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錯《連枝草》現代題畫詩對
中國古典水墨畫的文本關涉

解昆樺

提　 　 要

題畫詩是中國古典詩傳統之一，然則在現代詩的創作場域中卻尚待開展。

現代詩人觀中國古典水墨畫而爲現代詩，本身即涉及詩和畫之間媒體形式的

互文關係轉换，特别是中國古典水墨畫自成一再現體系，現代詩人如何出入圖

像進行辯證，實爲重要課題。學者張錯既有《風格定器物》之論著，詩人張錯亦

有《連枝草》之詩畫創作，兩者交相輻湊，實深化出“在現代情境中古典水墨畫

之美與美感經驗如何發生？並且透過現代詩話語予以體現？”此一問題意識。

本文即透過“觀中遊：動態觀視”“天工與畫工：生成意識”論述進程，研究張錯

現代詩與中國古典水墨畫間的互文現象。從中可見張錯在題畫過程中，一方

面爲畫作投置主體，透過畫中山水空間的層次組合，建構主體感官與山水自然

的互動關係，突破繪畫本身形式上的静態限制，以詩話語釋放繪畫潛存之動

能；另一方面則運用畫法入詩，整合中國古典水墨繪畫傳統進行繪畫山水與人

物的再現，使文本産生藝術品評的功能，並揉入自身審美品味，進而使繪畫與

詩美學得以共進。

關鍵詞：現代詩　 中國古典水墨畫　 題畫詩　 詩畫互文　 身體空間



前言： 中國現代詩與古典水墨畫交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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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１　 沈周《廬山高圖》原圖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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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屋裏

有人在途中

思念如岩層底流

轉出一段隱情

曲折帶點嗆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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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含羞的桃金孃

搔到腰肢也會笑得花枝招展；

入夜，萬語千言暗中流淌

分不出沉吟、嗚咽或歡笑

窗外晝伏夜出的蜘蛛

勤勞紡織著彼此命運

不知鹿死誰手

自投羅網或作網自縛？

（中略）

想起清代人物山水

江南水鄉柳條新緑

八怪僑寓揚州，布衣雄世

銀塘紅緑荷花滿目

暗香浮動蜻蜓飛過

口中輕吟著：“荷花開了”

新橙破後，還是念念不忘：

“記與那人同坐，纖手剥蓮蓬”。瑐瑠

ß�ç¶ÉüYnW[Ûù，§Y�Á³Ðî�w“f6”¹.[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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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先秦、兩漢、三國時期的典籍不管出現“山水”的次數有多少，它們作爲

美學的意義都是極稀薄的。晉宋時期出現的“山水”概念之次數明顯的

比前代大幅增加，但關鍵不在數量，而是性質。“山水”作爲自然世界中

的美之概念，此時頻頻出現，其時成爲名士彙集地區的會稽更以其“山

水”之美蜚聲一時。而“山水”作爲一種“勝情”———所謂的“勝情”大概

指的是一種高雅的情緻———也是在此時大爲流行的。從晉宋後，“山

水”一詞的内涵比較起家族語彙如“山川”、“山河”、“山岳”、“岳川”等

等，具有更明顯的個性。瑐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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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２　 余承堯《墨緑山水》（家畫廊藏） 圖 ３　 金農《觀荷圖》（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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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壓境强敵當頭

節節敗退難返中原

十數載臨安於兹

甘爲宋代武林中人

歲月相依涵碧千頃

花木亭榭映帶參差；

湧金門外豐樂樓高接雲霄

一壺自釀眉壽堂

半斤招隱醅、四兩秦淮春

楊柳錯落，荷錢新鑄

舟子摇棹隔水兩岸

煙霧籠罩湖畔坡堤

飲罷肩輿逕取陸路歸去。瑐瑧

圖 ４　 夏珪《西湖柳艇圖》原圖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 ５　 張錯《宋人畫意———夏珪〈西湖柳艇圖〉》與
夏珪《西湖柳艇圖》分析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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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Xöº4[ÿ°jö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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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Ë《@Ü*》TÉ6d“mTp”，³W<¾“á�¶”[mTËÞ，_

fs“�$6±¶”，1�mpNy，ê/Í¶���[åb_/�h。VÆ>

Ë《±�Äô———“±�5”@±�¶Þ^》Ew“±�5”，̧ $�â#!。“±

�5”�O�¶®4Yg�，¶®w�³{«�¶Z±��[d±:，�|õ

úgC[\]�6´]Y±,。±�MÌh}4^´jq_，±�Òh$z

u[%$�/，ò�ÍµÝ[ù\`î。É6m“±�5”，$ÉÆ�：

勾欄外摇鼓如此唱著：

“本是窮鄉寡婦，不會品竹彈絲

無過是趕幾處沸騰騰熱鬧場兒

摇幾下柔琅琅蛇皮鼓兒

唱幾句韻悠悠信口腔兒。”

