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干、面筋和粉皮是“不起眼”的副食，
但天津人过大年的饭食离不了。象征新年
素素净净、平平安安的素馅饺子里少不了香
干、红粉皮；寓意富贵久长、初二宴请姑爷的
捞面席的三鲜肥卤里缺不了面筋块，也必上
糖醋面筋丝，佳节期间这“老三样”可谓响当
当的“名吃”，实在大有人缘。

逢年过节，昔日北大关信和斋孟家酱园

的三水五香豆腐干便供不应求。信和斋开
业于清乾隆年间，因每块香干中心压印有
“孟”字为记，所以老百姓俗称为孟字香
干。所谓“三水”就是制作过程中的三煮三
晾。豆腐干用文火初煮后晾干，然后再煮
再晾，如此“二水”过后在豆腐干上撒细盐
腌制入味，再煮再晾，煮制过程中的糖色、
桂皮、丁香、白芷、大茴等作料也样样齐
全。酱红油亮的香干四边圆角，
表面有紧压过的布纹痕迹，口感
有韧劲儿，不碎不裂，存放数日，
香气依旧。天津人包过年饺子必
用孟字香干，切碎后放入饺子素
馅中格外好吃。且平日里来盘香
干炒肉丝或拌些凉菜，也清香诱
人。好饮者常以香干就酒，不切
丝，不切片，喝口直沽高粱酒，咬口

香干，其乐融融。
面筋是用白面慢慢洗成纤维后油炸而

成的。面筋坊里有几个敞口大缸，用于和
面、洗面筋。二三十斤的面块需壮小伙子
洗好一阵子，粉汁分离后，面只剩下了纤维
才算洗净。文火油炸，用大笊篱不断将浮
起的面筋泡向下按，以利炸透，冷却后的面
筋不绵软才符合“卫嘴子”的口感。特别是

过年，天津人吃捞面讲究吃
“四碟捞面”，四样拌面的炒菜
里必有糖醋面筋丝、香干炒肉
丝或韭菜炒香干。再说老年
间的面筋坊也卖“水面筋”，所
谓水面筋是将洗成的面筋切
成一个剂一个剂的，用布紧包
成如豆腐块大小的方块，在淡
盐水中稍煮定型而成。人们

买回水面筋切丝、切块，过年做饭与肉、鸡一
起炖，或与青菜同炒，非常受欢迎。

除了包素饺子用红粉皮，它也是“四碟
捞面”大席上的俏色。人们总会在拌面的菜
码上点缀一些红粉皮，为节日添喜庆。相声
大师侯宝林早年在津演出期间爱吃津味捞
面，他曾幽默地将那各色菜码与红粉皮比喻
为像外国人送的鲜花一样。

香林苑曾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南
北运河在它面前交汇，注入波涛滚滚的海
河。香林苑又是清代天津文人的雅集之
所，无数诗歌佳作记录了天津文化的兴
盛。今天，这处津门胜迹虽已消失殆尽，
但是，它对繁荣地方文学所起的凝聚作
用，却永远载入了天津的文化史册。
地处三岔河口以北的香林苑，在清朝

康乾时代是一处有石有水、有草有树、有
花有禽的道家园林。苑内有若楼居、玉笈
山房、抱瓮园、磐台、望雪亭、草花亭、草花
渠、乱云岛、竹圃等多处景观。还有苑主
亲自开辟的十余亩菜园，养着仙鹤等，文
人们盛称这里是“津门之小天台”。
香林苑的创始人是康熙初年天后宫道

士李怡神。李怡神的弟子王聪，字玉笈，号
野鹤，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琴、棋、书、画
无所不能，对诗歌尤精，所作律诗高洁古
瘦，落韵稳、响，得自然之妙。这位野鹤道
士就是后来香林苑的苑主。由于他好风
雅、喜结纳，津门的文人学士经常到香林苑
分韵、唱和。特别是盛夏时节，诗人们纷纷
到此纳凉小聚；隆冬之季，来此赏雪、吟
诗。当年，天津文坛的兴旺，与香林苑这一
“文化沙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清初至清朝中叶近二百年中，不但
天津诗人与香林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些南北名流学士也来此结识天
津诗人。如外埠诗人钱陈群、于凝祺就是在香林苑与天津龙震、查曦等
人相识并结下友谊的。数十年后，乾隆皇帝巡幸天津时，也多次到这座
道院进香，写下了《香林苑瞻礼作》等诗篇，还特意为该苑赐名“崇禧
观”。观内的匾额、石碑、楹联均为乾隆皇帝亲书。

