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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拥有属于自己的幽静居所，在其中读书、作文、写字、品

画，避开世俗的干扰，这大概是古往今来所有文人共同的梦想。明代艺术家文徵明绘有一幅《楼居

图》（图 1，纽约私人收藏），展示了文人理想中的生活空间。

展开画轴，但见庄院内树木森森，中有小道，通往一座二层小楼。楼上四面开窗，可眺望隐隐青

山，楼主人正与友人闲话，总角小童在旁捧茶伺候。在主人身后有一张红木桌案，案上摆放着茶杯、

青铜器皿和几摞图书，更多的藏书和画轴则安置在一旁的书架上。庄院四周的围墙和环绕的流水将

之与纷扰红尘隔离开来，而河上的小桥和敞开的院门则暗示着对知己来访的欢迎。整幅画笔触细

腻，用色清浅，很能显出文人的淡雅情致来。画作的左上角是文徵明题写的跋语：

南坦刘先生谢政归，而欲为楼居之，念其高尚可知矣。楼虽未成，余赋一诗并写其意以

先之。它日张之座右，亦楼居之一助也。

以园林为题材的绘画在明代颇为盛行[1]。此类绘画通常都是受园主所托而绘制的，它是园主可

以拿来向客人们展示，引起众人欣赏和赞叹的作品。就像肖像画可以为画中人物增添荣耀一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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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园林为题材的绘画在明代颇为盛行，而文徵明为友人刘麟绘制的《楼居

图》则是一幅特殊的园林绘画。图中所绘的是一座“神楼”，它存在于意念，而非现实之中。

本文通过对《楼居图》赠予对象、创作情境以及图式来源的考察，揭示出这是一幅观念相当

“先进”的图画，它是对当时江南造园之风的一种反叛，从中反映了明代文人的生活理念。

现实中的园林耗费甚多，却终会消亡，而用笔墨营造的“纸上园林”却可以长久流传。有了

这幅《楼居图》，现实中未能达成的梦想在艺术里达成了，现实中未能建起的居所在艺术中

永久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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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明代的园林绘画，可参看两部著作：一是Craig Clunas的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另一部是高居翰、黄晓、刘珊珊合著的《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北京〕三联书店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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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园林绘画也可以提升园林的意义与价值[1]。文徵明为王献臣绘

制的《拙政园图册》、为华夏绘制的《真赏斋图》、为郑子充绘制的

《藂桂斋图》皆是这样一类作品。然而从文徵明为《楼居图》题写

的跋语来看，这幅图绘制的居所尚未建成，它是存在于意念，而非

现实中的园林。这是《楼居图》与其他园林绘画的一个重大区别。

一、“南坦刘先生”

文徵明说《楼居图》是为退休的“南坦刘先生”所作。这位刘

先生是谁？他的小楼为什么没有建成？既然没有此楼，文徵明又

为何要画《楼居图》呢？

刘先生，名叫刘麟，字元瑞，号南坦，是明代中叶颇有声望的

官员。《明史·列传第八十二》对他的生平有详细记载。刘麟

（1475-1561）祖籍湖南安仁，世代居住于南京，曾担任过刑部郎

中、绍兴知府、云南按察使、右副都御使、工部尚书等职。刘麟颇

为人称道，一来他“绩学能文”，在 21岁那年就考取了进士，与顾

璘、徐祯卿并称“江东三才子”[2]。刘麟的文章“冲泊雅澹中有奇崛

气”，“诗拟盛唐，书法宗羲、献”，“尺牍片简，人争宝之”[3]。二来刘

麟工作能力强。在刑部任职时，他就“录囚畿内”，对关押在京城

管辖地区的囚犯进行复核审录，“平反三百九十馀人”。在担任工

部尚书时，他“为朝廷惜财谨费”。当时，宦官官署的财物都贮藏

在后堂大库，主管官员出纳多从中侵吞牟利，刘麟请求专门任命一名郎官来掌管此事，“帝称善，因赐

名‘节慎库’”[4]。三来他不媚权贵。明朝宦官势力强大，而刘麟“清修直节，当官不挠”。早年他曾因

不愿阿谀大太监刘瑾被罢官，直到刘瑾被诛后才复职。在担任工部尚书时，他上呈节约财用的十四

件事，清除了内府诸监局冒领钱财的现象。此举撼动了宦官集团的利益，引发了宦官们的极大不满，

也直接导致了刘麟仕途的终结：

会帝纳谏官言，停中外杂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苏、松织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 中官吴

