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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生活

沐浴，身心之美
□ 李明彦

虢季子白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沐浴是自由的个体权利，历朝历代的礼仪制度
都对它有各种规范，既私密又公开，伴随了人从生
到死。呱呱坠地，要“洗三”，“昨闻万里孙，已振
三日浴”（苏轼 《贺子由生孙》）；婚后，则“男女
夙兴，沐浴衣服”（《礼记·内则》）；待客则要“三
日具沐，五日具浴”（《礼仪·聘礼》）；春至，要洗
濯祓除，“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
甫 《丽人行》）；暑溽则“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以
自 沃 ”（王 粲 《大 暑 赋》）； 上 朝 要 “ 沐 浴 而 朝 ”
（《论语·宪问》），五日一“休沐”（应劭 《汉宫
仪》）；祀神祭祖要“斋戒沐浴，洁清致敬”（《春
秋繁录·四祭》）；举行丧礼，则要沐尸以示“洁净

吴王夫差鉴

上海博物馆藏

从洁身到健身：
沐浴的身体美学指向

沐浴的首要功能是洁身。王充在 《论衡·讥日
篇》 中说：“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也；盥，
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实等也。”
除洁身外，汤中加入各种药物香料具有健身强体的
功效，如 《九歌·云中君》 中提到的“兰汤”，赵飞
燕、赵合德姐妹发明的“五蕴七香汤”“豆蔻汤”
等。在舒筋松骨、活血畅脉的沐浴之后，身体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重要性，感性体验与身体愉
返本”（《白虎通·崩薨》）。可见，沐浴作为一
悦直接相通，从而幻化成生命的喜庆和艺术的语
个日常生活实践，有着丰富的美学内涵。
符，使之充满了生活美学意蕴。
对沐浴后人体美的展现和感性愉悦的描绘，在
从白盘到浴盆：
中国古代绘画中屡见不鲜。它通常以美人出浴为对
沐浴的器物美学观照
象，美人出浴当属贵妃出浴最为流行。唐周昉的
《贵妃出浴图》 中，出浴的贵妃黛眉远岫，绿鬓春
烟，宛似浮波菡萏，有如出水芙蓉，女性出浴之妩
原始初民的浴具以实用为主，但也不乏审美元
媚尽现画中。清康涛所绘 《华清出浴图》，画中杨贵
素，各类浴具上往往刻有各类几何纹，直线、曲
妃的云鬓蓬松，罗纱轻挽，珠圆玉润，酥骨缱绻，
线、水纹、三角纹、漩涡纹、锯齿纹等等。现存最
透露出含蓄慵懒之美。清李育的扇面画 《出浴图》，
古老的浴器“虢季子白盘”，青铜质地，盘口呈圆角
线条曲折宛转，以艳丽的色彩突出了体态丰腴、凝
长方形，曲尺形足，饰有波曲纹，沉雄厚实，线条
脂如玉、秀眸惺忪的贵妃出浴时的娇媚动人与形体
雄健。春秋到两汉时期的浴具，无用之用的美学功
之美，尽显女性阴柔之美，给观者以强烈的感官体
能更加凸显。如吴王夫差鉴，两侧口沿旁刻有两只
验和审美享受。
小龙，前足在口沿，后足蹬着器壁，作探头状，如
“贵妃出浴”在诗词中也数不胜数。“春寒赐浴
同窥浴，神气活现，生动活泼，充满了生活情趣。
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
还有一些浴具如陶杅、沐盘等往往饰以贝纹、蟠螭
新承恩泽时。”（白居易 《长恨歌》）“帘影罢添新翡
纹、夔纹等纹饰，装饰繁复华丽，姿态万千，简直
翠，露华犹湿旧珠玑。”（徐夤 《华清宫》）“百媚千
就是观赏艺术品。
娇出浴时，君王凝盼转魂迷。”（周端臣 《题真妃出
唐宋以后，沐浴文化极大发展，浴具也变得越
浴图》）“温泉暖滑留余香，芙蓉出水红生光。”（姚
来越考究和精致。这些在流传下来的绘画中都有直
勉 《题杨妃出浴图》）“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
观的体现。唐代的 《麟趾图》 中出现了莲花造型的
浴婴盆，因莲蓬多籽，莲花造型为多子多福之寓； 玉为魂。”（曹雪芹 《红楼梦》） ……这些都是脍炙
人口的佳句。“贵妃出浴”从唐经由宋后，从对人体
宋代的 《妃子浴儿图》 里的浴婴盆饰有各种花瓣纹
美的赞誉一跃成为“至美”的代名词。如明代戏剧
样，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明代 《顾氏画谱》 中的
家朱权赞王实甫 《西厢记》 时说：“王实甫之词如花
浴盆，外壁和底足上有繁复华丽的植物纹饰，美轮
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
美奂。
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蒲。”（《太和正音
浴具的发展史显示出古人对器物实用性和形式
谱》） 正是用“贵妃出浴”来喻指文章之妙，得句
美和谐统一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原始时期的浴
之佳。
具以陶制为主，古朴实用，线条粗粝，有一种粗放
的古朴美；商周时期，青铜浴具较多，镂刻精美，
狞厉神秘，造型肃穆，有一种崇高美；秦汉时期，
从净身到净心：
浴具形式多样，外形简洁，线条流畅，造型优美，
沐浴的心灵美学诉求
比例和谐；唐宋以后，浴具的纹饰造型更是雕琢精
湛，繁复华丽。这些浴具既是生活常见之物，又具
沐浴是水与身体的“原始声色史”。水无色透明
备充分的形式美感，将生活之物纳入了审美的脉
的性质和清洁功能，使得世俗的想象力在这一物质
络，是日常生活的细腻化和精致化，也是生活与审
面前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水几乎天然地被所有民族
美的合一。