令人惋惜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崇禧观一带成了帝国主义者的
驻地。同治八年（1869），望海楼、崇禧观等建筑被法国人拆除，在原址
建造了天主教堂和领事馆。至此，香林苑便不复存于世间。

“啊，克拉玛依，我不愿意走进你。你没有草，也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这首当
年全国传唱的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其中“鸟儿也不飞”的景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几位朋友茶社小聚，又说起了椋鸟，不由想起数年前初知椋鸟。
2019年的一天，不经意间，在天山网上看到了9月10日的一则消息——《快看，惊

动央视的粉红椋鸟飞来克拉玛依》。对此，我当然很诧异，数十年生活在克拉玛依，以前
似乎没听说过这种鸟，我见过吗？

兴致陡然大增，又在网上搜索了一番，其实早在2018年，相同的信息，克拉玛依的
媒体就已经多次报道过了。

2018年9月12日，克拉玛依市文明网刊发的一则报道为《紫翅椋鸟缘何也来克
拉玛依》。

就在这则报道发出的两天前，上万只紫翅椋鸟在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栖息、
觅食，形成了一道景观。若再向前追溯，7月19日，近万只粉红椋鸟第一次在克拉玛依
出现，《克拉玛依日报》为此刊发了《粉红椋鸟飞来克拉玛依》的报道。克拉玛依日报微
信公众号及时转载了这则报道，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8月20日，紫翅椋鸟出现在克拉玛依，已停留了20天。这是继粉红椋鸟之后，又一
批椋鸟飞来克拉玛依。

也难怪，我虽在克拉玛依生活数十年，多见麻雀、黄鹂、百灵、喜鹊、斑鸠、乌鸫等，此
前却并没有关于椋鸟的印象。

因了椋鸟，以及更多的珍稀鸟类来到克拉玛依，这两
年，每到春夏之交，我都专门约人去古海湿地看鸟类，如
今，已经能够轻易识别椋鸟了。这种鸟儿，抛开身上的毛
色不说总觉得似曾相识。有一回，听一位专拍鸟类的摄
影师说才恍然大悟，难怪呢，原来椋鸟竟然是八哥的亲
戚。一位朋友常年在海南过冬，经常看到这种鸟，当地人
告诉他，在山里很常见，还与八哥混群。

新疆的椋鸟有五种，其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灭虫
能力最强的，堪称椋鸟家族“灭蝗铁甲兵”的，当数紫翅椋
鸟和粉红椋鸟。

紫翅椋鸟羽毛色彩丰富，头、喉及前颈为铜绿色，背、
肩、腰为紫铜色，羽端为淡黄色，腹部为铜黑色，翅下和腹
部还有白色斑点。

椋鸟的迁徙非常有规律。紫翅椋鸟一般入冬前飞去
南亚或西亚，来年4月才回北疆繁殖。食物不忌荤素，春
夏季食昆虫，秋冬季食沙枣、谷物和草籽。喜欢栖息于荒
漠绿洲中，平时小群活动，迁徙时集大群，有时与粉红椋
鸟混群活动。

见介绍紫翅椋鸟秋冬季喜食沙枣，想起年少时在乌
尔禾沙枣林里时常见到的那种冬季专以沙枣为食的“沙
枣鸟”。这是一种比斑鸠小的鸟，除了腹部有白色的毛
外，全身各部位的羽毛都是褐色的。我仔细看了看紫翅
椋鸟的图片，二鸟区别还是较大的。

记者在进行那些报道时，曾专访了克拉玛依市野生
动植物保护协会的主席赵兰生。赵兰生显然很是兴奋，
他说：“仅仅粉红椋鸟飞来克拉玛依，还能说是偶然，但这
次又有上万只紫翅椋鸟飞来克拉玛依，而且一待就是半
个多月，折射出的是克拉玛依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别说紫翅椋鸟，粉红椋鸟在新疆也并不常见。粉
红椋鸟主要分布在欧洲东部和亚洲中西部地区。每年
5月至6月，它们会迁徙到中国新疆。

粉红椋鸟体型不大，羽毛由粉色和黑色组成，背腹部
呈淡粉色，而头颈部则是乌黑色，双翅为黝黑色，整体看起来犹如穿着一件时尚马甲。
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有力的长腿会透出淡淡的粉色。