勋以为言，遂勒麟致仕。[5]

离开官场后，刘麟定居在湖州南坦，过起了“赋诗自娱”的林下生活。

文徵明送给刘麟的这幅《楼居图》绘制于1543年。然而两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3年之前。1510
年，刘麟在前往西安赴任之前，托吴汝琇请文徵明为友人所赠的诗文作叙。在这篇叙文中文徵明交

代了与刘麟相识的缘由：

正德戊辰，金陵刘君元瑞以刑部属出守绍兴，寻以先事忤权幸罢。自被命至去郡，为日

仅五十有六。然而绍兴之人，惜其去，如失慈母。父老子弟，奔走追饯，争致馈遗，君悉麾去

无所取。乃相率饰祠庙，肖君像事之。于是刘君之名，一日闻天下。庚午更化，悉起前时被

斥之人，首擢君知西安府。君初罢官，贫不能归，迤逦至吴兴，吾友吴君汝琇客之。至是，汝

琇与郡逢掖士聚诗为君赠，不远百里走吴中，乞余叙其事。余惟刘君奇才俊望，遭罹盛会，

当有名公硕儒，道誉扬榷，而何以余言为哉？汝琇曰：“此刘君之意也。”“虽然，古之人赠人

[1]《不朽的林泉》，第61页。

[2]《明史·列传第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51页。

[3]〔明〕刘麟：《清惠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二，第21页。

[4][5]《明史》，第5152页，第5152页。

图1 文徵明《楼居图》，纽约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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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得其善则称，知其过则规。余于刘君何居？”曰“刘君不走求王公贵人，而必子焉是征，

其意非直以誉而已。”呜呼！此刘君之所为异于人，而一郡有不足言也……

往余尝从人闻君绍兴之政，而吾友陈君鲁南、王君钦佩、顾君华玉，君乡人也，又为余道

君文学制行之详，窃慕之。其居吴兴，距吴门数舍而近。虽不及接语言，而相闻为稔。故于

君之行也，不嫌于规。[1]

1508年，刘麟出任绍兴知府，因为先前开罪了大太监刘瑾而遭报复，上任仅仅56天就被罢免。刘

麟很得民心，绍兴百姓聚集资财为他送行，甚至为他修建了祠堂，“于是刘君之名，一日闻天下”。

除了通过此事了解到刘麟的政治才干之外，文徵明还从陈沂、王韦、顾璘这三位朋友那里听说了

刘麟的文学才华。陈、王、顾三人被誉为“金陵三俊”，他们是刘麟的同乡，又是文徵明的密友，因此文

徵明和刘麟“虽不及接语言，而相闻为稔”[2]。

文、刘二人的第一次往来是在 1510年。是年，刘瑾伏诛，刘麟重新被起用，将赴西安担任知府。

在刘麟被罢官的两年里，一直寄居在吴兴吴汝琇的家中，吴汝琇亦是文徵明的朋友。在刘麟即将远

行之际，吴汝琇和吴兴的文士们纷纷写诗为他送行，掊聚成集。刘麟对文徵明十分仰慕，向吴汝琇提

出，希望请文徵明为这部诗集作叙。为了达成刘麟的愿望，吴汝琇特意从吴兴赶往吴中，文徵明欣然

提笔。文、刘二人虽未谋面，但此次作叙可以看作两人正式交往之始。从此，两人保持了长达三十多

年的友谊。在刘麟的文集中收录了数首赠文徵明的诗作[3]。光阴荏苒，刘麟八十岁大寿之际，文徵明

亲往贺寿，并绘制了《楼居图》作为生日礼物。

二、《楼居图》的创作情境

已故的美术史家高居翰先生（James Cahill）在《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一文中提醒我们：中国

