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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与“显”，从某种意义上
说，也就是王国维说的“隔”与“不
隔”。不过，王国维太偏重“不隔”
（显）了。他说隔“如雾里看花”，
不隔为“语语都在目前”。（《人间
词话》）实际上，“隔”与“不隔”是
矛盾的统一，前者形象朦胧，后者
形象鲜明，二者都是美。苏轼《饮
湖上初晴后雨》（二首选一）诗
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
妆浓抹总相宜。”我们不妨借苏
轼这首诗来比隐与显。“水光潋
滟 ” 是 鲜 明 美 的 模 样 ， 为

“显”；“山色空蒙”是迷朦美的
模样，为“隐”。

在具体作品中，有的偏重于
“显”，有的偏重于“隐”，前者如白
居易的诗，后者如李商隐的某些

“无题诗”。就多数作品来说，往
往是隐中有显，显中有隐，隐显结
合的，如聂夷中的《咏田家》：“二
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
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
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
逃亡屋。”诗的前半直言不讳地揭

露了官府的残酷剥削给人民带来
的深重苦难。而后半则比较含
蓄，作者把解决矛盾的幻想，寄托
于朝廷的俯察民情，施行仁政，但
希望之中又寓有对君王的批判乃
至讽刺。使全诗显而有隐，如果
一路直下去，给人一览无余，那就
有失含蓄之美了。

从宋词来看，豪放派之词
“显”，但豪放中也有婉约，显中有
隐；婉约派之词“隐”，但隐中也有
显，如吴文英的词，有的也清楚，
不模糊。特别是他的九十字以内
的中调和小令，大都写得清疏可
喜，耐人寻味。如《风入松》：“听
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
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
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
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
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
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
夜苔生。”这是清明怀人之作。陈
洵曰：“思去妾也。”（《海绡说词》）
本事之说，虽未必可信，但对我们
理解词意很有帮助。多愁善感的
词人，在清明时节，对大自然的变

化是十分敏感的。正如夏承焘先
生所说：“其时春，其地杭者，则悼
杭州亡妾。”（《吴梦窗系年》）上片
追忆当日的离别，下片转入今日
相思之情。结拍“一夜苔生”，可
见踪迹渺茫，意象凄清。伴随孤
独的自己，终于只剩有满怀愁绪
了。

又如他的《唐多令·惜别》：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
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
好，有明月，怕登楼。年事梦中
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
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
行舟。”本词通过萧瑟秋景的描
写，抒发了离别之情。全词构思
新颖，语言通俗，风格明快，颇似
民歌，在吴文英词中别具一格。
张炎对吴文英词评价不高，但对
此词却很欣赏，谓其“疏快却不质
实”（《词源》）。

总之，“隐”不能隐到晦涩，
“显”不能显到没有隐。否则，就不
能引人入胜，就不能成为好作品。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兼职
教授、作家）

古诗词中的“隐”与“显”
潘裕民

开过演奏会之后，就集中
高考。那时各校自己招生，考
试的时间是错开的，一个人可
以考好几所大学。我的第一志
愿是清华，在激烈竞争中名落
孙山。母亲认为是开独奏会分
散了精力，我却认为与此无
关。但考上了燕京，在那里上
了一年。

根据燕京的学制，“主修”
之外还可以“副修”一门专
业。我没有如刘金定先生之
愿上音乐系，但是又放不下，
一厢情愿地想“副修”音乐。
刘先生也加以鼓励，并写信给
音 乐 系 主 任 苏 露 德 女 士
（Miss Ruth Stahl），介绍我
去见她，希望她给我一个考入

“副修”的机会。苏露德是燕
园单身女教师之一，同时是

“女部”学监，管女生行为品
德，以严厉著称。我如约去见
她，她一开始就表示学音乐不
是容易的事，对于“副修”的想
法很不以为然。然后就当场
叫我弹一曲试试，不算正式考
试。我自从个人独奏会之后，
就集中于高考、入学等事宜，
整个暑假疏于练琴，仓促上阵
又心情紧张，其效果可以想
见。于是连考试资格都没有
取得，“副修”之说遂告吹。