视为神圣纯洁之物。那么，沐浴也不再囿于洁身的
目的，很自然地由“身”而“心”被视为有“净
心”的功效。从“洁身”与“净心”，意味着不仅将
沐浴作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意识与生活方式，建构起
日常生活的审美之维，更重要的是，沐浴要超越凡
俗的日常生活而实现心灵的超越与精神的自由，达
到身与心的和谐统一。
“儒有澡身而浴德。”（《礼记·儒行》）“汝齐
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庄子·知北游》）
均是用洗澡去污来比喻修身养性、洁身自好，并由
此推及人生与宇宙。苏轼曾有作 《如梦令》 两首来
描绘沐浴后的畅快感受与人生体悟：“水垢何曾相
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
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自净方能净彼。我自
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
洗。俯为人间一切”。苏轼以调皮诙谐的口吻借佛浴
事喻禅机，由肉身而至心灵，由生理而心理，明心
见性，既写出了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同时
也暗含了自己对直至心灵本体的审美人生的追求。
佛教对沐浴特别重视，将沐浴看做“净身”进
而“净心”的重要途径，认为沐浴不仅是舒筋松
骨、活血畅脉的身体享受，也意味着荡涤污垢、洗
心革面的精神升华。通过沐浴，既可生清静之心，
又可去昏沉之业。如今，很多地区每年农历四月初
八佛祖诞辰都会举行“浴佛节”。这一天，是僧人与
俗众狂欢的日子。僧尼云集，焚香张彩，供佛诵
经，沐浴佛像；挈老扶幼，士庶骈集，香花罗列，
热闹非凡。沐浴正是神圣与世俗的连接纽带。
沐浴作为生活事件，有充足的生活美学属性，
在儒家那里又常常上升成为一种超脱的人生理想。
孔子在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谈人生理
想时，唯独对曾皙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人生志向大加赞赏。孔子将“沐浴”视为人生理想
和至美的人生境界，既突显出它充足的生活美学意
蕴，同时也意味着它有超越凡俗生活达到人生至境
的可能。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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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喜爱古锁，20 多岁起醉心于古锁收藏。30 余年来，来自
江西抚州的“锁痴”熊文义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搜集到古锁万余
把，倾尽力量保留濒临消失的民间智慧。
走进熊文义的储藏间，满满当当一屋子的藏品从桌面、箱子
里一直铺展到地板上，让人几乎无处下脚。木的，铜的，铁的
……各种材质和色泽的古锁仿佛都凝结着久远的时光。“我这里最
少有 1 万把锁，100 多个种类，最早的是汉代的。”熊文义一面自
豪地介绍，一面小心翼翼地展示几件心爱的珍藏，“这是倒拉锁，
钥匙很细小，带着个钩子，从上面插入锁孔提拉开锁；这是双开
锁，单凭一把钥匙打不开，还需要按动底部的一个机关；这把很
大，是清代山东地区的城门木锁……”一把把古锁，外表朴实无
华，内里却暗藏玄机，令人称奇。

