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字引发的“史海”捞针

“在以往的各种四川美术史籍记载中，整

个清代四川是没有出现过宫廷画家的。”从

事四川美术史研究多年，已出版发行《四川

美术史》（上卷·先秦至隋唐时期）的唐林告

诉记者，他曾详细查阅过民国时薛志泽编纂

的《益州书画录》，在这部囊括了清初至民国

三十五年（1946）川籍和在川诗书画人生平

事迹、艺术风格的“权威”巨著中，1306 人的

大名单里没有一个宫廷画家的身影，这对于

四川美术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宫廷绘画，主要服务于皇家的政治纪实、

军事记事、文化娱乐等宫廷活动，反映了皇家

的审美意识，是历代杰出艺术家绘画才智的

集中体现。宫廷画家，则不仅是一种职业和

身份，更是其所处时代绘画巅峰水平的代表！

“发现”李秉德，是 2017 年盛夏一次书海

畅游时的偶然“邂逅”。

在《四川美术史》下册（清至近代）的编

撰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全面、科学、精细，

不留遗珠之憾，唐林不得不在大量史册古籍

和文献中一次又一次地仔细搜寻“四川身

影”。在翻阅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孔六庆主编的《中国画艺术专

史·花鸟卷》时，一段看似简洁的文字吸引了

唐林的目光：

李秉德（1737—1807 年后)，字蕙纫，号涪

江，自称龙池山人。祖籍四川，居吴县。乾隆

南巡时，李以诸生身份献图册，随后进入宫廷

供职，任四库馆誊录，后官盐场大使。擅长山

水、花鸟。故宫博物院藏《荷花图》轴。

“祖籍四川”，这寥寥四字却在唐林眼里

陡然放大。“以前的认知都是四川没有出过清

代宫廷画家，包括四川籍。现在如果能够考

证这位李秉德就是四川人，那自然就应该写

进《四川美术史》，而且将填补四川清代美术

史的一个空白。”唐林对这一发现兴奋不已。

浩繁的编史工程，必须以科学、严谨的考

证为依据。然而，接下来关于李秉德的考证

工作却陷入困境毫无头绪。

顺着孔六庆先生“提供”的线索，唐林在

留存至今的众多四川美术史籍中均查阅不

到李秉德祖籍何处，其人其事也仿佛从未有

过一般无迹可循。

为了对所编撰的《四川美术史》负责，唐

林不得不在更大范围的书籍文献中“史海”

捞针，并根据“号涪江”这一指向，将目光聚

焦在“四川涪江沿线”。

两年艰辛考证终获丰硕成果

此后两年间，唐林不断地在浩若烟海的

文史资料中不懈寻找。皇天不负有心人。

2018 年秋，一次老友重逢的欢聚交流为唐林

陷入迷惘的研究带来了曙光。

“由于我曾在遂宁工作、生活了整整十

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所以许多家乡的作

家、学者都愿意将其创作成果赠予我分享，

遂宁文史学者、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胡传淮先

生就是其中之一。”唐林说，他在与胡传淮的

聊天中谈到李秉德，说到自己当前的困惑

时，胡传淮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遂宁风雅》一

书慷慨相赠，为自己释疑解惑。

在这部收录了先秦至民国长达 2000 年

时间里，本地诗人咏遂宁、外地诗人咏遂宁

诗词作品 1200 余首的著作中，录有遂宁名人

张问陶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所作《赠李涪

江（秉德）并索画（两首）》，并对“李涪江（秉

德）”进行了准确考证：

李秉德，字蕙纫，号涪江，自称龙池山

人，祖籍四川遂宁，占籍苏州吴县。遂宁榜

眼李仙根（字子静，号南津）后裔。苏州府学

增生。乾隆三十年（1765），帝南巡，以诸生

献画。后进京，在内廷行走，职画院，工山

水，兼善写生花鸟。后充四库馆誊录，议叙

盐大使。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书画图录》

存其《临张伟华果鱼鸟》册。

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样的考证结

果让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的唐林欣喜若狂。

“这说明在清代，巴蜀地区不仅有许多区域

性画家，而且还有宫廷画家、还有全国性画

家，这为四川清代美术史填补了一大空白！”

唐林告诉记者：“在清代，遂宁涌现出了

王立中父子、吕潜、张问陶等一批书画大家，

他们在四川书画界的地位非常高，但在全国

的影响力还稍显不足。宫廷画家李秉德的

发现、考证，无疑为遂宁美术史、遂宁的历史

文化增添了一笔分量足够的亮丽色彩！”

