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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繪畫，可從伏羲氏造八卦說起。這八卦配合起來，可

以表像宇宙間種種事物的形和意。這裏是富有圖畫意義的，所以

這八卦可說是中國繪畫的胚胎。

到了黃帝時，有倉頡觀察奎星圓曲的形勢，及龜文、鳥羽、

山川、掌指、禽獸蹄迒 1 的痕跡，體類象形而造出文字來。這文字

實是繪畫的雛形。同時有人發明五彩，施繪畫於衣服上。《通鑒

外紀》上說：

黃帝作冕旒，正衣裳，視翬翟草木之華，染五彩為文

章，以表貴賤。

夏、商、周三代為我國郅治 2 時期，禮教殊隆，所有圖畫完

全是應用於禮教上的。黃帝時服裝上敷色，夏、商二代仍舊習

用，並更考究；但其色彩的考究，非為繪畫本身的美觀，乃是求

合乎禮教的用意罷了。

《左傳》上記的夏禹鑄鼎，圖鬼神、百物的形象，是人物畫

的濫觴。《周禮》上所記的尊彝上有鳥獸、植物、雲山等圖形，

乃是繪畫史中有價值的小品製作。周代的大作品，有門上的壁

畫。《周禮》上所記的虎門，是門上有猛虎的繪畫。《孔子家語》

說：「孔子觀周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家，而各

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足征周代人物繪畫的發達。春秋時

的作品，王逸《楚詞注》說：「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

1	 	蹄迒：tí	háng，意思是蹄爪的痕跡；亦作「蹏迒」
2	 	郅治：zhì	zhì，天下大治，清明太平到極點。故稱盛世為「郅治之世」。

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說苑》中

說 :「齊有敬君者，齊王起九重臺，召敬君圖之。敬君久不得歸，

思其妻，乃畫其妻對之。」以此推想吾國繪畫，至戰國已漸進精

密，所含的意義，也不止單純形象的表現。

吾國三代時的美術，概由自然的發展，未曾受外來藝術的

影響。到秦統一天下，版圖遠擴於西南，從此才有外邦的交涉，

西域的美術品漸次輸入中土。始皇元年，有西域賽霄國畫人列裔

來朝，能口含丹墨，噴壁成蛇、龍、山川、禽魚、鬼怪等圖像。

（見《拾遺記》）於吾國繪畫上，當與有相當影響。

漢代繪畫上比前代大有進展；尤以壁畫為興盛。宮殿中有觀

畫堂、明光殿、麒麟閣、雲臺等，這些均是漢代有名的大規模的

壁畫。然作者姓名多未傳下。可考的，只有蔡邕曾在靈帝時畫赤

泉侯。

漢代孔廟的壁畫也是一件重要作品。《益州記》說：「成都有

周公禮殿，漢獻帝時立。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

君臣與仲尼七十二弟子於壁間。」《漢書．蔡邕傳》說：「光武元

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漢代以儒術為政治標

準，有這種作品也是意想中的事。

此外，陵墓中也有壁畫。《後漢書．趙岐傳》說：「趙岐自

為壽藏，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像居主

位。皆為讚頌。」官舍中也有壁畫，《後漢書．南蠻傳》說：「肅

宗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耀之，

夷人益畏憚焉。」漢代壁畫的風行可想見了。

漢代繪畫的應用如此隆盛，畫人也隨而增多，後漢畫人的

著名者有蔡邕、張衡、趙岐等，尚方畫工有劉旦、楊魯、陳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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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白、龔寬等。張衡善神獸，蔡邕善仕女，劉敞、劉白、龔寬工