我当时执着于上清华，一
年后下决心考转学，整个暑假
不回天津的家，住在北平亲戚
家，天天泡北平图书馆，即现
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结果如
愿以偿，1948年考取清华二
年级插班生。清华没有音乐
系，校园音乐生活却十分活
跃。这首先要归功于张肖虎
先生，那时他已离开天津到清
华主办“音乐室”，完全是为业
余爱好的师生而设的。在我
入学时已经办得有声有色：聘
有教钢琴、提琴和声乐的老
师，学生交极为低廉的学费就
可以自由选学；有合唱团，还
有一支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
尽管成员的水平参差不齐，练
习却很认真、很正规。还有一
个音乐爱好者自愿结合的“音
乐联谊会”，这些都是跨系、跨
年级、甚至跨师生的。从我
1948年入学到1950年“抗美
援朝”之前的近一年半中，清
华园的弦歌雅乐充实了我几
乎全部正课以外的生活，使我
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留下了
回味无穷的华年绮梦，还建立
了一个持久的“乐友”的圈子，
到老年恢复聚会，兴味盎然。

当时清华音乐室的活动
中心在生物楼旁边的“灰楼”，
那里有几间练琴房，房子和钢
琴都很旧。我加入时，乐队正
在练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
曲》，这就是我参加管弦乐队
的第一支乐曲，因是之故，至
今每当《未完成交响曲》的旋
律在我耳边响起时，总会唤起
一种说不出的亲切而又莫名
的惆怅感。实际上交响乐是
没有钢琴的份儿的，茅沅给我
一份从总谱改编的钢琴谱，坦
率地对我说，要我参加这支曲
子的练习是因为乐队的音调
和节奏都太不稳，练习时用钢
琴托着点儿有助于大家找到
感觉，等习惯了，练好了，正式
上台演出时就不要钢琴了。
原来我是“陪练”，起的是小孩
学步时的扶手作用！未免暗
中有点泄气。不过参加练习
的乐趣和学到的东西远远压
倒那一点失望，等下学期，乐
队练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
曲（皇帝）》，我一跃成为主角，
大过其瘾，此是后话。

音乐联谊会还有一项活
动，就是周末到美国教授温德
（Robert Winter）家去听唱

片。温德其人在清华和北大
是很知名的，他执教是在外文
系，我上过他的莎士比亚和英
诗课。大约是与他的音乐修
养和爱好有关，他非常强调诗
歌的节奏，每选一诗都用很多
时间讲节奏，犹如中国旧诗讲
平仄。至今他敲着桌子念

“tedum、tetedum⋯⋯”之声仍
似在耳边。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
说英语适于写诗，有乐感，举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剧中一
句台词为例：“murder！mur-
der！（谋杀）”他用深厚的男低
音拉长声反复读这个词，确实
给人以恐怖感。然后他与法
文比较，“谋杀”在法文是：

“assassiner”，发音急促。他
压扁了嗓子重复读这个词，那
神秘而恐怖的味道一点也没
有了。我想这是他一家之言，
法国人大概不会同意法文不
适于写诗之说。他终身未婚，
养了一只猫，爱抚备至，坐拥
数不清的唱片，是极有鉴赏力
的音乐评论家。我们到他家
听唱片，宾主都各得其所。我
们当然大饱耳福，谁家也不可
能有那么多好唱片，而且听他
发表意见总是很受启发的。
对他来说，有这样的座上客和
听众也是一乐。

他虽是美国人，对音乐的
见解却是绝对的欧洲古典
派。浪漫主义时期以后的作
品就不大入他的耳，对这派人
有一种说法：“勃拉姆斯以后
无音乐。”使我想起我国古文
学中的“文不下秦汉”派。我
最记得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
一边放他的作品，一边说

“cheap（廉价）！”他认为老柴
太过于多愁善感。我那时很
喜欢柴可夫斯基，恰恰就在于
比较容易听得懂，容易被打
动。听到温德尖刻的评论吃
了一惊，还曾暗自惭愧，好
像是自己浅薄，但是我还是
觉得柴翁的作品好听。