新疆的草原与别的地方不同，尤其天山、阿尔泰山中，一般都绵延起伏，分布在大山
的褶皱里。这就使得与山相连的草原，有种独特的立体美感。草原里物种丰富，为鸟类
提供了丰盛的虫类和草种、浆果等食物。成群结队站在草原石堆上的粉红椋鸟，一旦飞
翔在天空时，遮天蔽日，一片粉彩，场景令人极为震撼，被人称为“椋鸟群飞”。这更像是
一场表演，群飞时鸟儿会有特殊的翼拍和轻柔的飞行叫声。

这种场景，在新疆其实是难得一见的，就是得遇上粉红椋鸟的“大年”。而这样的
“大年”，三年至五年才会出现一次。有一位爱鸟的环保人士，带着对粉红椋鸟的极大好
奇心，连续三年来新疆苦寻，才终于在2018年夏季如愿以偿，见到了一场令其心魄俱夺
的“粉红椋鸟雨”。

这是因为外表娇俏可爱的粉红椋鸟极有团队精神，以结队行动作为生存的基础。
无论是繁殖、进食、迁徙、游戏，还是对抗天敌入侵，鸟儿们都不会离开队伍独自行动。
这种依靠群体而彰显出的生命力，很能深深打动人们的内心。

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意大利物理学家乔治·帕里西有一部科普作品《随椋
鸟飞行——复杂系统的奇境》，读此书不仅能拉近一般读者跟科学研究最前沿的距离，
也能帮助普通人领略复杂科学的魅力。在乔治·帕里西的眼中，“夕阳西下，我们看到成
群结队的鸟形成了魔幻的景象，成千上万个舞动的小墨点在五彩缤纷的天空中格外显
眼。只见它们一起飞来飞去，既不会撞到一起，也不会各自散开，它们飞越障碍，时而疏
散，时而聚拢，不断变化着空间的排列，就好像有个乐队指挥在对它们下达指令。有时
候，即便面对这种纯粹之美，科学家也同样会犯职业病，于是许多问题就拍着翅膀飞进
了他的脑袋。这到底是有乐队指挥还是它们自己组织的集体行为？信息是如何在整个
鸟群中迅速传播的？它们的阵型怎么能如此快速地改变呢？”这就使人们认为整个鸟群
形成了一个拥有智慧的超级生命体，其大小超过了地球上已知的各种生物，甚至可以
“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椋鸟的叫声很动听。《伊索寓言》里有只椋鸟，从小就学会像金丝雀那样歌唱，因学得惟
妙惟肖，其美妙的歌声让整个森林得到欢娱。但这只椋鸟竟然因此而贪慕虚荣起来，又暗
自决定学夜莺唱歌，却没能学好，唱得叽叽喳喳，干涩难懂，时而像猫儿咪咪，时而像山羊咩
咩。从这寓言可以看出，椋鸟善鸣，却不及自己的亲戚八哥善于模仿百鸟之音。

被誉为“人类文学奥林匹克山上的宙斯”的莎士比亚，在其创作的戏剧中，特别喜欢
用鸟类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使得戏剧更加具有趣味性，其中就包括椋鸟和猫头鹰、云雀、
夜莺等60多种鸟类。

椋鸟，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自此便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与伊犁的一位战友通电话，话语间提及椋鸟，战友说，当地人都十分喜欢粉红椋鸟，

这些外表可爱的鸟儿，实在是蝗虫的克星。但这些鸟儿也会为人们添些“麻烦”。战友
曾在一处枸杞园里，看见毫无顾忌飞来的一群粉红椋鸟，尽情享受着枸杞的滋味。

惊讶之际，战友向一位村民指了指这群鸟，那位村民却并不在意。原来，村民们都
十分喜欢这些灭蝗能手，所以即便发现粉红椋鸟在“偷吃”枸杞时，也不会加以阻拦，甚
至说：“鸟儿和人一样，肉吃多了，就得吃点水果解馋呢。”非但如此，还很希望鸟儿能留
在村子里过冬。

春季是飞鸟迁徙的季节，每年大量的鸟儿路过和停留在克拉玛依这座西部石油城，
根本原因就在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对此，作为数十年克拉玛依生态变化见证者的赵兰
生，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自豪地说：“曾经‘没有草，也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克拉玛依，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句话中的那句歌词，曾经是渗入克拉玛依人骨子里的一句无奈的话。如今但凡
说出来，却透着满满的自豪感了。