牛馬飛鳥。毛延壽的仕女，當時推為「醜好老少，必得其真」，

取材極博，如神仙、鬼怪、奇禽、異獸、山川、星辰等，無所不

畫。他的技巧是自由馳騁，變幻莫測的。畫天象的名家有劉褒，

曾畫《雲漢圖》，人家見了覺到炎熱；又畫《北風圖》，人家見

了感到寒冷。風景畫的根底，已在這裏植下了。

洛陽八里臺西漢晚期墓壁畫（局部），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

東漢軍帳營漢墓「方士昇仙」畫像石拓本，南陽漢畫館藏

後漢明帝夢金色神人，因遣使到天竺求佛法，得到天竺國

優填王畫的釋迦像；於是命畫工照樣畫在南宮的清凉臺和顯節陵

上，又在白馬寺的壁上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圖》，為吾國佛教

畫風輸入的開始，在吾國後代的藝術上，呈一極大的變遷。

魏晉南北朝的繪畫，因佛教儀像的關係，人物畫非常發達，

有名的作家也很多，開畫史上的新紀元。以下略述代表作家及其

作品，足見此時期的繪畫，已逐漸接近純粹藝術的基地。此後順

勢的發展過去，當歸功於這時期的養素。

吳曹不興為吳中畫壇奇才，稱江左畫家之祖。相傳畫佛像羅

漢，有曹樣、吳樣二本，曹起自曹不興，吳起自吳陳。曹畫衣紋

重疊，吳畫衣紋簡略。

曹不興，一作弗興，吳興人。當時有印度僧人康僧會在吳地

設像行道，不興曾見他所有的儀像而摹仿之，於是技藝大進。曾

南陽麒麟崗石墓宴飲圖
局部拓本及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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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丈的絹素上畫佛像，得手應心，操筆立就，頭面、手足、

胸臆、肩背各部，配合適宜，不失尺度。南齊謝赫看到他所畫的

龍頭，說他的名聲不是虛傳的。

明代楊慎論中國畫家的四祖，是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展

子虔。這四家在繪畫上的地位，是重要的，我們不妨在此先說一說。

顧愷之，字長康，號虎頭，是晉代的無錫人。筆法如春蠶吐

絲，初見甚平易，並且於形似上常常有失妥之處；然仔細看來，

六法兼備，設色以濃色微加點綴，畫人物，常數年不點睛，有人

問他緣故，他說：「四體妍媸，本無缺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

在阿堵中。」曾在瓦宮寺畫有維摩詰像等，都是絕妙一時的巨

制。相傳維摩詰像開戶的時候，光照一室，觀者門戶為塞，可見

當時的人，為他藝術所感動的情形了。

陸探微，是南北朝宋時的吳人，所作人物，體運遒舉，風力

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所畫多當時帝王將相的像。他的名

作，如孝武帝、宋明帝、王獻之諸人的像。謝赫《古畫品錄》推

陸探微為第一品，說道：「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蘊後，古

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讚。但價重之極乎上，士品之外，無他

寄言，故屈標第一等。」

張僧繇，是梁時吳興人，梁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長朝野

衣冠，因武帝崇尚釋氏，故僧繇的佛畫為多，奇形異貌，極得力

於印度輸入的新壁畫。《梁史》上說他在一乘寺所畫的扁額，遠

望眼暈如有凹凸，時人因叫一乘寺為凹凸寺。《後畫品》評他說：

「張公骨氣奇偉，師模宏遠，豈惟六法精備，實亦萬類皆妙。」

並常在縑素上用青綠重色，先圖峰巒泉石，而後染出丘壑巉巖。

繪畫上不用墨作的鈎，叫做沒骨皴，為張氏所創始。

《維摩詰像》，甘肅敦煌莫高窟 103 窟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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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探微《歸去來辭圖》（局部）， 
絹本設色，43×142.3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唐梁令瓚摹張僧繇《二十八星宿真形圖》局部，
絹本設色，27.5×489.7cm，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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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的展子虔，歷北齊、北周到隋，妙寫臺閣及江山遠近，

有咫尺千里之勢。吾國人物畫到這四家，細密精微，已啟唐人的

風格。其他如戴逵、嵇寶鈞等，都是一時名手，不煩詳敘。

山水畫是在南北朝得江南風景之助，有了進步。專門山水作

家，有宗炳、王微等。山水畫論方面，也有宗炳的《山水序》、

梁元帝的《山水松石格》。

吾國正式的藝術批評，到了南北朝時才有。南齊謝赫所著的

《古畫品錄》，可說為吾國藝術批評的正則。原來謝赫是吾國有名

的畫家，輕當時以神氣逸氣取勝，一變風格而趨於纖巧。然纖巧

展子虔《遊春圖》（局部），43×80.5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中有獨具精神，為一時導領。他並在《古畫品錄》中定有六法，