九轉迂迴，瞬間風起雲轉

欄内撫弦哀婉泣訴：

六轉疾緩起伏———

“秀才祖居長安解庫衙西

離不了煙花女子作伴情熱

天涯雲佈傾盆驟雨

陰雲擺渡處

船夫淫婦把親夫推落翻滚波心

幸好春郎胸前一顆硃砂記得以相認”

兔毫盏、油滴碗

龍泉梅子青水匜

爐火純青沸水過處，清香四逸

“一窟鬼茶坊”有寶嚴院谷雨前茗

乳緑湯花暈散黑釉木葉笠盞

耀州嬰戲蓮盤放著四時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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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銅巷四郎枕巾冠子店所在

正是那人購置衣帽赴白娘子處取傘；

但聽一陣博浪鼓響———咚咚隆、咚隆、咚咚隆隆

貨郎擔架，百物鋪陳，吃喝玩樂

三百神圖、醃漬酸梅

村童奪攘如蠅紛聚

婦人哺嬰攜幼，群犬吠叫

娘被兒拉扯、兄拖弟回家

不遠處女孩提著買酒葫蘆

垂涎欲滴，眼神充滿羡意

邊走邊回頭。瑐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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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6±¶”[“±�5”，ImÉ6>Ë¾¶ûpm,H]，s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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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õ，�“±�5”g¬¾[QùmS。êU�¶TQùmS，¾《@Ü*》

[É¶�#ûûT，R×$¸m[Qù�¶mS。¾《�.———“D�”（Ｔｅｋ

Ｓｉｎｇ，１８２２）E¥+þDp©øù》ßüÉ¶�##!T，gmdù$�fþD

p©[øù，7ÉÆßûz：

五顔六色游魚珊瑚海藻紛紛擁上

陪伴左右，烈火紅焰頓然灰飛煙滅

窗外碧緑，有如春天田野阡陌

一望無際油麻菜籽垂楊直柳

錯以爲回到故里家園，衣錦榮歸

鄉親執手相詢霜髮何時開始，齒齦何時鬆落？

一切不再回頭，一個沉船的盒子繼續下降

一隻遊魚遊戈透明白釉，永遠藍白

時間停頓在翻騰動作，永遠不息

信息密碼沉在海底等待重見天日

然而真相大白又如何？

扼腕嘆息落淚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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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古老輾轉相傳的古老故事

依是發展成一個古老更古老的故事！

會有歸宿嗎？盒子主人是誰？

歸宿又如何？會偕老、生死與共嗎？

盒内一抹紅痕令人生疑

胭脂水粉殘漬麽？

賣身爪哇蔗田的蓋印紅泥麽？

兩千男女婦孺一生掌故

小小沉船瓷盒能盛滿麽？

也許也許，這個德化青花遊魚瓷盒

不過是海水浸濡肉桂後的紅妍餘漬吧。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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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工與畫工： 生成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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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ｈ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ｍ ｔｈａｔ ｄｏｔｈ ｆａｄｅ

Ｂｕｔ ｄｏｔｈ ｓｕｆｆｅｒ ａ ｓｅａ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ｓｔ． ＡＣＴ １ Ｓｃｅｎｅ ２

明月三五夜

月色如雪影照窗牖

他鋪紙濡墨沾筆

葉厚蔭濃，難見天日

串串葡萄懸命如絲

故意把窗外葡萄畫得渾圓

並喻作顆顆明珠

再補描枝椏藤蔓

閑拋閑擲於世間

落魄如斯，一下子就半生了

鬱躁如斯，如今可稱翁了

他斧顱、錐耳、錘囊尚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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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痴佯狂鬻畫賣文苟活

惟一狗相依

那是唯一言語伴侶；

終於死了，有人願爲走狗

有人恨不生三百年前磨墨理紙。瑑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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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w./n¶�¶P，É6Ú�,Í¶Pd`�[，R,AzâQbÐ[

