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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Liewen’s Gardening Practices and Activitie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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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幕僚赵烈文撰《能静居日记》百万余字，本

文通过梳理、分析其中对宅园“静圃”营建过程及园居生
活的记录，谋求真实呈现晚清文人相地、建宅、营园以及
园居雅集的详细过程及多维图景。同治四年（1865）七、
八月间，赵烈文前往江南考查各地区的屋价及风水，终定
家址于常熟九万圩处。随着人口增加，静圃格局渐具明显
的宅、园分区，以天放楼等藏书空间为核心的建筑空间和
以静溪为核心的园林空间占据数次改建的重心。赵烈文于
静圃的园居生活则表现为以光绪三年（1877）、光绪四年
（1878）间写仿辋川的溪北斗诗之举为代表的雅集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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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o Liewen, a late-Qing scholar, wrote more
than a million characters in his diary titled Nengjingju
riji. Through analysis of Zhao’s tex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daily life in Jing Garden and
brings light to site investigation, house construction, and
garden planning as well as the‘elegant gatherings’of
literati that took place in the garden. More speciﬁcally,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 lunar months of 1865, the fourth
reign year of emperor Tongzhi, Zhao travele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fter considering the prices of houses
and the spiritual geography (fengshui) of sites in different
cities, he ﬁnally chose a place in Jiuwanwei, Changshu.
As his family was growing, house and garden became
clearer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 Especially
the library space of Tiangfanglou and the garden area
along Jing Stream were rebuilt on several occasions.
Zhao often invited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gather. The
creative work inspired by his life at Jing Garden was
modeled after the Wangchuan poetry collection of Tang
poets and born from the gatherings held in the garden
between 1876 and 1877, the third and fourth reign years
of emperor Guangxu.
Keywords: Jing Garden; siting and garde planning;
Nengjingju riji; elegant gatherings; Changshu Garden

从︽能静居日记︾看赵烈文的营园实践及宅居园趣

从《能静居日记》看赵烈文的
*
营园实践及宅居园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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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烈文（1832—1894），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号能

烈文一直任职于曾国藩处，薪资亦由曾国藩发放。同治四

静居士。陈乃乾先生为其编撰《阳湖赵惠甫（烈文）先生

年（1865）夏，赵烈文从常州出发，孤身前往江南各地相

年谱》[1] 可大略知晓其生平。他的第一部日记《落花春雨

宅建园，《复沅圃宫宝书》中记载了其东下选宅的概况：
“自七月东下，先至故乡，井邑雕阐残，不堪托足。遂决诣

巢日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记录了咸丰二年（1852）至
咸丰六年（1856）间的生活

[2]123

虞山之下，相择僻地，八月杪始得一所。”[3]946

。由于生活中的异见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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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颇多也易旋得旋失，时隔两年赵烈文再次提笔。第二
部日记集为《能静居日记》