“锁住”民间智慧
□ 朱昊晨 刘

茜

对锁的痴迷要追溯到少年时代。那时候，熊文义就常常攒下
钱从别的小朋友手里买邮票、糖果纸、小铜锁等小玩意儿。上世
纪 80 年代，熊文义上大学期间，开始古锁收藏，从此一发不可收
拾，将一生的热忱都献给了这件事。
使用木锁的老百姓，都是古代社会最基层的人民群众，这些
木锁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不看看，很难想象他们怎么这么聪
明。”熊文义回忆说，2015 年，在一个古锁展示会上，中外参会者
见到他带去的木锁藏品无不叹为观止；尤其是在西方人眼中，木
锁与其熟习的金属锁大相径庭，他们不敢相信东方的木锁竟有如
此高超的理念与技艺。
事实上，古锁的价值远不止其本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均说，中国的制锁业历史悠久，收藏保护古
锁不仅可以清晰地观察几千年来制锁工艺的流变，传承其中的工
匠精神，更可以切入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探寻诸如
国家仓储、警卫制度、民间治安状况、审美取向等不同层面的历
史文化问题都具有价值。
现在的熊文义，视锁如孩子如家人。每当拿到新锁，他就如
痴如醉地研究；遇到“残锁”，就进行修补，甚至还会自己给无匙
锁配钥匙。“我想在全国范围内开 1 至 3 家古锁博物馆，让大家都
了解先祖的智慧。”熊文义说。

“走出去”的川剧
□ 黄

华清出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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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训