以為批評繪畫的標準：（一）氣運生動，（二）骨法用筆，（三）

應物象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移模寫。

他第一法的氣運生動，永為中國繪畫批評的最高準則，亦即藝術

上的最高基件。吾國在此時代的藝術思潮已到此等地步，我們不

能不驚異地頌讚了。

茲將南北朝和隋兩代的繪畫概況列表如後：

南
北
朝

南
朝

畫跡

量數 多

種類 卷軸及寺壁南朝

作法 多參新意

作家

人數 多作家

籍貫 大多為吳中人

傾向 大多注意於山水

北
朝

畫跡

量數 少

種類 大多是石窟造像（參看雕塑章）

技巧 拙實雄渾

作家
人數少，大半為工匠，於從事造像之外，間有旁

及道畫。

隋 畫風

唐代因為治平之時較久，在太宗、玄宗的時候，內修政教，

外宣威德，兩域南夷之來庭者眾多，文藝宗教之煥發，達於空前

的境地。即以繪畫而論，偉才輩出，傑作眾多，正如名卉異葩，

調和
（南朝北朝）

人物畫
臺閱書
山水畫

道釋人物畫
寺院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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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羅瑤圃，蔚為大觀，實為我國繪畫史上最盛的時代。

唐代政教的改革，自始即有顯著的痕跡，惟有繪畫上的變

化則最為遲緩，故唐代的畫史可分三個時期來說：自武德到開元

以前為初期：當時的作風，是繼承六朝的餘緒，技巧上雖稍有進

步，然猶未能別幵蹊徑，作品多以細緻艶潤為工；道釋人物，可

謂臻盛，山水雖已有相當成功，但尚未能重視。自幵元到天寶間

是中期，亦是整個唐室最盛的時期，那時一般繪畫作家部非常厭

棄前朝的細潤作風，同時受了域外新奇的誘引，於是別開生面，

摒棄細潤的作風而趨向於雄健超逸之一路。山水畫、人物畫大

興，花鳥畫亦漸露頭角，名匠輩出，炳若列星，可謂極人文之盛。

德宗以後，則為後期：人物、山水、花鳥，雖然沒有特殊的進步，

但作家都能各專一長，以相誇美；人民知道繪畫之可寶貴，鑒賞之

風，於焉大開。整個唐代的繪畫，無論人物、山水、花鳥，及其

他雜畫，往往閣在寺院內的，所以和宗教是有着密切關係的。

唐代畫家，大都聚精會神於山水畫的藝術。唐人的山水皴

法，大都皆如鐵線，人物衣紋畫線，也大略相似。然晉畫故實，

唐佈新題，雖李思訓的《仙山樓閣》、王維的《江山雪霽》與顧

愷之《清夜遊西園》，陸探微的古聖賢像，各有所異，而閭立德

畫《東蠻謝元深入朝圖》，立德弟立本寫秦府十八學土、凌煙閣

功臣，是畫時裝，即新題的證據。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之所能也。君子之於學，百

工之於藝，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

退之，畫至於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這是蘇軾

跋吳道子（又名道玄）的畫語。宋人以這種眼光看定中國文化到

了唐代已臻極盛，這確是一種英雄史觀的見地，是很合理的。

吳道玄以不世的天才，為一代開山之祖，後人稱他：「筆法

超妙，為百代畫聖。」曾作《地獄變相圖》，無青鬼赤鬼，畫有

陰慘之狀。一時京都屠沽漁罟之輩，見了懼罪改業的不少。又在

平康坊菩薩寺東壁上畫佛家的故事，筆跡勁挺，如磔鬼神的毛

髮。天寶中，明皇忽思蜀道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的優美，令吳道玄

圖於大同殿的壁上，一日而畢，一時歎為多方面敏捷的奇才。

此時的山水畫給吾人以多方面的觀照，因為這時作家，各

各發揮獨特的精神。自吳道玄一暢其源流以後，李思訓一派的工

整，王維一派的秀逸，張操、王洽一派的潑墨，在意境上、技巧

上，已分道揚鑣的了。

李思訓是唐的宗室，曾為左武衞大將軍，所以時人稱他為

李大將軍。他作山水，神速不及道玄，而工密過之。善用金碧輝

映，成一家法，為青綠派山水的開創者，稱「山水北宗之祖」。

閻立本《秦府十八學土圖》（局部）， 
絹本設色，174.1×103.1cm， 
臺北故宮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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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道子《地獄变相圖》摹本局部之一，敦煌莫高窟藏