赵烈文走水路乘舟南下扬州、无锡、木渎、常熟等地，

[3]924-2351

，前后跨度 32 年，所呈

同各处好友分别在扬州西盐局、苏州、常熟城内外等地相宅

现的情感、事件，特别是其宅园静圃从无到有的空间信息

数十处，大部分因不惬意、不肯赁、价太昂而被舍弃（表 1）。

具有相当的真实性。陈从周先生对 20 世纪 50 年代常熟遗

在综合考量价格、地域、风水、景色等因素后，赵烈文在常

存园林有一个整体的调研认知，认为赵园水面较广，衬以

熟城外西庄空地与城南九万圩吴园旧址之间来回斟酌。西庄

平圆小阜，其后虞山若屏，借景甚宜 [4]。燕园及曾园、赵

同时被好友冯式之和薛安林推荐，其址在常熟城外，能“看

园得以修缮和维系后，列入常熟市文保单位。赵烈文所营

山甚得远近之宜”[3]924。吴园旧址在常熟城西九万圩，
“其地

之“静圃”，即为现在的“赵园”，与其东曾氏虚廓园合称

临水，西山翼然如张翅，向之全城无此胜境。见荒土一片，

“曾赵园”。以赵烈文所写日记，或能如实还原其相地、购

南一大池，有老叟持插其上。余姑问业主何姓，乃云故吴氏

宅、营园之过程，从而翔实具体地了解晚清文人的宅居生

芷园”[3]929。因家道中落，吴家业主吴宝书欲将其售出。最

活及园林雅集。

终令赵烈文决定择取吴园旧址的契机仅是吴园业主先给了答
复。同年十一月，赵烈文在《上曾相书》中向曾国藩诉以近

1

相地

1.1

择址常熟城西

况，感谢曾国藩对其生计的关心与支持：
“烈七月东去，旋
常熟虞山之下，聊托一椽。九月内旋秣，直至日内始得摒挡
成行。生计承李少帅体念，许抵苏后挂名冷局，月余廿金，
窃维古义周之则受，素怀无忝，因不牢辞。
”[3]949

相宅的过程需考虑诸多因素，既复杂又存在巧合。赵
表1

赵烈文同治四年（1865）相地过程

时间

地点

文字记载

年
2022
期
1

参与者

决定

七月二十七日

常熟城内

有楼五楹，主人云钱氏绛云楼故址，其实非也。

冯式之、姚小欧

否

七月二十八日

常熟城内

前后所相宅，倶不肯赁，典买或欲千金。

冯式之

否

七月二十九日

常熟西庄

式之来言，城外西庄有隙地可看山。
构庐为宜。又虞山尾小石洞，僧舍胜地也。

冯式之、张岳生

待定

八月初一

木渎镇旧寓

薛安林

否

八月初四

苏州

不惬意。
屋佳而价太昂，亦非寒士所宜。

子卿、吉如侄

否

八月初五

苏州

须修整，余以屋少，亦未以为可也。

吉如侄

否

八月初六

常熟虞山

访薛安林，已自虞山返，言看得二处，一买一典。买者屋少，修整加筑，
虽赘劳而可为世居。典者屋多，直截径便，不费事，而究非长计。
皆在千缗以上，殊不易也。

薛安林

否

八月十八日

常熟西庄

望山色如画，胸次少豁。

薛安林

待定

八月二十日

常熟九万圩

其地临水，西山翼然如张翅，向之全城无此胜境。

冯式之

待定

八月二十日

太湖东洞庭山

席松泉来言，太湖东洞庭山，其家在焉，千缗可得巨宅。余亦乐其山水。
以地僻而路反冲，故舍之而拟虞山，必不得已，当更如此。

席松泉

否

八月二十一日

/

少选同来，云今昨两日代看屋二处，倶不可用，且价昂，因招一木匠来，
与商造屋经费。
相与看一陆姓宅，闬闳广大。
非我力所能得。

少选、冯式之、
薛安林

否

八月二十三日

常熟九万圩

相与谐价。地及池约共四、五亩，索百数十缗，余允百缗，吴欲商之其
侄，遂罢去。
业主吴宝书遣人来言，言询其侄百缗愿卖。

冯式之、吴宝书

是

八月二十四日

常熟九万圩

拟要吴宝书至其地丈量。

冯式之、周滋
亭、冯石溪

是

两屋主周懒庵、钱菊村皆死。周屋门径全非，内室楼房已毁，改造平房
三间。

是判断静圃中各处吉凶的基础，决定了园中各建、构筑物

静圃的购买与规划

的方位、大小，乃至具体的拆、建时辰，反映了晚清文人
阶层对于风水的重视。

商、地契转让等过程，同时主持宅园的规划与设计。“午间
到三万畅茗楼晤冯式之，吴园业主吴宝书亦至，相与谐价。
地及池约共四、五亩，索百数十缗，余允百缗，吴欲商之
其侄，遂罢去。……业主吴宝书遣人来言，言询其侄百缗
[3]931

愿卖。”

2

建宅营园

2.1

静圃之水道门户“柳风桥”