¶P，|~¾¶�gÒ,dyr。¾《oEø》T，É6Æßûz：

可有看到一隻黑隼蒼穹翱翔？忽如彈丸横空

急速飛墮，雙爪齊伸

幾乎可以看到爪牙閃閃發亮

賁露肌筋强勁繃緊，一攫不中，再低飛盤桓；

一隻覓食飛禽，一擊再擊，飄然遠逸

飢餓是慾望、攻擊是本能、强食是宿命。

（中略）

可有看到一個滄桑“富貴白頭”絳彩嫁妝瓷？

光緒年張少雲不循慣例下款珠山客次

改題倣新羅山人之法；

那是飄蓬者歲月矢流，光景堪惜心情

“我命輕如葉，飄飄浪裏浮”異鄉寄人籬下無奈

藤蔓垂花如珠串，隨風盪漾巖壁

拂穎而出静中的懸想；

牡丹胭脂紅艷，含芳欲吐，枝葉翠緑茂盛

琺瑯均勻亮麗、酡顔如醉

一隻工筆白頭翁鶼鰈情深，引首呼唤出

張子英富貴白頭七絶最後兩句

“果能修得汾陽福，富貴綿綿到白頭。”

因爲孤單，罐上只賸最後七字。那是生命

最致命殘酷無情一擊麽？果能就能麽？

富貴綿綿就能相守白頭麽？

另一隻白頭翁呢？它的名字叫幸福麽？

是不是舊情綿綿後就絶情而去？它會返回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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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一聲聲呼唤就會回頭麽？

回頭飛回來的是少年郎或白頭翁？

也許，黑色戰神攫擊得逞

它不過是一段期望的斷訊，一個没結局的長篇吧。瑑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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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巒疊翠，淡色水墨渲染牽引

成了日後高山仰止的勝景

原來高不是測量

乃是心的深幽静遠。

群蛙下游熙攘

朝菌蟪蛄，蜩鳩棲息枝頭

不知高山外有祥雲

祥雲外有頂峰

群山蒼松翠竹層疊

東林寺外有谷泉如簾

那是陸羽鑿石開泉處

天下第一水。瑑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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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自然美不具有任何種類的審美品性。一處風景的機體的美，與

我們在風景畫大師們的作品裏所感受的審美的美，並不是一回事。甚

至連我們這些觀賞者也能充分地意識到這種區别。我可以漫不經心地

觀賞一處風景並感受到景色的宜人，欣賞著柔和的微風，清新的草地，

令人愉悦的五顔六色，以及鮮花的芬芳香味。但是這時我可能在心中

經歷了一個突然的變化。隨即我以一個藝術家的眼光看這風景———我

開始構思一幅圖畫（Ｉ ｂｅｇｉｎ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ｔ）。現在我進入了一個

新的領域———不是活生生的事物的領域，而是“活生生的形式”（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的領域。瑑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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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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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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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緑屏幛漫山而來

嬅絲羅衣細緻工筆

王原祁般佈局經營

輕雷瞌睡，驟雨龍吟

聲聲敲響芭蕉緑葉

一幅浙派文人畫意

山水依舊在人間；

午後雲收雨霽

新翠直上峰巒

仲夏如黛，眉目含情；

遥想終南多離合草

紅緑相間葉似江蘺

斑駁錦繡一青一赤

可以入藥以解相思瑒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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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６　 余承堯《翠緑山水》
（家畫廊藏）

圖 ７　 王原祁《夏日山居》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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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結構觀念强烈的董其昌和王原祁的山水之所以成爲心中山水，余

承堯的故國風景也成爲“結構山水”。中國畫走到後來變得太泛文化性

了，繪畫以外的活動遠遠超過了繪畫本身的活動。因爲這分離性，余承

堯用形式和結構把風情、逸事、禪語詩意、土地思想、愛國意識、東西方藝

術或文化論等等都趕出了畫面。他重整紀律，穩定了鬆動的視覺元素，

紮實了浮散的肌理，投入了繪畫。瑒瑦

圖 ８　 戴進《畫山水》圖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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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遍古代名家的畫作，余承堯特别欣賞五代和宋朝的山水畫，在他看

來，自宋朝之後的畫作大多了無新意，所畫的山水常含糊的渲染帶過，

既不飽滿，也乏結構。這種畫法和他所體會過的山水實在是差别太大

了，他心裏想著：“我去過的地方，不管是西湖還是華山，不管是廬山還

是洞庭，都是那麽結實、複雜而真實，爲什麽中國畫只會把它畫得虚無

飄渺呢？”後來余承堯有機會去故宫博物院看畫，歷朝歷代的畫當中，只

有宋朝的畫讓他信服，而宋畫當中，又以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圖”讓他

最感佩。瑒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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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Ö|T。>Ës《@Ü*》Xnt"《̂ ÂfÊ》TdæOáX^*j華

¤Ì：

《終南山華蓋樹》又述另有香草名“離合草”，“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

蘺而紅緑相雜。莖皆紫色，氣如蘿勒”，華蓋樹則“葉有一青一赤，望之

班駮如錦繡”。紅緑交錯，真是好好看的彩色香草，偏偏稱爲離合草，離

合離合，一反一覆，一青一紅，讓人心酸。瑓瑡

�¢]g¹É6�M， ,A[Y，É6gwgsþ、×ùëâ@d�，]