吴道子《地獄变相圖》
摹本局部之二，敦煌
莫高窟藏

王維為唐德宗吋人，畫山水工平遠風景，風致標格，新穎特

異。他受到吳道玄的影響，以超脫秀逸為上。好作水墨，對於水

墨畫，極為推崇。在他所著《畫學祕訣》中說：「畫道之中，水

墨為上；肇然之性，成造化之工。」他的藝觀也可見一斑了，稱

「山水南宗之祖」。

上述的是唐代的幾位領袖畫家，也是後代繪畫發展的前鋒，在

我國繪畫史上是佔着重要地位的。現在把唐代的繪畫狀況作表如下：

唐

畫

人
物

普通人物
前朝故實 多取材於貴族士女

遊宴戲樂之事

初
期
較
盛

現代風俗

外國風俗
人物

道釋
人物

羅漢真君菩薩等像

諸品功德各經變相

其他圖繪

製作圓滿 吳道玄稱大家

位置縮小 山水可與抗衡

山
水

北宗 青綠濃麗 李思訓為祖 中
期
特
盛

南宗 水墨渲淡 王維為祖

位置擴大 幾與人物

花鳥 已露頭角
邊鸞稱大家（代表

作家）

其
他

馬 曹霸……
中
後
期
較
盛

牛 戴嵩……

水 孫位……

松石 孫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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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長卷（局部），29×490.4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唐末五代的時候，有荊浩摘唐人之特長，蔚為一家。當時

關仝從荊浩學畫，有青出於藍之譽。這兩人的作品已達圓熟與渾

厚。雖屬南宗而下，畫風又轉一樞紐了。

荊浩，河南人，自號洪谷子，長山水。嘗與人說：「吳道子

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採二子之所長，自成一家之

體。」撰《山水訣》一卷行世。

荊浩畫法，世人說他有開先顧後之功，皴鈎佈置，使後學者

得有由徑，不惟關仝師事之，實為百世的宗師。他善畫雲中的山

頂，屋檐皆仰起，而樹石多是粗大的，思致高深，骨體夐絕。他

曾自作詩說：「筆尖寒樹瘦，墨淡野雲輕。」

關仝，長安人，山水脫略毫楮，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

意愈長；善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見者如在灞橋風雪中。但他

不工人物。

五代的花鳥畫，因佛老思想的關係，在唐代邊鸞等啟其端

緒，到五代已大見發展，作家有徐熙、黃筌，為唐代花卉畫的

大師。

徐熙，江南名族，畫花卉和蜀的黃筌齊名，長花竹、草木、

蟲魚等類。當時畫花果者，概用色粉暈染，熙獨先以墨色寫枝

葉、蕊萼，然後稍和色彩，而超脫野逸之趣則盎然紙上。從他風

格的，有其孫崇嗣、崇勛、崇矩及唐希雅、孫忠祚等。

黃筌，四川成都人，長花竹翎毛等的寫生，盡得神情，成古

今規式。畫法概先鈎勒，後再填以五彩。所畫花色，宛如含露初

放，極有生意，但設色極富麗，與徐熙的野逸清淡，絕不相同，

故世人有「黃筌富貴，徐熙野逸」的話。其他名家如曹仲玄、貫

休等，均擅長道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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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浩《匡廬圖》， 
絹本水墨， 
185.8×106.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關仝《關山行旅圖》， 
絹本水墨， 
144.4×56.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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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繪畫到了宋代，其情形與前代迥不相同。一切道釋

的人物畫漸就衰退，這種情形在南宋尤甚。宋代的繪畫題材，

偏於花鳥山水，而一切製作都與文學互通因緣，所以宋代的繪

畫，可說是我國繪畫的文學化時期。我們現在從山水畫說起。

山水畫自從五代的荊浩、關仝崛起後，轉輾變化而達於高古渾

厚的氣象。

到北宋，畫家董源、李成、范寬等承其遺風而發揮光大之。

所以他們被世人稱為北宋三大家。

這三家都是嗣響於荊、關的，不過他們的布景和用筆，各各

不同。董源的水墨極類王維，他的山水可分二種：一種是水墨礬

頭，疏林遠樹，平淡幽深，山石都作麻皮皴；一種是着色的，皴

文不多，用色甚淡。後起的僧人巨然、劉道士等，皆傳其衣缽；

而米氏落伽的手法，實由此脫胎；還有江貫道亦是宗於他的。但

其中之為董源的正傳乃是巨然。巨然少年時的作品，多作礬頭，

老年時的作品則趨平淡。嵐氣清潤，積墨幽深。得其法的有僧人

惠崇，由惠崇又傳給僧人玉硐。

李成惜墨如金，好寫平遠寒林。其畫雪景，峰巒林屋，都是

用淡墨的。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而山水位置，頗有遠近明暗

之法。他的弟子中著名的有許道寧、李宗成、翟院深等。其他私

淑他的畫法的，在當代名家中有郭熙、高克明等。但是在成績上

看，郭熙可說是獲得了李成的正傳的。郭熙所作多重山複水，雲

物映帶，筆壯墨厚。當時畫院的眾工競效其法，後起的楊士賢、

張浹、顧亮、胡舜臣、張著等，都受他的薰陶的。

范寬初時是師事荊浩的，但他頗醉心於李成；後來捨棄舊

習，師法天章；好作崇岡密林，用墨深重。
貫休《十六羅漢像》之諾距羅（宋摩本），
絹本設色，129.1×65.7cm，日本京都高臺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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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江堤晚景》，
絹本設色，179×116.5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李成《寒林騎驢圖》，
絹本設色，162×100.4cm，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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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寬《溪山行旅圖》，
絹本水墨，206.3×103.3cm，臺北故宮博物院