与旧主商价妥帖之后，赵烈文开始置办典产、

赵烈文以自己名号“能静”中“静”字为其宅园之名，

与其他买家商议，并赎回各典契，一番签订之后，方与旧

此种方式在江南宅园中十分常见。光绪三年（1877）十月

主及中介立图附契，设宴庆贺。苏州怡园主人顾文彬有记

二十九日，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静圃”二字：“又同归静

静圃概况：“移居常熟之西门，其地系某氏废园，惠甫以贱

圃”[3]1834，此时距赵烈文迁居此地已有 12 年。是年十二月

值得之，葺屋而居。”[5]538-539

十六日，因吴秋农绘成《溪北斗诗图》，赵烈文以文记之，

房屋交易完毕后，赵烈文与工匠协商，绘制造屋图式，
拟创格局为主楼五楹，上层放置藏书，下层为居住之所。

始提“静圃”之缘由：“民故号能静，遂名溪曰静溪，所居
曰静圃。”[3]1841

另有平屋四楹，为祀先、会客之所。赵烈文规划完自家的

静圃有水道门户一处，设于柳风桥下。由于静圃紧邻

楼屋之后，又拟建平屋四座给自己的四姊，形成主次空间。

九万圩，两面环水，故此门是赵家主要进出口。同治六

方案初定后，首要之项为置办木材。赵烈文另买一间严姓

年（1867）二月初六，赵烈文改动静溪水口，“移水口近宅

屋，将其木料用于静圃营建，可省财省力，留一部分不拆，

戽”[3]1025，并于其上建桥一座，“余自乙丑岁卜筑斯地，即

则可用于放租，“地址在市心，非闲旷比，出晚必易，此奇

欲于水口为一桥，天道周星，始遂厥愿，缔构之功，亦云

[3]932

货可居”

。一切交代妥帖之后，赵烈文将督工之事托付

给好友薛安林，嘱之监督工匠按图施工，然后与家人汇合。
到达旧居后，赵烈文先检点家具遣人送往常熟，后携家眷、
行李乘船迁往常熟新居，历时 5 月有余。

1.3

艰矣。”[3]1757 前后耗时三月方合龙，名之“柳风桥”。柳风
桥为池口环桥，位于宅西。赵烈文经常从此门乘舟入园：
“用舟载入静溪，省费也。”[3]2062 或与亲友乘坐小船至城门
处，再换大船前往其他城市。此桥为小型南北向单孔石拱
桥，矢高 3.5 米，中宽 2.35 米，两堍有踏步各 12 级，全长

风水的考量

10.3 米，为分节纵嵌式，桥顶面为花岗岩石雕花石板，两

赵烈文不仅亲自当宅园建设的监工，还通过风水判断

侧拱枕石上各镌有篆体“柳风桥”三字 [6]1749。此桥当为赵

直接参与静圃建设。赵烈文笃信风水，熟悉掌握传统风水

烈文所建之原址原貌，对于静圃基址范围及空间相对位置

理论，对于风水书籍具备鉴伪能力，能进行卜卦占吉、相

的确定十分重要（图 1）。

宅等风水实践操作。在翻新宅园时，赵烈文请地师秦元斋
来为原建筑群定向，确定新的大门、内门、照壁、祠堂、

2.2

静圃的改建及修缮

书厅以及拟建北楼的具体朝向，“凌晨地师秦元斋来定向

1．家庭成员的增加

线，午刻开工，先祠堂，次内楼，次书厅，次照墙，均破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赵烈文举家乘船迁往常熟，

土动夯筑脚”

[3]1951

。然后树柱上梁，工徒兴作。此等事项

此时静圃共有楼屋上下十间，平屋十二间。之后赵烈文前

常见于赵烈文的日记之中，他不仅邀请风水师协助勘探园

往曾国藩身边从幕，直至同治十三年（1874），静圃格局一

中风水，自己也会在指导营建静圃的每一处时严格参照风

直未加以大改，具有居住、藏书、会客、祭祀等主要功能。

水吉凶指示。其命卦“兑宫真命”以及静圃宅卦“艮宅”

房屋住所随着妻妾子女的增加顺势增建。除正妻南阳君之

a）
图1

柳风桥

（图 1a 为图 9 局部，图 1b、图 1c 为作者自摄）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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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烈文掌握着一家之薪，直接负责并参与土地买卖协

137

1.2

138

外，赵烈文（图 2）另陆续娶小妾四人（其中遣回一人），
育有子女六人（图 3）。其中二子成人礼聘后，又各有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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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息繁衍，“南阳君归余室今三十四年，子孙女媳有十二
人，惟长子实客游在外，余皆环绕膝下”[3]1971。厨仓等仆
从住室，为生活所需；兄弟姐妹若无后人照料，亦需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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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宴请，也需备有留宿他人之处。
2．宅园格局的变迁
赵烈文建园的客观现实因素以及营园的主观情感表达，
无不体现着计成“地有异宜”和“人有异宜”的考量 [8]。
由于地势所限，静圃整体分为宅与园两个部分，宅在东北，