克拉玛依生态环境的变化，除大量植树造林、护林护绿的力度加大之外，农业综
合开发区标准化绿色种植基地的打造、碳汇林基地的保护、古海湿地建成并不断注
水，以及城市外围荒漠植被的恢复等诸多措施的实施，都是克拉玛依呈现出天蓝地绿
水清的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

农业综合开发区及周边防风林带和荒漠区种植的沙枣、沙棘、黑枸杞等野生乔灌木
成片成林后，秋天浆果挂满枝头，也为各类飞禽提供了“美味佳肴”。

去年夏初，为鸟儿提供了干净水源的市区南郊的古海湿地里，苍鹭、鸬鹚、白鹭、鹈
鹕、蓑羽鹤、疣鼻天鹅、白头硬尾鸭等在这里完成了美丽的聚集，种类数量达到了历史之
最，其中不乏全球性濒危鸟类。这些濒危鸟类都是生态环境标志物种，对栖息环境的要
求很高。同时还飞来了数只时隔10年再次“到访”克拉玛依的黑鹳。黑鹳是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在全世界不足3000只，中国有1000多只，为名副其实的“鸟中
大熊猫”。这黑色的精灵，一定很中意古海湿地，或在空中盘旋，或在芦苇中栖息，给克
拉玛依的候鸟迁徙季增添了一抹靓丽风景。

在这方土地上，当有人听着《克拉玛依之歌》选择去留时，有诸多因素需要考虑。鸟
儿则不同，鸟儿更多靠本能。如此良好的生态，宛若家有梧桐树，自然引来金凤凰，现今
每年都有大批粉红椋鸟、紫翅椋鸟前来克拉玛依，也就不足为奇了。

克拉玛依有位诗人，她以细腻而富有激情的笔触，如此吟咏紫翅椋鸟：
古海的春天，紫翅椋鸟群起的黄昏之舞，

将蔚空包裹出玫瑰的心跳，

谁能不爱慕呢？

侯福志先生经过几十年苦心钻研，
在通俗文学、天津报刊、天津评剧、地质
文化和村庄文化等地方文史领域结出硕
果。尤为可贵的是，他将文史研究与地
质本职工作有机结合，以文化与史学交
融的途径展开天津地质史研究，开辟了
一条富有特色的学术之路。

早在2015年，侯先生就出版了《大
地史书——地质史上的天津》这部力作。最近，他的新
著《老天津的地质风物》一书，作为“天津地方史研究丛
书”的一种，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大
地史书》的延伸与扩展，汇聚了侯先生近年来相关研究
的宝贵成果。
《老天津的地质风物》出版后，我作为地质学的门

外汉和天津文史的爱好者，怀着好奇的心情通读了全
书，所思所感，正像黄桂元先生序言中所说，不但弥补
了很多以前不懂的文史和地质学知识，更赞叹侯先生
“研读天津地质生成过程的‘标本’，寻觅地学景观的生
成路径”的不凡努力。

地方风物无论对于本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常常
只是生活的环境或欣赏的对象。对于风物的来龙去
脉，人们往往获得口耳相传的一些常识或传说，这些知
识多未经科学的考证，更谈不上文献的基础。于是，人
们对于地方风物，常常只知其然、赏其然，而不能系统、
全面、科学地知其所以然。人们对于风物的认知，也就
多在于“地表之上”，很少探知“地表之下”的地质世界
及其对“地表之上”的风物所起到的生成作用。