宋代米氏的雲山在畫史也很重要的。他遠仿王洽，近學董

源，喜用積墨寫，滿紙淋漓，天真煥發。他的兒子元輝略變父

法，但氣滿神真，自成一家。繪畫中的雲山，到了米氏又起了變

化，所以世人常稱米氏雲山，大概因為這個原故。

南宋的名家有龔開、燕文貴、郭忠恕等。燕文貴不師古人，

匠心獨造；他的山水，當時稱為燕家景致。郭忠恕以宮室畫著

稱。本來宮庭畫不易工，作者往往以束於繩墨，筆墨難逞，稍涉

畦畛，便入庸匠，所以唐以前，不聞名家。郭忠恕以偉俊奇特之

氣，輔以博文強學之資，不為規矩繩墨所窘，可謂古今絕藝。燕

文貴和郭忠恕二人，各立門戶，與董、巨等不相繫屬的。

北宋山水畫的流派大略如此。自郭忠恕的繪畫，綜論其整個

的趨勢，實是偏重於王維的破墨的一派，即是所謂南宗。但這南

宗的作家如趙伯駒、李唐、劉松年、李嵩等，後來蔚成畫院派。

他們的筆墨注重細潤，色彩採用青綠，通常稱為院體畫，其實是

盛行李思訓青綠的一派。這便是北宗。北宗其他的作家有蕭照、

陸青、高嗣昌、閻中等。其他馬遠、夏珪輩都師事過李唐的，但

他們的作風蒼勁，顯然受了董、巨、范、米等人的陶染，而合南

北二宗為一道。山水畫到他們二人之手，已經是起了一變了。

宋代的人物畫可分道釋人物畫和非道釋人物畫二項，但沒有

山水花鳥之多驚人處。

花鳥畫自從五代徐、黃競興，分門揚輝，燦然可與人物畫爭

衡。人宋以後，因玩賞繪畫之風大盛，致花鳥畫並山水畫益復向

榮。初期著名作家有南宗的徐崇嗣，北宗的黃居寀。此二人均有

很大的勢力，受其影響者很多。後來有崔白、崔愨兄弟及吳元瑜

等人出，至此作風起一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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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友仁《雲山圖》長卷， 
絹本設色，46.4×194.6cm，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局部），
絹本設色，74.1×69.2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現在把幾位領袖作家的生平略敘一下：董源，一作董元，

江南人，官南唐北苑副使。畫山水著名於時，景物富麗，下筆雄

偉，重巒絕壁，有嶄截崢嶸之勢。着色仿李思訓，水墨似王維，

而出自胸臆，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他的

平淡天真，唐無此品。宋人院體，皆圓皴短筆，北苑獨稍縱而

長，成一小變。暮年，一洗舊習，故其畫截分二種：一種水墨礬

頭，疏林遠樹，平遠幽深，山石竹麻皮皴。一種着色，皴紋甚

少，古人物用紅青衣，亦有用粉素者，均屬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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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巨然，鍾陵人，與劉道士同師董源畫山水，筆墨秀潤，善寫

煙嵐氣象，於峰巒嶺竇之外，尤喜作小石松柏疏筠蔓草之類，相與

映發。少時，得董元正傳，喜作礬頭。老年趨向平淡，險絕孤兀之

趣，似見稍遜，而雄深秀麗，正無相與匹敵。元吳仲圭、明沈石田

皆源出於巨。李成，字咸熙，避地北海營丘，世稱為李營丘。

范寬初師李成，又師荊浩，後自歎說：「與其師人，不若師

造化。」乃脫盡舊習，落筆光硬，真得山水景法。尤長雪山，

山頂上好作密林，水際作突兀大石。晚年喜用焦墨，大多水石不

分，溪出渾虛，水若有聲，時人評議他的畫說：「李成之筆，近

視千里之遠，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所謂造乎神者也。」

然相傳學李成者，許道寧得其氣，范寬得其形，翟院深得其風，

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輩，兼學郭熙、楊安道、林俊民諸人，

專學范寬，皴鈎點墨，盡為前人矩鑊所束縛，而欲超然特出，很

是艱難了。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長卷（局部）， 
絹本設色，50×320cm，遼寧省博物館藏