图2

赵烈文 [7]38

图3

赵烈文家世支脉及家庭构成

（作者根据《能静居日记》自制）

园在西南。
建成之初，静圃的建设仅限于满足居住之需，即衣食
住行所承载的现实功能，集中于静溪之北，而另外三面几

九月二十八日，为静圃全园合龙完工之吉日。赵烈文在日

乎没有任何的建设，但陆续增加了土地并修建围墙：“增阔

记中颇为感慨：“余得斯地已二十二年，力薄身孱，每云

东皋地数弓，朱、戈二姓也，滨彭家场地，沿环秀衖造墙

此生不能副愿，今竟一举成功，老妻举手称贺，并制米

至南河，今日动工。”[3]1144 赵烈文分别于光绪元年（1875）、

圆合家食之，以庆斯喜。凡住宅及园中楼堂亭榭共为屋

光绪四年（1878）、光绪六年（1880）开始静圃的三次改建

一百二十间，走廊内外通共八十余间，石山难堆，大小桥

及翻新，其格局变迁如图 4 所示，大致可见赵烈文对东北

六架，果树花卉以千计。亦可谓大观矣。”[3]2280 静圃最终格

住宅区域楼阁廊亭的有序增加，以及以静溪为中心“一洲、

局就此落成。门榜“静圃”二字为隶书，“是日易门榜‘静

一堤、二岛”园林区域的丰富景观。光绪十二年（1886）

圃’字为隶书”[3]2351。顾文彬在《过云楼日记》之中记录了

a）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十三年（1874）

b）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四年（1878）

年
2022
期
1

图4
c）光绪四年（1878）至光绪六年（1880）

d）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二年（1886）

静圃宅园格局变化示意图

（作者根据《能静居日记》自制）

大，厅堂、书室、上房俱在池南。屋后即虞山，池通外河，

碑帖都要拓本考订、修正前人的错误，并将多年的研究心

池东有石桥一座，以栅栏为界。池北有楼，有亭榭，有长

得撰成《石鼓文纂释》《畿辅金石略》《天放楼金石跋尾》

[5]538-539

板桥通往来，并无墙垣，以篱槿为樊。”

其描述恰好

等著作。顾文彬称赞赵烈文诗、古文、词皆佳，尤深于金

与实际情况颠倒，但景色相符（静圃之中柳风桥留存至今，

石，“出示所蓄金石拓本十余册，多有考据，即此略见一

可以确定位于园西）。赵烈文答赠顾文彬一首：
“……吾园

斑。”[5]538-539 藏 书 印 有“惠 父 寓 目”“能 静 图 书”“烈 文 私

有山青峨峨，上下曲径成旋螺。吾园有水风不波，旁带荇

印”“天放楼”等（图 5，图 6）。

藻中蕖荷。吾园有石积玉珂，鹏搏凤起龙腾梭。吾园有树
绿骈罗，松杉手种交枝柯。中有五百城之秘册，宝章剧迹
恣编摩……”

[3]2131

赵烈文次子赵宽亦喜收藏古籍。因长子赵实入赘他家，
赵宽继承天放楼藏书。赵宽又建小脉望馆，在其父去世之
后，誊录校改其日记 [2]126。现有《小脉望馆书目》存世，共

园林开园营利在晚清已成为常事，赵烈文翻新静圃
后，将其园林部分开放，对外收资，以补家用。“继念苏
之刘园、顾园等，均放游人取赀，余素陋之，以为两园主

计有书籍 22958 本，藏书后归入南京图书馆 [11]101。
2．以天放楼为核心的藏书空间
明清时期书斋以及书斋庭院承担了文人独处时的大部

皆巨富，安用为此？而余则家况日落，且廿载诛茆，力为

分活动，是隐逸文化与士大夫人格艺术体系发展的产物 [12]。

之疲，神为之瘁，若及身而见其倾圮，殊觉不能忘情。不

常熟藏书繁盛，赵烈文甚爱藏书，静圃中的藏书空间十分

如悉索敝赋以成此园，然后师苏人之所为，数年后填还筹

丰富，有天放楼二处，见微书屋二处，另有书屋、书舍若

款，即行亭止，似尚非失节坠行之比。因与家众熟商，均

干间。

[3]2252

以为然。”