的山水画，并不全然用于静观，是画家内心世界的体现，它们同样具有世俗的功能。为了理解一幅山

水画的功能，我们必须探寻如下问题：它是怎么创作的？在什么情境中创作的？它在当时的社会情

境中起什么作用？[4]我们不妨带着这些问题去考察一下文徵明的《楼居图》。《明史》“刘麟传”中提到

了文氏的这幅画作：

（刘麟）家居三十馀年，廷臣频论荐。晚好楼居，力不能构，悬篮舆于梁，曲卧其中，名曰

神楼。文征明绘图遗之。[5]

刘麟虽然做官多年，但廉洁奉公，经济并不宽裕。晚年虽“欲为楼居之”，但因为财力所限，终不

能办。关于刘麟致仕后的生活情状，張寰在《南坦翁履略》中有详尽描述，颇可见南坦先生的为人：

（刘麟）入仕四十年，而生理不逾中人。栖于坦上，一室颓如也。郡守万君某往候之，病

其隘，为筑台，始有台。邑令杨君某载酒往共酌，病其隘，为起堂，始有堂。巡按御史张君某

为树绰楔。未几，火。周君某将捐金复之，翁力辞，周不能强。杨纪其事，铭诸石。杨为亭，

始有亭。居涧谷之间，杨数临访，因病涉，乃架桥于门，始有桥。[6]

刘麟贫困，其居所的台、堂、亭、桥都是在地方长官的资助下修建的。至于小楼，则成为他始终无

[1]〔明〕文徵明：《送刘君元瑞守西安序》，《甫田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09页。

[2]关于文徵明与“金陵三俊”之间的交游，可参看蔡清德的《文徵明与金陵书家交游考略》一文。文章刊载于〔南

京〕《艺术百家》2007年第5期。

[3]《清惠集》卷一《和文内史、陆春官》、《寄文衡山》，卷二《寿文衡山》、《与文衡山三首》。

[4]〔美〕高居翰：《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范景中、高昕丹编选《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5]《明史》，第5153页。

[6]《清惠集》卷十二，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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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达成的梦想。从《明史》的记载来看，刘麟是个旷达之人，他想了一个办法——“悬篮舆于梁，曲卧

其中”[1]，还很幽默地将之命名为“神楼”。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中也提到了这座“神楼”：

神楼乃刘南坦尚书制为修炼者，用篾编成，似陶靖节之篮舆，悬于屋梁，仅可弓卧，其上

下收放之机，皆自握之，不须他人。文征仲写其图，诸词人多咏歌之，皆不得其旨。[2]

周晖言“文征仲写其图”，认为文徵明将刘麟曲卧篮舆的形象绘制成图，这实在是个误解，想来他

并不曾亲眼见过这幅《楼居图》，只是想当然耳。陈应和亲临了文徵明向刘麟赠画的现场，作为目击

者，他的叙述阐明了文徵明创作《楼居图》的具体情境：

余任部郎，转知池阳郡，南归时适南坦刘公八袠初度。苏内翰文衡山先生同集寿燕，绘

写《层楼图》为公祝。曰：“翁尝心慕楼居，无力筑作。今值上寿，徵明无以为贺，绘公神像于

层楼之上，命之曰神楼，祝公如仙。”[3]

原来，“神楼”并非悬于屋梁的篮舆，而是文徵明为了完成刘麟的心愿，在图画中为他描绘的楼

宇。“神楼”之名亦源于文氏的创意。文徵明在图画上还有一首题诗：“仙客从来好阁居，窗开八面眼

眉舒。上方台殿隆隆起，下界云雷隐隐虚。隐几便能窥日本，凭栏真可见扶余。总然世事多翻覆，中

有高人只晏如。”

“仙客从来好阁居”中的“仙客”二字点明了刘麟的人生志趣。杨慎在《后神楼曲》中的小序言：

“司空南坦刘公（元瑞）慕陶贞白茅山楼居，足不履地之事，而未构楼也，待诏文衡山为绘《楼居图》，俾

神栖焉。”[4]陶贞白即南朝时著名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他曾隐居在句曲的华阳洞天，“筑危楼三层自