巨然《秋山問道圖》（局部），
絹本墨色，77.2×165.2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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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寒林平野圖》，
絹本設色，120×70.2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范寬《雪山蕭寺圖》（局部），
絹本設色，182.4×108.2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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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河陽溫縣人，山水宗李成，得雲煙出沒、峰巒隱顯

之態；佈置筆法，獨步一時。早年畫法工整，晚年落筆健壯，著

《山水論》，詳說遠近、深淺、風雨、明晦、四時、朝暮的變遷。

所畫山頂峻險，樹多蟹爪，酣墨淋漓，一如行草書法。黃山谷有

詩說：「玉堂對坐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間。」又說：「郭熙官畫

但荒遠，短渚曲折開秋晚。」南宋名手，雖劉松年、馬遠輩，不

能仿佛。

五代的西蜀南唐，創立翰林畫院，始有畫院體。工妍秀

潤，斤斤規矩，宋徽宗仿五代遺制，大擴規模，分祗候、待詔等

官職。高宗南渡，聚天下精藝良工，領導當時藝學，所作之品，

總稱為院畫。以李唐為首領，與劉松年、馬遠、夏珪稱南渡四

大家。

李唐，字晞若，河陽人，在宣和靖康間畫已著名，入畫院

後，即盡受前人之學。所作山水，源出於荊浩、范寬，筆意不

凡，高宗很是重視，嘗題《長夏江寺卷》說：「李唐比李思訓。」

皴法大劈斧，帶披麻頭，常用水墨作人物屋宇，描畫整齊，畫水

尤為得勢。南渡以來推為獨步，吳仲圭說：「南渡畫院中人固多，

而惟李晞若為最，體格具備，取法荊、關，」於此亦未可專以院

畫二字評議一切了。

劉松年，錢塘人，人物山水學張敦禮，多作雪松，四圍暈

墨，松先以墨筆疏疏畫它，再以草綠間點松幹，半用淡赫，半

留空白，表示凝雪。畫酒店，簾上常書「酒」字，董玄宰題《風

雨歸莊圖》說：「初披之以為北宗范中立，已從石角中得松年

款，蓋松年脫去南宗本色，作中立得意筆法耳，此特其摹世之

作也。」
郭熙《早春圖》，
絹本設色，158.3×108.1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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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長夏江寺》長卷，絹本設色，44×249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劉松年《雪山舉網圖》，絹本設色，160×99.5cm，四川省博物館藏

馬遠，號欽山，他先世河南人，後居錢塘。畫師李唐，下筆

嚴正，常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不多作全景，然

江浙間有馬氏所作的峭壁大障，主山多屹立，平處略見水口，蒼

茫外，微露塔尖，特具微茫之致。

夏珪，字禹玉，畫人物山水，醞釀墨色，麗如傳染，筆法蒼

老，墨汁淋漓；雪景師范寬；山水師李唐，夾葉作樹，稍間有丁

香枝；樓閣不用界尺，信手畫成，奇怪突兀，筆意精密，氣韻尤

高。張青父論夏氏《千巖萬壑圖》說：「精細之極，非殘山剩水

之比，粗也而不失於俗，細也而不流於媚。有清曠超凡之遠韻，

無猥闇蒙塵之鄙格」，可說論馬、夏的繪畫而得他的要領。

畫之六法，難於兼全，吳道子以後，獨李公麟始能兼備，

而米元章猶說他有吳生習氣。馬和之的人物、佛像、山水，仿吳

裝；他學龍眠《山莊圖卷》，一轉筆作馬蝗勾，便有出藍之譽。

陳眉公說他：「品極高妙，當與郭忠恕妙跡雁行。」然郭氏的畫，

董元宰說他極像王維。有《輞川招隱圖》，乃易雪景為設色，原

兩宋工設色畫者，如王說、趙令穰、伯駒、伯騎，各有不同，而

不過二李之遺。而燕穆之、燕文貴、僧人惠崇，又屬一種變體，

然工細筆，則全相同。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號龍眠居士，官至檢法。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官至國字主簿。