2.3

初建宅园之时，虽仅有天放楼一楼，但整整一层皆用

藏书楼的营建

于放置书籍，赵烈文在《卜居十八首》中感慨“平生囊箧
藏，四壁罗图书”[3]1004。除天放楼楼下有能静居一间外，

1．赵烈文的藏书之好

黛语楼楼下亦为能静居，其明间、东间设置文案书具：“生

明清时期宅园建设的风潮之一表现为在园中建藏书楼，

平所得经书名画、金石图籍，择最精者藏诸，俯仰是间，

社会环境的小风潮也反向影响宅园主人的决定。自宋、元

足以望老。”[3]1731 赵烈文时常会邀请友人前来鉴赏书帖：“邀

至明代前期，常熟有影响的藏书家就有 40 多位，明后期开

孝拱登余藏书之天放楼，视余书帖等。”[3]1766 光绪十二年

始涌现大量藏书家及藏书楼，常熟也就成为当时全国私家

（1886）二月，南楼建成于南洲之上，赵烈文移天放楼之

[9]

藏书的中心地 。元代虞子贤“城南佳趣”，明代杨梦羽

名名之，新天放楼楼下之堂为蛾时术斋，为纪念其先府君

“七绘三山房”、孙子羽“映雪山居”和赵用贤父子“脉望

并作劝学之用：“余八岁时，先府君名其斋曰‘蛾时术斋’

馆”都颇有名气，钱牧斋的“绛云楼”和毛子晋“汲古阁”

以劝学，迄今垂五十年，学业无成，修名不立，负训多矣。

更是以富足的藏书而名满江南。继这二者之后，各家藏书

南楼既成，以之额楼下之堂，示不敢忘云尔。”[3]2273 楼西有

楼相继出现。赵烈文从常州迁居常熟之时，检点书籍便为

方亭一间与西堤长廊相连，额曰“学蔀通津”，是到南洲新

要务，后历经数十年修建其宅园静圃，并在静圃之中建藏

天放楼的必经之路，也是劝学之路。

书楼“天放楼”二处，现存《天放楼书目》，是研究常熟藏
书文化及文人群体的重要史料。

原见微书屋位于静溪北岸，与远心堂相连。新见微
书屋临水而成，位于青林堂堂前。青林堂为书堂，是静

赵烈文从小便爱读书，尤喜藏书，每次出游，赵烈文

圃中重要的观景场所，亦可以作留宿他人之用。其上有

都极爱逛书肆，并购买珍本善本藏于新、旧天放楼。章钰

题 联：“清 泉 碧 嶂 茂 林， 离 世 乐 道 者 宜 有； 诵 读 论 议 教

在其文章中赞叹赵烈文藏书之多：“天放楼金石图书之富，

诲， 大 雅 宏 达 之 所 群。” [3]1972 日 记 中 多 有“书 室”“书

图5

赵烈文刊印《石鼓文纂释》
（左）

（郭亮《赵烈文与天放楼藏书》）
图6

赵烈文楷书对联（右）

（郭亮《赵烈文与天放楼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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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映南中。”[10]76 赵烈文晚年喜金石文字，听闻他人有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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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游览静圃的概况：“中有一池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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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书塾”“书舍”“书厅”“书堂”“书楼”等字样，虽
大多未能确定其具体空间位置，但这些词语所暗示的藏

建筑史学刊

书、读书空间，皆反映了赵烈文对藏书空间的高频使用，
并且随着宅园格局逐渐变化，天放楼之名亦随格局而转
移，始终以藏书空间占据建筑及景观环境优越之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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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核心地位不变。