处其上，百应遂绝。间一听吹笙而已。庭院皆植松，每一听松风，欣然自乐。”[5]陶弘景是道教的代表

人物，刘麟视其为偶像，因为他“早参玄理”[6]，对道家修炼之术兴致勃勃，“平生善反观内照之术，秘不

以告人”[7]，“注释丹经种种，凡若干万言，不轻以示人”[8]。

因此，文徵明在老友刘麟八十寿辰之际绘制《楼居图》，并“祝公如仙”，这份私人定制的大礼，既

与情境相符，又与受赠者的志趣相合，可谓匠心独具也。这份礼物产生的效果颇为轰动：刘麟很满

意，“欣然拜而纳之曰‘诚余之素志也！’”[9]。在场的宾客纷纷就此事吟诗作曲，一时间成为地方焦点

新闻，“三吴缙绅家忻慕风雅之盛，步韵而咏者，无虑数百馀章”[10]。甚至，连远在云南的文人杨慎也题

诗唱和。“神楼”之名广为传布，“乡民具瞻，莫不叹曰：有官鼎鼐，无地楼台，南坦公之谓乎？”[11]刘麟的

名望和声誉随着这座图画里的楼阁而大大提升。

三、《楼居图》的图式溯源

在《楼居图》中，文徵明采用了间隔形的构图：低矮的篱墙将刘麟的居所与外界间隔开，小楼及楼

主人被安置在隔离（closed-in）的部分，开放的（opening-out）部分有一座小桥，似乎正等待着远客的来

访。这样的构图经常被运用于表现隐居题材的绘画中。

[1]《明史》，第5153页。

[2]〔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第44至45页。

[3]〔明〕陈应和：“大司空南坦刘公神楼颂”，《清惠集》卷十二，第32页。

[4]〔明〕杨慎：《升庵全集》卷二十四，（万有文库本）第237页。

[5]〔明〕夏树芳：《名公法喜志》卷二，（明万历刻本）第1页。

[6]〔明〕李默：《大司空南坦刘公小传》，《清惠集》卷十二，第23页。

[7]〔明〕顾应祥：《大司空南坦刘公墓铭》，《清惠集》卷十二，第13页。

[8]〔明〕张寰《南坦翁履略》，《清惠集》卷十二，第31页。刘麟本人颇善道术，据雷礼《大司空南坦刘公墓表》记载，

时“元辅石斋杨公一日过其门，见双藤倚户，飘香载道，问曰：‘此为谁?’曰‘刘卿也’，石斋叹赏，遣人致意而去”。见《清

惠集》卷十二，第18-19页。

[9][10][11]《清惠集》卷十二，第32页，第33页，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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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近水构成了一个合围，加上

森森林木的环绕，凸显出处于中心位

置的楼阁。此种布局让人自然地联想

到唐代王维绘制的《辋川图》（图 2，唐
摹本，日本圣福寺藏）。

《辋川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文化内

涵极为丰富的一个经典图式。它与王

维的个人魅力紧密相连，是文人士大

夫隐逸理想的代表。《辋川图》描绘的

辋川溪谷，位于长安南边的南田县附

近。初唐诗人宋之问在此置别业，名

为蓝田山庄。后为王维所得，据《旧唐

书·王维传》载：

（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

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

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

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1]

在为《辋川集》撰写的小序中，王维说：

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

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

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2]

值得注意的是，辋川别业里的景点，大部分不是既成地名，而是由王维本人命名的，比如斤竹岭

借鉴自谢灵运的“斤竹涧”，漆园取意于庄子曾任漆园吏的传说[3]。通过命名和以诗歌的方式描绘，王

维把辋川别业营造成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理想空间。除了描写辋川景致的诗歌外，王维还留下了

一封文辞优美的信札，邀请好友裴迪同往山中踏春：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

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

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

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

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

中有深趣矣！无忽。因驮黄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维白。[4]

王维描绘了辋川如画的风物，写出了隐居生活的闲情逸致。辋川生活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巨大

的诱惑力。其实，隐士自古并不少，而王维之所以备受推重，一来是因为他在诗歌、绘画等艺术领域

的非凡造诣，二来因为他的“隐”是在经历了世事多变后的皈依。王维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很淡泊，很超脱。但这说的是“晚年”。年轻时的王维充满英雄主义梦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

闻侠骨香”；在仕途上斗志昂扬奋发向上，“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可他不幸地碰上了