遂宁籍宫廷画家留名史册

在最新研究成果《四川美术史》下册（清

至近代）中，唐林综合自己的考证终于为遂

宁“寻回”了一位才华横溢、书画造诣登峰造

极的“乡党”：

李秉德，生于乾隆二年（1737 年），卒于

嘉庆十二年（1807 年）之后，字蕙纫，号涪江，

自称龙池山人，祖籍四川遂宁市，居吴县（今

属江苏苏州）。他是清代榜眼、四川遂宁李

仙根（字子静，号南津）的后裔。乾隆南巡

时，李秉德以诸生身份献图册，属于献画自

荐，随后进入宫廷供职，即所谓的“工花卉翎

毛，以诸生献画，供奉内廷”，充任四库馆誊

录，后官盐场大使。

那么，历史上的“李秉德”到底是一位怎

样的画家呢？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画家潘天

寿在其所著《中国绘画史》中认为，李秉德擅

长画山水、花鸟。花卉翎毛赋色鲜丽，意态

秀逸。晚年笔放，尤极苍秀之致。因流传甚

少，得者珍之。

在清代《国朝院画录》《画林新咏》《墨林

今画》《墨香居画识》及《清代画史增编》等史

籍中，对李秉德的其生平事迹多有记载，评

价其花鸟画全面继承了恽格的没骨法，以素

净、淡雅的面目出现，是乾隆后期宫廷画院

中常州画派画风的继承者。在内务府造办

处档案中，屡屡有其钦此命事作画之记载，

曾为《石渠宝笈》绘《临张伟花果鱼鸟册》。

“横幅、设色、纸本的《御制题洋菊四十

四种》，是李秉德最为知名的一件作品。”唐

林的研究成果显示，这幅绘于乾隆二十一年

（1756），纵 574 厘米、横 1174 厘米，约 478 平

方米的巨幅作品，以狮子林两座巨大而又玲

珑剔透的太湖石为主体背景，绘画了盛开的

44 种洋菊。错落有致，布局合理，五彩缤纷，

争芳斗艳。每朵洋菊配有乾隆皇帝御题五

言律诗一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相配

令人心旷神怡。“如此巨幅绘画世间罕见。

文物出版社为此专门出版了一本《御制题洋

菊四十四种》彩色画本。”

据悉，李秉德的传世作品还有《荷花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芙蓉戏水图》（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山茶腊梅图轴》（中国文物

商店总店藏）、《木樨花图轴》（上海博物馆

藏）、《芍药桂花图轴》（天一阁藏）等。

2008 年 3 月 23 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

限 公 司 曾 拍 卖 过 李 秉 德 于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1768）所作《西庄图手卷》，成交价达 235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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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术史》研究发现——

遂宁有个宫廷画家李秉德
◎全媒体记者 杨俊

5 月 10 日，江西上饶第五小学内，学生家

长王某建持刀刺死学生刘某宸。据上饶市

公 安 局 信 州 分 局 通 报 ，王 某 建 之 所 以 行 凶

是因为自己的小孩曾与刘某宸发生纠纷。

尽管权威的调查尚未给出，但孩子爸爸

这 一 场 替 女 复 仇 却 引 发 了 一 场 全 民 热 议 。

因为可能存在的校园“霸凌”情节，网上一片

同情杀人者的声音，最令人惊讶的是，评论

区里，一条“熊孩子不管教，自有社会来帮你

管”的评论，得到了无数的点赞。

这令人心惊。百年前，甘地以“非暴力不

合作”，拉开了印度民族解放的序幕。然多

年后，一场以暴制暴引发的网络点赞，让人

不得不警惕。

这并不是第一起家长刺死孩子的同学的

案子了。2018 年，因女儿眼睛被同学叶某弄

伤，家长刘某携带水果刀到学校寻找叶某报

复，导致叶某死亡。

“冲动是魔鬼”，最令人难过的是，事情

的解决，原本不需要付出两条生命的代价，

或许只需要面对面坐下来，好好地、认真地

说说话。

我们理解这爱的深沉，但永远不要为这

样极端的爱喝彩。放任以暴制暴，鼓吹以暴

制暴的“合理”性、“合法”性，其后果远远超

出想象。2018 年，四川德阳女医生与小孩泳

池起冲突，遭人肉搜索后不堪压力服药自杀

身亡。之后剧情反转，然逝去的生命却再也

不能回来，这场网络上“以暴制暴”的悲剧，

难道还不足以引起重视？

暴力是违背道德和法律的，用它来解决

问题，问题只会永远循环下去，无解。而这

次上饶一案的父亲，为了报仇，不惜动用法

外暴力，却也亲手葬送了陪伴女儿成长的机

会，于这一家人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

这起事件中，没有人是胜利者，有的只是两

个破碎的家庭，和无法弥补的人生。

校园欺凌值得重视，每一个青春都值得

被温柔对待，它更关系着未来一代的健康成

长 ，与 社 会 的 良 好 互 动 。 然 而 无 论 任 何 时

候，我们都不应该为杀人凶手叫好，什么样

的借口都不能洗白杀人恶行。

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来自于公民对道

德的遵从、对法律的敬畏，也来自于对不遵

从、无敬畏的惩治。这应该成为一种底线思

维、普遍认知。维护正义和秩序的只能是法

律。据司法界人士分析，王某建的行为已经

触犯了刑法中最严厉的条款。为王某建叫

好，是真的同情他，为他好吗？一个法治的

社会，冲突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迷信暴

力、私自报复只会让事件走向失控。

孩子之间的纠纷，最终引发家长杀害孩

子同学的“黑天鹅”事件，并引发一些人的共

情，这是教育问题，也未尝不是社会问题。一

个平和、包容、理性的社会，不会为动辄诉诸

暴力乃至“一了百了”的社会心态提供温床。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即使凶猛如老虎，