1949年春再开学时整个
北平城已经解放，校园气氛大
变样，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
明朗的天”的歌声，课外文娱
活动丰富多彩，内容也有所改
变，我还参加了女生腰鼓队。
不过直到抗美援朝之前，我们
原来的音乐活动，包括管弦乐
队的练习，还能继续进行。也
就是从那个学期开始，乐队练
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
这是我钢琴生涯中的另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高潮。自从个
人独奏会以来，我一直梦想有
一天能同“真的”乐队合奏，现
在梦想成真，太过瘾了！而且
贝多芬的这首协奏曲是我最
喜欢的，远超过在独奏会上弹
的舒曼的那首。

说实在的，以我和乐队当
时的水平，这种大曲不用说演
奏，就是练习也有些勉强。但
是当时大家都是初生之犊，什
么都敢上，一点一点抠，到学
期终了时第一乐章居然啃得
差不多了。我最高兴的时候
是指挥说：“现在从头走一遍，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中
断。”这样，我就可以痛痛快快
弹一遍了，可惜这种时候不
多。所谓“一遍”就是第一乐
章，下面两章始终没有机会继
续练，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无论如何，这一短暂的经
历给了我莫大的乐趣，而且至
今是我自娱的保留节目之一，
心中一边默想着乐队的声部
一边弹，还能背下半个乐章
来。与管弦乐队合奏的机会，
一生一世也就那一个学期了。

（摘自《有琴一张》 资中
筠 著 北京出版社）

清华园的弦歌雅乐
资中筠

⦾聚焦

⦾资讯

本报讯 （记者 梁杰） 由中国
民族管弦乐学会、新绎文化集团主
办的第六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
杰出民乐演奏家评选日前揭晓，并
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颁奖音乐会。
刘英、姜克美、唐俊乔、邓建栋、
吴巍、于红梅、周东朝、沈诚、张
维良、李光陆、戴亚、宋飞 12 位
演奏家脱颖而出，获此殊荣。

据了解，第六届华乐论坛暨“新
绎杯”杰出民乐演奏家（弓弦、吹管）
评选自 2016 年 10 月启动以来，受
到了海内外众多音乐院校、院团和
演奏家的关注。此次获奖者均是在
业内享有盛誉的著名演奏家。

在为期 3 天的第六届华乐论坛
上，12 位获奖者围绕“演奏家和
演奏艺术”主题进行了交流。

12位杰出民乐演奏家同台亮相北京音乐厅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为纪念
著名戏曲研究家王季思先生、董每
戡先生诞辰110周年，响应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
文化国策，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中心近日联合中山大学
中文系、《文艺研究》 杂志社、中
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共同主办
了“纪念王季思、董每戡诞辰 110
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

来”学术研讨会。
会议征集了来自哈佛大学、悉

尼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
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 55 所 海 内 外 学 术 机 构 提 交 的
103 篇学术论文，并邀请来自海内
外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回顾
戏曲研究历史，纪念两位学术前
辈，展望戏曲研究未来，共商中国
戏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举办

⦾审美课堂

⦾钩沉

我对扎染的兴趣来自母校。
一根针，一根线，一块白布，几包染
料。架口锅，水烧开，就可制造惊
喜和神奇。与扎染就此结缘，直到
它成为心中一个梦。

我想象自己活在2500年前那
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年代，过
的是《诗经》里“氓之蚩蚩抱布贸
丝”的日子。在那个“八月在绩载
玄载黄”的时节，邻家开了染缸，我
拿匹白布去蹭色，恰有乡邻同染，
躬身如仪，互道祥和。礼毕又恐几
家布匹混淆，便取索线一根系结于
自家布头，以示标记。不料想染色
结束，拆去扎缚索线，染好的蓝底
上清凌凌绽现一白花印记⋯⋯

也许，这就是扎染的诞生故事，
纯出偶然。发明者可能是张三李四
王五，不曾登记专利。而技艺，却随
靛蓝、随染缸、随一代一代的日子，
延续下来⋯⋯它让我着迷。

那时，我成天泡在水里，浪在
水里，眼瞅着女子们纺线飞梭织就
的一匹匹白布浸入水中，任水草缠
绵，鱼儿嬉戏，任水草滑过五彩绢
罗，出水时摇曳出满天霞光，幻化出
江南染坊晒布场的花色飞扬⋯⋯沉
浸于扎染中，我觉得我的世界无需
太大，能够容纳几口染缸、几池清
水，足矣。少有人体会染就的织物
脱水之后触摸耳朵、眼睛、鼻子、嘴
唇的感觉，少有人在寒冷时把头埋
进染织纤维里，体验皂香与清新空
气在胸腔里混合的味道⋯⋯而此
时，自己的天地似乎格外清明，心
田里憩息的那一池幽水，也会就此
荡漾，就此阔绰。它仿佛能够把天
地盛进内心，还原出天空的蔚蓝、
河流的清澈和白云的洁净。