王阳明：立志读书学圣贤
□ 牛冠恒
“读书学圣贤”如何才能实现？王阳明给出的方
王阳明曾说：“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
法是：先立志。在写给弟弟王守文的 《示弟立志
弗立欤！”但立志读书学圣贤并非易事，“夫立志亦
说》 中，王阳明提出：“夫学，莫先于立志。”“君子
不易矣”。外在的困难是要面临科举考试的挑战。如
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通观王阳明的著
何处理读书学圣贤与科举考试的矛盾，王阳明认
作，君子之学，又叫圣学、圣人之学、圣贤之学或
为，只要悟到了良知，读书与科举并不相妨，读书
正学，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王阳明认为， 时心也不会为科考所累，“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
常人只要明白自己本有良知，通过读书学习致得自
业，不为心累”“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
己的良知，并按良知行事，就是圣人或君子。
王阳明本人是直到第三次参加会试，才以会试
在王阳明看来，掌握了圣人之学的秘诀，只要
第二名、殿试第十名登第。尽管如此，王阳明从不
立志去求，便能达成目的。“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
以科举考试来要求他的晚辈，而是要他们立志学圣
立得志而已。”《教条示龙场诸生》 第一条讲的便是
贤。在 《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中，他这样告诉养子
立志：“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在
王正宪：“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
《启问道通书》 中他也主张：“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
上，则亦有足喜也。”立志向上便是读书学圣贤。又
头脑，只是立志。
”他的
《忆别》
诗中也有：
“贤圣
怕他的子侄们学圣贤立志不坚，他在家信 《赣州书
王阳明画像
示四侄正思等》 中要求他们把其写给弟弟王守文的
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谩言心。”
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 （1472 年—1529 年） 出生
王阳明对为学先立志格外看重，他曾不厌其烦 《示弟立志说》 抄录下来：“吾尝有 《立志说》 与尔
十叔，尔辈可从钞录一通，置之几间，时一省览，
于诗书世家，祖父王伦以教书为生，父亲王华是成
地向其亲朋好友宣讲立志说，在 《寄张世文》 信中
化辛丑科状元。身为状元之子，王阳明自小就接受
他这样写道：“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自古及
亦足以发。”
了良好的儒学教育。与时人不同的是，他读书学习
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王阳明年少便立下“读书学圣贤”的志向，并
却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王阳明 11 岁在京师读书， 也。”在 《与克彰太叔》 信中，他对既是其族叔祖又
把它当作一生的追求，既成就了他心学大家的地
曾问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私塾老师说：“惟
是他弟子的王克彰如是说：“学本于立志。”并且还
位，也为后世树立了读书学习的榜样。在提倡素质
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并不认同，认为“登第恐未
教育的今天，王阳明的做法或许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特别叮嘱：这是他最近新体悟出来的为学之道，一
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定要坚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豁 刘恩黎 周闻韬

从阿姆斯特丹到布达
佩斯，从德国科隆剧院到
美国林肯艺术中心，近年
来 《凤 仪 亭》《李 亚 仙》
等传统川剧名段进入西方
艺术殿堂，获得好评。
“没想到语言并没影
响海外观众对表演的理
解，这充分体现了川剧的
迷人之美。”有着“川剧
皇后”之称的重庆市川剧
院院长沈铁梅说。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
代表性传承人，曾三获中
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
的沈铁梅是国内川剧界的
“领军人物”。
川 剧 有 300 年 历 史 ，
流行于中国西南地区。明
末清初，各地移民入川过
程中，江苏、江西、陕西
《凤仪亭》 剧照
等地南北声腔与四川方言
（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
土语及说唱曲艺相互融
合，逐步形成了川剧“昆
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腔特色。
2004 年，沈铁梅和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合作在荷兰公演，尝试
将原生态的川剧“高腔”和西方交响乐融合，一曲 《凤仪亭》 惊
艳阿姆斯特丹。“那晚简直‘疯了’。人们都惊叹于川剧的表演，
一些观众还跑到后台来‘堵’沈院长要学习唱腔的发声方法。”重
庆市川剧院博物馆馆长袁文革说。此后，川剧的海外商业演出邀
请不断，荷兰、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匈牙利、美国、加拿大
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上演了川剧。
不管是跨界交响乐还是联手好莱坞导演，又或是使用现代的
光影技术，创新与融合的理念让传统川剧更具现代活力，让西方
观众读懂了川剧。不少人对川剧的印象停留在“变脸”“吐火”等
令人惊叹的技巧。沈铁梅说：“这只是川剧的很小一部分，不能代
表整个戏剧。川剧是一个‘唱、念、做、打’的综合艺术，只有
全面立体地呈现才能让西方观众对中华文化、综合审美有一个全
方位的认识，从而对咱们的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走出去”让川剧赢得越来越多的外国“粉丝”。爱尔兰姑娘
席德专程跨越万里前来拜师，在重庆川剧院一学就是几个月；瑞
士男孩瓦伦丁边学边演，迷上了 《白蛇传》 中许仙的角色……
“优秀的艺术能跨越国界与种族。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川剧，丰富
它、美化它，让这个有 300 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传承下
去。”沈铁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