¾sÑùdgc———X^*、華¤Ì。Àßþ、×W�YÄ�}ù，ùQv|

\，Q|\cs�hêù，R¾6��hêùdÃ[�g。

íw./，;¯_�á�w*mêÙ(fÅù，VÆ“5 ２：;¯_《µõ

á�》”T®mÒd«�，ñÒÍ¶�*�áø[¤{÷~；“5 ６：;¯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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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詩 ／畫”“現代 ／古典”
多層次的互文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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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張錯《連枝草》中現代詩與中國古典文藝作品互文之文本整理表

張錯《連枝草》詩文本篇名 互涉之中國古典文藝作品

《Êmfó¢Ï�〈{Ó¿〉》 Ï�《{Ó¿》

《mÍM〈;á¸5〉》 ÍM《qá¸5》

《�DÉ》

�LSP《�DÉÓ》

#2m《�DÉ》í�

ÍM《�DÉ�》

《@Ü*———$õá�（ç;¯_á�Ñ
ãdü）》

;¯_《$õá�¶》

《Ö�———µõá�（ç;¯_á�Ñã
dì）》

;¯_《µõá�¶》

Ê¥m，�þDRI

P<《6ùá�Ó》

Ê~��ðAu《mÿ5》~çÉ

P<《6ùá�Ó》çÉ

《)n7À》
^M“�qÁ”*êÑb

ÒÊ[D《PñD》

《µ+〈Ê#R+〉》 Ê《�µ¶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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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錯《連枝草》詩文本篇名 互涉之中國古典文藝作品

《�nm«》
“ÂA�nm«”

.ã、tÃ《¤aÝùúPë+》

《�6¶A———ÐI〈̂  J5〉》
ÐI《̂  J5》

l¤《̂ áÊ�》

《±�Äô》

��《È×±�Ä》

��《nÞ±�¶》

《±�5》

《�.》

“þD�©øù”

“D�”（Ｔｅｋ Ｓｉｎｇ，１８２２）E¥+þD�©
øù

《oEø》
>AÎ“!ÌÕ�ø”

>Lv《!ÌÕ�》

《�n�Ê》
《ÄÅë÷"·!÷�》

“e�&DøÆ”

《x�©ÁJ》 《²�¶R》

《2,ê》 ,ù《áÇëÞ�》

《©WþDøÕù》 “©WþDøù”

（作者：臺灣中興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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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l#Ë、òcA},，Kid!Æ：《Ï�É�》。#$：�Kr+N，１９８５É。

lÅt：《Gï》。]K：]KLMr+N，２００２É。

8O'：《GÉF,》。#$：P¥S>，１９８０É。

ª9®rD：《>Üs©》。#$：«¢Í，１９８８É。

�^[（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w»w：《6"：6m#化m�ú¹》。#$：A¾5S®�f¡N

>，２００５É。

ñ7：《îS^'�,》。¸C：B#5Sf¡N>，１９８５É。

4ô：《õ�Açj{��"：4ô�`�"#�》。#$：C¨5S®�f¡N>，２００１É。

G'D，Kid!Æ：《Ï�#�》。$Â：T華S>，１９８６É。

Ü�¶：《Ís·Æ±·;¯_》。#$：C¨5S®�f¡N>，１９９８É。

Ü�D：《Ta¶"mD》。#$：華mS>，１９８４É。

ÊË：《ì_ÉÀ》。#$：#§,-&S'，１９６５É。

Ê�¹：《�?.,》。#$：#r+Ty，２０１６É。

�õ8：《O;É�》。#$：P¥S>，１９８４É。

�|�，�rD：《Üx¸ò�》，《"&#ÐÑîÒ$S》，Ó ８１２。#$：#§,-&S'，

１９８３É。

>Ë：《�"NQù：>Ë%`#"》。#$：%`®r+N，２０１２É。

>Ë：《@Ü*》。#$：SÜr+f¡N>，２０１１É。

>Ë：《áÙzT©：òL$[é�》。#$：�ár+N，２００６É。

34：《34É�》。#$：Ê¹Sa，１９８７É。

³=�，l��w,：《#y>8¢!》。#$：#Zmr+Nf¡N>，２００４É。

二、論文

�®ï：《�¬ç“ÉA5”É¦"———wç“ub�5”、“ð®5”、“»�5”$V》，《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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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ûa[�¢5\j#化%K———F(É ／¶�#R?[õ.ßej�Àrç》，《:

T#�I》) ６J（２００６É １２n），( １４７—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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