30多年前，我在湖北美术学院
的课堂上接触到了扎染，从而认知
了这一手工印染技艺。据《二仪实
录》文献记载：“秦汉间有染缬法，
不知何人所造，陈梁间贵贱服之。”
它起源于秦汉，到了六朝时，已经
是“贵贱服之”，广泛流行。染缬即
指扎染。2000年来，我国民间，特
别是云、贵、川一带一直流传着这
一古老的民间印染工艺技术。

何为扎染？简言之，传统的扎
染就是用棉线在白布上绕个结——
此谓之“捆“或“扎”；扔在染锅里打
个滚，谓之“浸”或“染”；拆解开来,
被扎之处因防止了染料的浸润而留
住了底布的本白，便现出点儿白花
儿纹样什么的——就是这扎染了。

当今，这一传统工艺已经回到
了人们的生活中来。在现代服饰
和许多染织装饰品的花色样式中，
它已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特种工
艺而被广泛应用。扎染作为东方
古国的民艺瑰宝，从华夏大地走向
了世界舞台，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
艺术交流不可或缺的靓丽使者。

我是几乎没见过扎染而开始
扎染的。记得学校有个工作间，当
年张庸老师弄来一口锅和几包直
接染料，水一烧开大家就胡乱玩起
来。好的是同学中有友伟兄见识
多，守在我身边像个小老师似的嚷
着叫着让我这样那样的⋯⋯

现在回想起来，老师们没有去
教我们一些程式化的东西多好，如
果当时我们被告知扎缚分成串扎、

撮扎、缝缀、缝扎、叠胜等，染色分
成浸染、晕染、卷染、泼染、夹染、点
染等等，也许人会感到索然，我也
可能就失去了纵向探索的兴致。

我的毕业设计制作似乎对扎
染的水墨效果发生了兴趣，染料渗
发进织物产生的朦胧感让我乐此
不疲。《猴捞月》《猫头鹰》等就是那
个阶段的尝试。

美院毕业那年，经丁同成、刘一
闻老师的推荐和指点，我和同学苏牧
一道，曾去了四川自贡富台山，拜访
过掌握着传统扎染精湛技艺的张宇
仲老先生。老人家知道我们千里迢
迢考察学习传统扎染的目的后，毫无
保留地搬出他自己制作的以及他苦
苦收集、珍藏多年的几大箱民间扎染
品，给我们一一讲解，手把手地向我
们传授那几乎频临绝迹的技艺。当
老人家见到我的几件毕业设计扎染
作品后，很是兴奋。他说我走了一条
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路子，并勉励我继
续走下去。那年，我和苏牧兄一道跑
了云、贵、川一带民间印染底蕴较为
深厚的几个地区，接触到那些散落在

民间的原生态的印染技艺。
有了这些广泛的接触后，我开

始思考扎染自身的艺术表现语言
及相关问题。通常说来，艺术特征
愈加鲜明、愈加个性化，则其形式
表现的范畴和类型一定受限，即造
型样式表现阈值愈小。尽管传统
扎染形式表现较为单一，但观看扎
染所形成的细节表现，仍然可以窥
见其染色效果的万千变化。如果
从它形成的源头出发来追溯其语
言表达特质，便不难探究出它特有
的造型及其视觉特征：

1.不可重复性
有别于民间的蓝印花布，扎染

无需雕刻模板重复套印，之所以被
称为印染，是因为它可以通过面料
的重叠造出相同的纹样，扎染上称
之为“叠胜”。“叠胜”虽然有大致相
同的染色效果，但由于面料层数的
变化，扎缚力度的不同以及染料渗
入透彻程度的各异形成染色的深
浅变化，加上各层纤维的吃水反应
不一，通过对比观察，用肉眼就可
看出每一层的差异和变数。无需