“安史之乱”，被迫在叛军手下出任官职。叛乱平息后，王维虽保住了性命，但政治前途就此黯淡，这

[1]《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文苑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2页。

[2]〔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241页。

[3]〔日〕入谷仙介：《王维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页。

[4]《王右丞集笺注》，第332页。

图2 王维《辋川图》，唐摹本，日本圣福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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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楼居图》考

才渐渐看破红尘，开始了诗意的栖居。

对于像刘麟、文徵明这样经历过宦海沉浮，经历过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的士大夫来说，王维无

疑比一般的隐士更令他们钦慕[1]。就拿刘麟来说，他隐居南坦，在地方长官的资助下修建了台、堂、

亭、桥，这些建筑都由他亲自命名：“台曰读书，堂曰广心，亭曰浣露，桥曰龙津”[2]。他像王维那样过着

超尘脱俗、优游林下的生活：

林居茍完，尽谢生事。夙无宠姬，外无歌童，帑无厚储，庖无珍味，韦布犹书生，惟灌畦

赋诗为乐。非庆吊不至城郡，郡邑之政无巨细悉屏不闻。门无俗辙，独文儒有至，则倾倒尽

欢。[3]

王维的辋川记忆既记录在诗歌中，亦保存于绘画里。他绘制的《辋川图》最早见载于《历代名画

记》：

蓝田南置别业，以水木琴书自娱。工画山水，体涉今古。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挥工人

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復务细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4]

王维的《辋川图》最初绘制于寺庙的墙壁之上，可能也有纸本的图画。不过图像传承毕竟不同于

文字，《辋川图》的真迹早已失传，各种摹本和临本构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图本系统。不止今人，即便

在文徵明生活的年代，人们对《辋川图》的认识也有赖于前代的临摹之作[5]。

尽管《辋川图》的真迹渺不可寻，但它已经成为艺术史上的一个经典图式，包含着对隐逸生活、对

纯净的精神世界的向往。文徵明对于《辋川图》十分熟悉，他一生中至少四次临摹过《辋川图》，分别

是在1528年、1534年、1546年、1554年[6]。而当他为刘麟绘制《楼居图》的时候，也有意识地采用了《辋

川图》的图式。这一图式在当时必为士大夫所熟知，能够很自然地唤起他们对王维笔下辋川山水的

记忆。当刘麟观赏这幅画时，心里定是欣慰而欢喜的，因为画作暗示着他和王维一样是个有着高尚

趣味的隐士。他的楼阁虽未建成，但已具有和辋川一般的精神魅力。

四、“咫尺丹青足卷舒”

文徵明借用《辋川图》的图式为老友刘麟绘制了《楼居图》，使得刘麟营造小楼的梦想在图画中得

以实现。这份精心设计的礼物竟然在文人雅士中产生了轰动效应，纷纷做诗点赞。他们赞的不止是

礼物，更是礼物背后蕴藏的观念。

文徵明在赠画的同时，做歌一首，有句云“仙人谩说爱楼居，咫尺丹青足卷舒”[7]。爱楼未必要造

楼，把楼绘成图画，足以寄托情怀。换句话说，绘画可以成为现实生活的补充甚至替代。它耗费甚

小，意义却很大。陈宏绪在《寒夜录》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理念：

文衡山先生停云馆，闻者以为清閟。及见，不甚宽敞。衡山笑谓人曰：“吾斋馆楼阁，无

力营构，皆从图书上起造耳。”大司空刘南坦公麟，晚岁寓长兴万山中。好楼居，贫不能建。

衡山为绘《层楼图》，置公像于其上，名曰神楼。公欣然拜而纳之。自题《神楼诗》，有“从此

不復下，得酒歌明圣。问余何所得，楼中有真性”之句。[8]

[1]文徵明曾赴京为官三年（1523-1526），终因不适应仕宦生涯而致仕返乡。详见〔英〕柯律格著《雅债：文徵明的

社交性艺术》第四章“官场”，〔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7-106页。

[2][3][7]《清惠集》卷十二，第29页，第29页，第32页。

[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5]关于《辋川图》的流传与阐释，可参见吴晓明《明代中后期园林题材绘画的研究》，〔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4年
版，第27-33页。