况且，人们总是觉得知其然更为直接、容易，而知
其所以然就多少有些做学问的意思，也就枯燥艰深多
了。但是侯先生的这部著作，让我们从文史和地质结

合的视野中，趣味盎然地了解天津风物的
地质学之“然”，以“地表之下”的地质学世
界为切入点，结合文史文献，多维度地探知
风物的生成与变化。

谈到风物，我首先想起历代为数不少
的风物诗，就缪志明先生编注的《天津风物
诗选》来说，精选了元明清有史料或欣赏价
值的天津风物诗多达六百首，可谓蔚然大

观，但即便把这些诗作和注释通读一遍，我们对天津风
物的感受依然是笼统的，偏重于文学性的。因为诗总
是以情志为主，以感发见长，无法容纳太多的风物知
识，而诗人对于风物的歌咏也并不平均，总是集中于一
些焦点。于是，即便增补了注释，也得不到对天津风物
较为全面的认识，更不要说探知风物产生和变化的原
因了。
《老天津的地质风物》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如《古诗里的三角淀》一文，论述旧时位于天津市区三
岔河口以西，子牙河、北运河之间的西淀（又名苇淀，也
称三角淀），提到了前人几首风物诗。一首是清人的
“西淀烟迷处处蛙，小舟荡桨韵相斜。荷花雨里闲拈
笛，吹得香风遍水洼”。这是李珠光的《津门棹歌》，见
于《津门诗钞》，原共二首，其二为：“锦衣桥枕巨门涛，
百鹭沙滩晒羽毛。渔唱一声烟雨雾，半船红日海风
高。”两诗将西淀的水国美景描写得清丽可喜，格调高
朗。还有张玉裁作于1929年的《重九日由家回津舟抵
三角淀感作》：“雍奴水上浩无垠（淀为古雍奴水），日暮
何从问水滨。巨浸汹汹吞钓艇，黑烟缕缕辨行轮（汽船
往来不见踪迹，只有黑烟一缕弥漫太空而已）。饱尝艰
苦成来往，偶狎凫鸥有主宾。老圃黄花天际树，回看应
亦恼征人。”此诗原见于张氏《一沤阁诗存》，侯先生从

中发现了这首歌咏西淀的第
一手资料。此诗情态与李珠
光诗有很大不同，且所写汽船
往来之景，颇具时代特征。但
我们至多可以从中约略感到
一地风物因时而异，使人感慨
系之。这些宝贵的诗篇对一
时一地风物的歌咏，更多是诗
人情志的兴感和典型景致的
描写，很难呈现此地风物的变
迁原理和整体背景。于是，此

书结合《畿辅通志》的记载，对西淀的地理位置进行了
科学的描述，结合地质学研究成果，对西淀的发育、形
成及其原理作了简明的阐释。这些风物诗以外的“地
质学本事”，是诗中偏于感兴且点到而已的描写所不能
具备的，也是我们在读风物诗时亟待了解的重要背
景。所以我想，把风物诗和地质学结合起来，是一个很
好的研究路径，这能让偏重抒情写意的诗歌在内容上
得到有力的补充，使读者切实明白风物诗相关的必要
科学常识，对风物诗的研读就不仅是停留在词句与情
致，还能让地质学的常识更好地与诗意结缘，在科普中
增添诗意的趣味，使作为地质学的大地诗史和作为文
学的大地史诗，更为立体地展现在研读风物古今、享受
文史之美的人们的脑海之中。

其实，从此书“地质与地貌”“地理与风物”“地质与
特产”“地学与掌故”四个栏目标题，就可以看出地学和
文史结合研究的路径，也尤其可以看出这部书是将地
质学与文献研究有机结合的成果。例如，书中对《水经
注》《太平寰宇记》等多种古籍涉及津沽矿产的内容进
行了述评，判断其可信或不可信之处，扼要中肯。再
如，贾恩绂先生是我国最早的地学教育者之一，他采用
韵文进行自然科学普及教育的文献《地质歌略》《地文
歌略》至今已鲜有人知。本书详考贾氏生平事迹，介绍
了这两部四言韵文的内容和价值，并结合原书的物质
形态、主要内容和作者生平，推定了其大致的出版年
代。从书中的引文来看，这两部韵文的内容至今仍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应引起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

总之，这部书为我们打开了天津风物的地质宝库，
提供了地学与文史参证研究的样本，值得我们研读、学
习，并期待这类著作更多涌现，让天津的大地史书更为
立体、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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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立体的天津大地史书
——读侯福志《老天津的地质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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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干面筋好过年

由国庆

赤兔与玉兔
聂鑫森 文并图

虎啸千山去，瑞兔喜登场。壬寅年为虎年，接踵
而来的便是兔年癸卯年。

兔子是玲珑可爱的小动物，性情温良，反应敏
捷，奔跑快疾，毛色又以洁白如雪为主，给人一种纯
洁、祥和、喜气洋洋的印象，故誉之为“玉兔”。

其实，在古代典籍中，还说到有一种毛色赤红的
兔子，名曰“赤兔”，并把它的出现视为“瑞征”。《初学
记·瑞应图》：“赤兔者瑞兽，王者盛德则至。”《旧唐
书·代宗本纪》：“十一月甲寅，乾陵令于陵署得赤兔
以献。”

