆出
现， 以更为直接的方式面对消费市场。
今年 “双11” 电商促销期间， 也正是
90后网络模特周朵尔最忙碌的时候 ，
平均一天换装300件。 摄影师跟拍模特
一天的拍摄经历， 纪录下最真实的网
模生活。

萌宠当“店员”
宠物咖啡馆助都市人减压

上周末， 山东济南一家猫咪咖啡
馆， 圆滚滚的 “加菲猫”、 温顺慵懒的
缅因猫、 机灵可爱的暹罗猫等21只憨
态可掬的猫咪， 正在准备 “迎客”。

德国科隆狂欢节开幕
“奇装异服”满大街

当地时间11月11日， 德国科隆狂
欢节拉开帷幕， 这个全德国最盛大的
狂欢节， 每年11月11日11时11分准时
在科隆市的老广场上开幕， 其规模在
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巴西狂欢节。 图为
科隆街头乔装打扮的民众。

王冕， 诸暨人， 隐居九里山， 种
梅千树， 还把自己的住处题为 “梅花
树屋”。 王冕的画都有一个特点： “凡
画必题诗其上”。 所以， 今天我们能读
到他许多梅花诗。 他曾说： “写梅作
诗 ， 其来一也 。 名之虽异 ， 意趣实
同 。” 无论是 “墨梅图 ” 或是 “梅花
诗”， 勾勒的其实都是一个文人的理想

世界。
如今， 全世界还留下多少件王冕

的画？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 ” 之 《元画全集 》 里 ，
藏着大部分答案。

作为迄今最权威最完整的元代
绘画编纂集成， 《元画全集》 共收录
海内外600多件元代作品， 涉及全球近

百家博物馆、 美术馆等收藏单位， 其
中， 海外作品270余件。 《元画全集》
收录的王冕作品共有七件 ， 分别藏
于故宫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美国克
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 美国纽约大都
会 艺术博物馆和日本宫内厅三之丸
尚藏馆。 七件的主题， 无一例外， 都
是梅。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这张王冕 《墨
梅图》， 是一件集诗、 书、 画三绝于一
体的神妙之作。 假如对作品没有一定
了解， 你很难找到它准确的出处。

原来， 它藏在一件手卷里， 全名
叫： 元赵雍等 《元五家合绘》 卷。

翻开 《元画全集》 第一卷第三册，
第一件便是这件手卷。

从右至左， 王冕 《墨梅图》 列于
赵雍 《松溪钓艇图》 之后———赵雍为
赵孟頫之子； 其后为朱德润 《松溪放
艇图》、 张观 《疏林茅屋图》 和方从义

的 《林屋幽居图》。 五件作品是在后人
手中合为一卷的。

这是一幅纸本水墨画 ， 约一本
常见的期刊大小， 纵31.6厘米， 横51.0
厘米。

题画诗见于画幅左上 角 偏 中 ：
“吾家洗研池头树， 个个华开澹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 只流清气满乾坤 。
王冕元章为良佐作。”

元章， 即王冕的字。 画中的题诗
与如今流传的略有区别 ， 比如 “流 ”
与 “留 ”， 这是因为后世在整理刊印

时， 将 “流” 字作 “留” 字， 后来，
“留” 字的版本就流传得更广了。

在很多记载中说 ， 王冕是自篆
自刻的开创者， 在他之前， 一般先由
专业人员写好印稿 ， 再交给专业工
匠刻制， 但工匠因为缺乏文化素养 ，
常会缺乏笔墨意趣 ， 而当时印章材
质多为质地较坚硬的金属与玉石， 一
般文人又刻不了。 而王冕用了一种名
为 “花药石” 的石材， 从此， 文人开
始在篆刻中融入了更多精微的金石
意韵。

王冕的作品主题都是梅

原作藏在《元五家合绘》卷里

乾隆题跋指出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