[6]周道振：《文徵明书画简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8]〔明〕陈宏绪：《寒夜录》卷上，载《丛书集成初编》第295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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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云馆是文徵明的书斋居所，原是其父文林所筑，停云典出陶渊明的诗：“霭霭停云，濛濛时

雨”。停云馆因为文徵明而声名大噪，可真正去过的人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宽敞宏丽的馆舍。对此，

文徵明自有一番通脱的见解。他说我没有财力营建斋馆楼阁，但我可以在印章上刻上斋馆楼阁的名

称，不就等于拥有了它们么？精神上的富足，甚于物质上的占有；艺术的创造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文徵明才会绘制出《楼居图》这样独特的作品。

文徵明生活的时代正是江南造园风尚兴盛之时。士大夫致仕家居，多购置楼房，营造别墅，消遣

馀生。此风气在三吴地区尤盛，据当时人记载：“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

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延木

石，聊以矜炫一时耳。”[1]许多文人士大夫都被卷入了这场规模浩大的造园竞赛，有的以豪奢争先，有

的以奇巧夺目。

刘麟因为经济情况窘迫无力造楼，在这场竞赛中似乎就要落败下来。然而，当文徵明将刘麟向

往的楼阁画进画里，并将之命名为“神楼”时，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占据了上风——这是“精神之楼”对

“物质之楼”的胜利。在文徵明看来，斋馆楼阁是精神的栖息之所，而非炫耀财富的手段，既然如此，

从“图书上起造”或是将之绘成“咫尺丹青”都未尝不可。《楼居图》是一幅观念相当“先进”的图画，它

其实是对造园之风的一种反叛。尽管文徵明在题跋中声称“（此画）它日张之座右，亦楼居之一助

也”，可他心里很清楚与现实中的构建活动相比，艺术里构建活动毫不逊色，甚至更加高尚不俗。

相比于现实中的楼阁，艺术中的楼阁还有一大优势——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世的变迁而消

亡。明人孜孜营造的园林逃不过蔓草瓦砾的命运。明朝灭亡后，清军南下，江南园林遭遇了一场大

浩劫。叶梦珠对此感慨良多：

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阒阅列腥，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

得。缙绅家，交知密戚，往往争一椽一砖之界，破面质成，宁挥千金而不恤。一旦遭逢兵火，

始而劫尽飞灰，继之列营牧马，昔之歌舞之地，皆化为荆榛瓦砾之场。[2]

苑囿之兴废是自古而然的规律。王维的辋川别墅早已灰飞烟灭，可诗歌、绘画中的辋川却光耀

千古，勾逗起后世文人的无限向往。明人耗费巨资构建的园林化为荆榛瓦砾之场，而文徵明绘制的

《楼居图》却流传了下来，并将继续流传下去。陈宏绪说：“尝观吴越巨室，别馆巍楼，栉比精好者何

限，卒皆归于销灭。而（文、刘）两公以图书歌咏之幻，常存其迹于天壤，士亦务为其可传者而已。”[3]

“士亦务为其可传者而已”，道出了士大夫钟情诗歌与绘画的原因：因为惧怕湮没和销蚀，人们总想挽

留住记忆。在时间强大的力量面前，文字、图画比石头更加不朽。

万历年间的刘士龙有感于古来盛极一时的名园都鞠为茂草、荡为冷烟，便用文字在纸上虚构一

园林，虽是乌有之园，但文字永流传，“乌有园”便不会化为乌有。况且造这样的园林极其便易，“不伤

财，不劳力”，只要“景生情中，象悬笔底”就行，“固最便于食贫者矣”[4]。早在刘士龙之前，文徵明就已

经意识到了“纸上园林”的优越性，他赠予刘麟的《楼居图》就是用笔墨营造的“纸上园林”。有了这幅

《楼居图》，现实中未能达成的梦想在艺术里达成了，现实中未能建起的居所在艺术中永久屹立，而刘

麟的情趣和志向也借着这幅画传达给了后世之人。

〔责任编辑：平 啸〕

[1]〔明〕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十二，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刊本，第9页。

[2]〔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7页。

[3]《寒夜录》，第7页。

[4]〔明〕刘士龙：《乌有园记》，载《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明代》（下），〔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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