王說，字晉卿，封開國公。

趙令穰，字大年，封榮國公。

趙伯駒，字千里，官浙東兵馬鈐轄。

趙伯騎，字希遠，官潮州太守。

燕肅，字穆之，益都人，官龍圖閣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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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圭《雪堂客話圖》，
絹本設色，28.2×29.5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马遠《松泉双鸟》冊页，
26.8×53.8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李公麟《五馬圖》（局部）之一，
紙本墨筆，29.3×225cm，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李公麟《五馬圖》（局部）之二，
紙本墨筆，29.3×225cm，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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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麟《五馬圖》（局部）之三，
紙本墨筆，29.3×225cm，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李公麟《五馬圖》（局部）之四，
紙本墨筆，29.3×225cm，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燕文貴，字叔高，一作文季，吳興人，宋端拱中入畫院。

僧惠崇，建陽人。

宋初，黃筌父子被召入畫院，徐熙一家同時發展於院外。

兩派如春蘭秋菊，各擅芬芳。其他自立格法的尚有丘慶餘、陳棠

等。慶餘善花卉翎毛，兼長草蟲，師滕昌佑，而能青勝於藍。陳

棠創飛白法，清逸有獨到處。兩家多用墨色的深淺，表現對象，

均為宋代作手。黃氏體，到神宗時有崔白、崔慤、吳元瑜等，一

變格法。徐氏體，到真宗時有趙昌，到英宗時有易元吉，傳徐氏

沒骨法的手法，趙昌尤得傅彩的神妙。

趙昌，劍南人，性情高傲，長花果，初師滕昌佑，調色別得

妙決。《皇朝事實．類苑》星說：「趙昌染成不佈采色，驗之者，

以手捫摸，不為色所隱，乃真趙昌也。」

李公麟《五馬圖》（局部）之五，
紙本墨筆，29.3×225cm，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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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元吉《三猿捕鷺圖》，絹本設色， 
24.1×22.9cm，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靈機深敏，長花鳥水果，極臻精

奧。尤長牙獞猿猴，米襄陽《畫史》中曾說：「元吉草木翎毛，

唐徐以後無人，但以猿獐稱，可歎！」

文人墨戲，多作枯槎古木，叢餘斷山，筆力跌盪於風煙飄渺

之境。當時以文同、蘇軾為最有名，筆法新奇，皴勾老硬，揮灑

大致，不求形似，鄧椿說他「注意雖不專，而天機本高」。東坡

曾說：「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生客慧。」「當其下筆風雨快，

筆所未到氣已吞。」確曲盡畫畫了。常時米芾及子友仁推原董、

巨，寫生山水，稍刪繁密，遂入神品，王庭筠、吳琚等，亦工寫

意，頗多神契。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號東坡居士。

米芾，字元章，吳人，子友仁，字元輝。

王庭筠，字子端，號黃花老人，遼東人。

吳琚，字居父，號雲壑。

泛觀唐、宋二代藝術，任何種類、任何部份俱有充分的自己

進展力，而山水花鳥畫的發達最足使人驚異。唐宋人對自然與人

生的最高理想，多在山水畫與花卉畫中實現出來。宋郭熙的《林

泉高致集》中，論山水畫的藝術，精到極點。郭氏本他自身的體

驗，定山水畫的基點有四階級：（一）所養充實──充實的人格；

（二）所覺淳熟──純粹的感覺；（三）所象眾多──雜多經驗；

（四）所取精神──焦點的捕捉。

現在講元代的繪畫。元代以漠北蠻族入主中原，對於文藝

不知重視；一般臣民都自恨生不逢辰淪為異族的奴隸，所以文人

學士，無論仕與非仕，無不欲藉筆墨以自鳴高，因此從事於圖畫

的，不是用以遣興，即是用以寫愁和寄恨：其寫愁者，多蒼鬱；

寄恨者，多狂怪；以自鳴高者，多野逸。他們多是表現個性，而

不兢兢以工整濃麗為能事，於是相習成風，這便是所謂文人畫。

整個元代的繪畫，以文人畫的畫風最為顯著。

元初的作家，以陳琳、趙孟頫等人為最著名，他們繼承宋代

的餘緒，上追古風，產生了不少高古細潤之作。同時有高克恭一

派，以寫意和氣韻為製作上的主要條件，他們實際上是承董、巨

的衣缽的，不過各就其天賦的才力，而更發揮光大了起來；他們

的勢力在當時足與陳趙諸人相抗峙。

元代末葉的作家，多用乾筆擦皴，淺絳烘染，思想益趨解

放，筆墨益形簡逸。無論山水、人物、草蟲、鳥獸，不必有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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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只是憑意虛構；用筆傳神，非但不重形似，不尚真實，乃至