3

宅园雅集

3.1

辋川之行为写仿

图7

清代鱼俊绘逸兴山房雅集图卷（28.6 厘米 ×62 厘米）

（常熟博物馆藏）

园林的模仿发生于对前人作品的欣赏或尊崇，或取

月二十五日，“赵作人来，揭示王石谷《虞山十二景》，绢

营园意境，或仿园居活动，但皆具自身独特的风格。明

本，康熙乙亥所作，的真无疑。又明人墨迹，首《洪武敕

万历监察御史钱岱年四十四时，疏请终养，回到家乡常

书》，以下凡数十人，有真有伪，二册，索百元，余酬六十

熟，在城西南营造第宅，因雅慕王维之为人，将一切台

元，属为利会。”[3]2334
2．溪北斗诗图、序

阁 亭 榭， 皆 以 辋 川 诸 胜 命 名， 并 用“小 辋 川” 名 其 园。
陈恪评其为隐居之所：“岱有经世材，而不得施用，故以

光绪三年（1877）末至光绪四年（1878）二月间赵烈

园林第宅、妙舞娇歌消磨壮心，流连岁月。” [13]299 屠隆为

文邀请海虞名士来园观赏吟诗作对，模仿王维辋川图册，

小辋川撰记，称其为“绝类王右丞蓝田辋川。” [14]723-724 清

记录宅园的第一次改建。

嘉庆吴蔚光有《九万圩》一诗，一句“穷檐华阀今无数，

吴谷祥绘《溪北斗诗图》赠予赵烈文作为新宅贺喜，此

悉是钱家小辋川”[15] 尽显小辋川面积之辽阔。时人多认

画成于光绪三年（1877）
（图 8），赵烈文、杨沂孙、曾之撰、

为小辋川酷似王维之“辋川别业”，屠隆则在文末替钱岱

曾宝章、杨恩海等人多次于园中题跋唱和。赵烈文写下《溪

辩驳一番，一则认为由钦慕而模仿有何不可，且千古而

北斗诗图序》总结其家园概况。因仲冬亭成，又遇大雪，赵

下，也仅此一处“辋川”而已；二则王维喜好理禅，孤

烈文邀诸友前来宴饮，好友作诗以表庆贺。好友曾君静认

居三十年，而钱岱园中有舞女声伎，以享乐为主，二者

为“是会当有图”，又邀请吴秋农另为一图。赵烈文亦颇有

心境不尽相同。

所感，
“斯图也，以斗诗而斗，诗不可以形，乃形其亭。则

数年后，在同一片土地上，迎来了对王维的又一次

亭之当何地，居何人，始何年，不可以不明。
《春秋》之义，

追崇，而此次更多的是对“记录”这一行为的模仿。赵

名从主人，宜列亭所昉而名之曰‘溪北斗诗图’”[3]1841。继

烈文因吴谷祥所赠的溪北斗诗图而甚为惊喜，感叹于王

第一图序后，赵烈文又写下“溪北斗诗歌第二图序”
“溪北

维《辋川图》犹存于世，亦欲以图册的方式留下静圃胜

斗诗歌第三图序”及“溪北斗诗歌第四图序”以记录当时盛

概：“昔 王 维 居 辋 川， 图 其 胜 概 为 二 卷， 流 传 至 元 明 间

况。其中提及的图册多不可考，仅两图留存至今。

犹 存 于 世。 ……余 逃 世 名， 终 年 戢 影 于 蓬 庐 之 下， 顾

光绪四年（1878）二月，吴大澂游虞山并拜访友人杨

炫诸君之美富，以忘其丑，将欲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

沂孙、曾伯伟，此时“静圃”第一次修建刚刚结束，赵烈

昔乎？”[3]1851

文邀请吴大澂游园观赏，吴大澂绘《静溪图》（图 9）以答

3.2

溪北斗诗盛举

谢，图题“静溪图”三字。前述二图与现存老照片相比有
诸多相似之处，足见二吴的描绘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实景，

1．雅集风潮

较为真实地记录了此阶段静园实况。光绪六年（1880）六

宅园不仅是赋诗赏景的清雅之地，也是官员、士人们

月初二，赵烈文在其词《八声甘州》中记其邀请好友赏荷，

谈论政事、协商要务的场所。从幕期间，赵烈文经常与曾
国藩及其他官员在宅园之中谈论政事：“下午，涤师来谭。
晚又要至后圃纳凉，谭至二鼓。”[3]1078“归署后，闻涤师圃
至不值，遂入内园，园中新构露台落成，与涤师及蔡贞斋、
谭月卿乘凉入台。”[3]1079
明清绘画中有不少以园林为主题的作品，画家们常常
被邀请至园林作画，文人、士人们则赋文以和。鱼俊《逸
兴山房雅集图卷》（图 7）描绘了远处的虞山、辛峰亭，中
心隐于古松翠柏之间的“逸兴轩”，以记录他与友人宴集于
常熟西门外吾谷，赏枫宴饮、赋诗之雅事。赵烈文虽未亲
年
2022