记得数年前一位画家友人，为一位常年坚持爱心
助学的老工人作画，画的是一只红毛老兔和一群小
白兔，他对老工人说：“你的生肖属兔，又是令人赞誉
的道德楷模，故画红毛兔以赠。”

在梅兰芳众多的名段中，《贵妃醉酒》颇为人称
誉。此中的杨贵妃有一段四平调，唱道：“海岛冰轮
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东升……”

玉兔在这里代指月亮。因神话传说中，月亮里有
玉兔捣药，故称月亮为玉兔。“捣药年年住广寒，琼浆
时吸桂花丹”（明·傅珪《画兔》）；“上人分明见，玉兔
潭底没”（唐·贾岛《赠智朗禅师》）；“著意登楼瞻玉
兔，何人张幕遮银阙”（宋·辛弃疾《满江红·中秋》）。

因玉兔居住在广寒宫，与嫦娥为伴，自然也就位
列仙班了。

在北京、天津等地，人们对“兔儿爷”是极为恭敬
的。在中秋节、春节的喜庆节日里，繁华的街道两
旁，有许多卖“兔儿爷”的摊点，成为—道民俗风景。
“兔儿爷”大的有一米来高，小的只有三寸大小，粉白

的嫩脸，戴着金盔，身披战袍，左手托臼，右手执杵，
似乎永远不忘它捣药的职责。

兔温情脉脉，楚楚动人，加之神话传说的渲染，
历来为人们所青睐，“兔”便经常用来命名一些美好
的东西，比如建筑，《西京杂记》卷三：“梁孝王好营宫
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唐梁王李恽的属
僚杜嗣先，收集古今事迹、典故，用对偶文句分类编
集，分四十八门，三十卷，书名为《兔园册》。

兔动作灵活，奔跑的速度很快，故有“动如脱兔”
的成语传世。善奔善驰之红鬃骏马，誉之为“赤兔
马”。《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布有良马曰赤兔。”而
兔毛不仅是制作衣裘的好材料，同时可以用来精制
毛笔，这种毛笔谓之“兔毫”：“幽窗染兔毫”（唐·罗隐
《寄虔州薛大夫》）。“拔取霜毫付管城”（元·李祁《题
画兔》）。兔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成长快，易饲养，因
经济价值不菲，故我国乡村喜欢喂养它，是一个致富
的好项目。

因兔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惯，典籍和口语中常
以此为喻。如兔尾短，便有“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口头禅。兔的巢穴往往洞洞相连，便有了一个“狡
兔三窟”的成语，典出《战国策·齐策四》：“狡兔有三
窟，仅得免其死耳。”唐人苏拯在《狡兔行》一诗中
说：“秋来无骨肥，鹰犬遍原野。草中三穴无处藏，
何况平田无穴者。”此外，成语中还有“兔死狐悲”
“兔死狗烹”“兔起鹘落”等，从中可看出兔与人类生
活的密切关系。

家藏大型《八大山人画集》，其中有一幅《玉兔
图》，让我欣赏不已。画中的一只兔子，纯用浓淡墨
线画出，简洁传神。这只变形的兔子，突出长耳、短
尾和瓣状嘴，有漫画的意味。画左题了一首五言诗：
“下第有刘蒉，捉月无供奉。欲把问西飞，鹦鹉秦州
垅。”第一句说唐代刘蒉因在对策中痛陈宦官专权弊
害而在科举中下第；第二句说李白醉中跃水捞月而
死；第三句问月亮（玉兔）为何西飞；第四句说善辩巧
言的垅山鹦鹉却得人恩宠。作者分明借画借诗痛斥
清朝的统治者排斥贤才，任用佞人，字里行间倾泻着
一腔愤懑之情。

当代画家中，崔子范的大写意兔深受八大山人影
响，他画白兔以淡墨线条勾出，稍不同的是兔嘴画得
更为简略，眼眶内的黑睛周围点以曙红；而画墨兔，
他以大笔涂出头额，两笔画出两只长耳，一大笔画出
兔身，再画兔足，然后以墨线勾出嘴部及足趾；以浓
墨画眼眶、点睛，眼眶内涂曙红。题款曰：“吴刚捧出
桂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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