模版的“叠胜”技术，成就了扎染的
不可重复性。这一点，为扎染的创
造提供了无限的魅力空间。

2.偶然性
绳索捆绑的松紧力度、织物重

叠的层次、染料渗发的位置、染液
温度的高低、染色时间的长短等
等，诸多的条件变数，使图形形成
的偶然性大增。染物一经捆绑而
产生的纹理图形，必是一种点线面
的张扬状态，一蹴而就，浑然天成，
彰显出其独有的奇妙形象。偶然
性，成就了扎染造型具备的生动活
泼、妩媚撩人的视觉效果。

3.温润朦胧感
染物材料和绳索扎缚的柔韧

性以及不同染料的碰撞与交织、渗
透与排斥、染液和染色助剂的相互
作用，所表现的温润朦胧感，都有
可能形成变幻莫测、瑰丽璀璨的色
彩，这种丰腻的肌理和绚烂的色晕
效果，是机器生产望而却步的。

4.面料的透光性和双面观
与普通绘画颜料的覆盖性及

纸张画布等材料的遮光性不同，扎
染使用的材料，因是棉麻毛丝一类
织物，加上染料上染织物形成的分
子结合性而非颜料的覆盖性特征，
使经染色后的织物呈现出双面观
的效果，因此装裱后极具透光性，
而前者只宜单面观。这点让人联
想起绣品中的双面绣。

“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
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
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
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
定他生活的色彩。”刘瑜的这段话
把感受的重要性表述得非常精到。

我喜欢从微观的角度审视扎
染的细节。如同喜欢诗的句式，得
从一个个词、一个个字认真“抠”
起。把扎染所传达出的一个个细
节研究透了，找到扎染本身的视觉
语言词汇，并用它来作向度上的开
拓。用一个个点、一根根线、一块
块颜色上拯救自己，只有这样，无
论是在微观上还是宏观方面，才有
可能让人产生一个“扎染的可能，
远未被调换出来”的兴奋状态。

从扎染自身的语言说起
吕唯平

本报讯（记者 却咏梅）作为文
化部、财政部立项的重点项目，《玄
奘西行》由中央民族乐团制作、中南
集团全年总冠名，将于7月7日—12
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此次
中央民族乐团不拘泥常规的民族器
乐表现形式，以世界首部民族器乐剧

《玄奘西行》，将舞台表演和乐器演奏
有机融合在一起，通过故事性叙事方
法，讲述亚洲家喻户晓的玄奘西行故
事和中国音乐的前世今生。

该剧由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

家姜莹担任作曲、编剧、总导演，由
“大乘天”“佛门”“一念”“潜关”“问
路”等 17 个章节构成。彰显了汉
族、维吾尔族、印度等风格特征的音
乐文化，展现了丝绸之路沿线各民
族音乐在历史的陶冶、沉淀、融合
中，兼收并蓄、内容丰富的多元文化
特质。

据了解，2017年9月—2018年
3 月，《玄奘西行》将拉开全国巡演
的序幕，在北京、成都、上海等全国
各大剧院轮番上演。

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将在京首演

肖玫，侗族女高音歌唱家，在中
央民族大学从事声乐艺术教育 30
年。日前，她在北京市中关村第三
小学举办了“肖玫和学生音乐会”。

《江山》《孟姜女》《美丽的野芭蕉》
《春风中的铃铛》⋯⋯一首首民歌在
她和学生们的演绎中，为小学生观
众带来了一次审美享受。

多年来，肖玫默默耕耘在民族声
乐艺术教育的讲台上，培养出藏族、
维吾尔族、侗族、苗族、仫佬族、锡伯
族、满族、蒙古族等近20个少数民族
的本科和研究生声乐人才。图为肖
玫在演唱。 晓云 文/摄

“太漂亮了！”“很震撼！”“变·幻”吕唯平扎染艺术作品展现场，许多观众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
术馆观赏了展出的扎染艺术作品后赞叹不已。吕唯平现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扎染是他的天空
和梦。今天我们来听听他和扎染的故事，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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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资中筠在家中钢琴前在家中钢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