自作画，却也在南亭内设大镜写照虞山，将实景“成画”
于园中，“建大镜于南亭，为溪山写照”[3]1956。他也会邀请

期
1

好友前往园中鉴别画作及墨迹，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

图8

吴 谷 祥《溪 北 斗 诗 图》（引 首：32.5 厘 米 ×79.5 厘 米， 画 心：40 厘 米

×149 厘米，尾跋 40 厘米 ×1200 厘米）
（《上海工美 2002 秋季拍卖会 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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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吴大澂《静溪图》
（34.5 厘米 ×70 厘米）

（常熟博物馆藏）

仿名园宴饮，“仿名园高宴赏清歌，骤雨打新荷。喜投簪倦

久，但其中曲池古木所营造的幽秀之境“绝非时贤布置所

客，题襟旧侣，共乐槃阿。”[3]1970

及”[3]1741。赵烈文对怡园及沧浪亭评价一般，认为二园匠

3.3

气颇重。其中怡园佳石甚多，但树木过少，与拙政园有“鹤

园居雅趣

鹜之别”：
“细观布置，大氏甚患逼窄，无送目处。
”[3]2282-2283

赵烈文经常邀请名仕于园中游览，于亭中、高台、楼

由于后世经营不力，静圃逐渐破败，最终转手他人。

阁之处赏月、饲鱼、观花、赏雪、煮茗，或是参与养动
物及拍照等新鲜活动。听曲要隔水而听：“命歌者至南亭
度曲，坐北亭隔水听之，音节嘹亮，觉荷香柳色益增芳

4

结语

丽。”[3]1971 饮酒要另寻他处：“无锡人徐月庄工琵琶，吴中

赵烈文虽因为价格、地域、风水等因素选择常熟城西

称最，赵次侯邀来余园亭奏技。会者十人：季君梅、李升

旧园，但其对于宅园的设计皆是源于“自我”的创造与表

兰、赵作人、次侯、杨滨石、书城、思赞、曾君静，主人

达，“静圃”一名亦来自于其名号“能静居士”。作为园主

及徐也。下午咸集余之东堂，徐抽弦转拔，始为《霸王卸

人，赵烈文全程参与静圃的购买、设计与营建过程，其对

甲》一曲，似有金铁声。既阙，饮于远心堂后之瑞蕖轩。

于风水的重视也时时反映于静圃的布局之间。人口的增加

薄暮罢酒，复集于北亭，为《龙舟竞渡》一曲，声情维

直接导致宅园的改建与完善，私园的艰难维系使宅园开放

肖。”[3]2120 这些名仕普遍对静圃评价颇高，认为赵烈文风

收费成为必然。但整个宅园始终不变的建造核心是赵烈文

流不羁，淡泊名利。杨沂孙一句“非仙非隐且非儒，可官

个人的喜好，对藏书的喜爱使得园中有多处藏书空间，对

[16]

可佛亦可道” 写出了赵烈文辞官之后的生活状态及追求。
有赖于发达的水上交通，赵烈文外出十分方便，他经
常乘船外出至城中剧院、茶楼观戏饮茶，也会携家人前往
其他宅园参加友人举行的雅集活动，游玩的同时前往虎丘、
[17]

王维辋川的追崇与雅慕而举办持续几月有余的溪北斗诗盛
事。宅园更是生活的重要场所，绘画、作诗、听曲、赏景，
乃至谈论时事，无一不是发生于宅园之中。
对于江南宅园研究个例而言，静圃基址尚存，且具有

，或者书肆淘买典籍书册，活动

园主人第一视角的翔实言行记录档案，其文字所呈现宅园

格外丰富。初步统计赵烈文与其亲友就游览过狮子林、刘

信息的真实性显得尤为珍贵。由赵烈文生平事迹及《能静

园、钱氏园、上园、端园等 17 处园林。赵烈文评价网师

居日记》所映射的江南宅园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及园居事

园“甚华而不俗”，拙政园“境地幽绝”，寄畅园虽颓废甚

实生动地反映了晚清士人、文人切实的生活图景。

山塘街花肆购买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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