心中也有柔软的一面。人亦应如此，留住心

中柔软，保住道德的底线，社会才会有温情。

心有猛虎，也要细嗅蔷薇
◎胡蓉

国家水利部表彰遂宁市河长
制办公室

本报讯 近日，水利部办公厅、中国农林

水利气象工会联合发文，通报“助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长江”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

2018 年度竞赛考核评比结果。其中，遂宁市

河长制办公室获评长江经济带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先进集体，这是全省唯一一个获此

殊荣的城市。

此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方针。经过评比，评选出

长江经济带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先进集体先

进单位 29 个，遂宁河长制办公室获此殊荣。

据了解，2017 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

中省河长制工作决策部署，坚持高位推动、强

力推进，创新建立“河长+警长”等工作机制，

强力推进河道采砂乱象整治及砂石资源经营

管理体制改革等专项整治行动，取得阶段性

成效，得到了水利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充

分肯定。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三部门联合执法严打火车站
夜间非法营运

本报讯 14 日晚起，为巩固火车站周边客

运市场整治成效，严厉打击火车站周边夜间

喊客拉客、非法营运乱象，市运管处、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经开区公安分局组成联合执法

队伍，展开夜间专项整治。

火车站作为城市交通枢纽，最易滋生道

路运输行业乱象，其中不乏跑市城区到区县

的班线黑车，这不仅严重扰乱道路运输正常

营运秩序，还损害城市形象，破坏发展环境，

更存在较大发生安全事故或刑事案件的风

险。

14 日晚，出动执法人员 40 余人，3 辆涉嫌

非法营运的车辆被暂扣。今年以来，市城区

已查扣涉嫌从事非法营运车辆 241 辆，近段

时间也在火车站、城北汽车站周边查扣非法

营运车辆 20 余辆。在火车站乘车的市民一

旦发现喊客拉客、非法营运，可以随时拨打

12328 举报，执法人员也将第一时间调查处

理。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40.04 亿破解遂宁垃圾和污
水治理难题

本报讯 13 日，全市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

处理设施 PPP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射洪污泥

无害化处理厂建设现场举行，标志我市污水

垃圾 PPP 项目 2 年建设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总投资为 40.04 亿元的 PPP 项目，主要包

括城镇污水、污泥处理设施新、改（扩）建项

目、信息监测平台和城乡垃圾收转运体系及

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共 187 个工程项目。

其中，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PPP 项目包共有项

目 185 个，投资 33.31 亿元；城乡垃圾处理设

施 PPP 项目总投资 6.73 亿元，包括城乡垃圾

收转运体系建设和垃圾收运处理设施运行监

管信息化平台建设等。

通过公开招标，四川能投集团等 4 家单

位组成的项目社会资本联合体中标。合作期

29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7 年。建成

后，将为全市城乡建设系统全面完成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任务奠定坚实基础，极大改善城

乡生态和生活环境。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遂宁首个 5G 站点启用助力
远程医疗会诊

本报讯 14 日下午，遂宁首个 5G 站点在

市中心医院呼吸中心二病区正式启用。

5G 远程会诊能实现电子病历、放射

影像、病理等近 2G 的大量医疗数据的快速传

输、同步调阅，同时高清音视频实时交互带来

全新体验，解决了现有 4G 网络大宗数据传输

费时费力的瓶颈问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

市中心医院合作建立西南首家点对点 5G 远

程诊疗合作单位，中国电信四川分公司提供

技术支持。一名 18 岁的喀麦隆籍女孩和一

名 77 岁的遂宁籍老人在两地三院呼吸专家

的远程参与下完成了手术。

“通过 5G 网络，超高清手术图像几

乎无时延地呈现在屏幕上，可更好的促进基

层医疗医疗技术的提升以及优质资源的下

沉，势必为医疗行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技术

革新，并催生新医疗生态系统。”市中心医院

呼吸中心主任何正光表示。

（全媒体记者 陈曦）

近日，四川省社科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唐林在其最新研究成果《四川美术

史》下册（清至近代）中，再次为遂宁带来惊喜。

经过两年的发现、考证，一位名叫李秉德的清代遂宁画家浮出“史海”。唐

林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原清代四川没有宫廷画家的历史，填补了四川

美术史上的一个空白，更为遂宁美术史、遂宁历史文化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