不講物理，純於筆墨上求神速，和宋代的畫風大不相同。

至於元代繪畫的題材，不重歷史故實、田野風俗等，只是

歡喜畫些墨蘭、墨竹一類的東西。這種畫當然與士大夫寄興鳴高

的傾向相符合，況且作風簡略易習，所以自士夫而娼優，概多能

之。以筆墨而論，元代繪畫的簡逸之韻，實不亞於前代工麗的作

品。這卻是繪畫史上以次進步的現象。

現在略敘元代的幾位可考的代表作家，在未敘之先，請先錄

一段《藝苑卮言》中的話：

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久，

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方方

陳琳《溪鳧圖》，紙本設色，35.7×47.5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物樓臺花

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韻而已。當時人極重

之，宋體為之一變。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官刑部尚書。畫法傳董源、米

芾，兼學李成，自成一家。在董、米之外，又常作青山白雲，極

有遠致。他的祖先西域人，遷居燕京，後移居浙江餘杭，暇時常

策杖攜酒壺詩冊，兀坐錢江之濱，望越中山岡的起伏、煙雲的出

沒，因於政治之餘，用以作畫，筆跡嚴整，尤重用墨，巒頭樹

頂，濃於上而淡於下，為高氏獨到的心法。董玄宰說黃子久不及

房山，因他能脫盡畫師習氣。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官翰林學士承旨。他畫山水竹石

人馬花鳥，構造精微，窮極天趣。嘗說：宋人畫不及唐人遠甚。

又說：「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人但知用筆纖細，

傅色濃艶，便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乎 ?」

他生平得力處重在學古。原來中國繪畫，捨模擬無由入門，既窺

堂奧，可以掉臂遊行，隨地都可自得。子昂少時專摹二李、右

丞、營丘，及其老成，揮灑自如，有唐人之意致而去其纖，有北

宋人之雄健而去其獷。子（趙）雍，人物極工細，山水林木，高

古簡質，而長於畫樹。他的夫人管道升，尤長蘭竹，作細篁，別

有一種肥澤之致。

畫法齊備於唐宋，至元搜扶義蘊，洗發精神，實處轉鬆，奇

中有淡，而見真趣。有人說：「元人貴氣韻而輕位置，其於形似之

間，時或有失。」便疑唐宋之法至元代中墜。不知元季諸畫人，

多高人君子，借繪畫以逃名，悠然自適，不求庸耳俗目之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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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恭《春山晴雨圖》，絹本設色，125.1×99.7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趙孟頫《二羊圖》卷，紙本水墨，25.2×48.4cm，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管道升《竹石圖》， 
紙本墨筆，87.1×28.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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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之黃、吳、倪、王，均為栖息林泉之上，揮毫拂素，

不過舒胃中逸氣。當時作家雖極力臨仿，已難夢見，俗語說：「宋

人易摹，元人難摹。」確屬如是。四家之中，子久多蒼渾，雲林

偏淡寂，仲圭主淵勁，叔明兼深秀，雖同趨北苑，而久異面目，

要皆虛和蕭散，歸於王維一派，丹青水墨，純任自然。即子久之

用赭石，叔明之花青，或有所偏，而雲林、仲圭專工黑色，原屬

一理，不可求之面貌之間。

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又號一峰老人。他的畫師董、

巨，晚年變董、巨畫法，自成一家。又極傾倒房山，他的用筆

多房山門徑。平淡天真，不尚奇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居

富春，領略江山釣灘之勝。生平畫格有二種：一種作淺絳者，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紙本墨筆，33×636.9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山頭多巒石，筆勢雄偉，一種作水墨者，皴紋極少，筆意尤為

簡遠。

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他的山水師巨然，有帶濕點苔

之法。點苔之法，得宋人三昧，遇興揮毫，非應酬世法，故筆端

豪邁，墨汁淋漓，無一點市朝氣。

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為趙子昂外甥，畫法從鷗波

風韻中來，又泛摹王右丞，得董元、巨然墨法。他的用筆亦從郭

熙卷雲皴中化出，秀潤可喜，細密者峰巒叠織，蹊徑行迴，山居

茅屋，無所不具。寫舟航多寫朱衣漁叟，他的一種文士氣，可謂

冠絕古今。生平極重子久，奉為師範。倪林謂為「五百年來無此

君」，極稱賞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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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鎮《墨竹譜冊》之一，紙本墨筆，40.3×52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畫師李成和郭熙，筆稍加柔隽。雖

平林遠黛、竹石茅亭，用墨蒼秀，絕無市俗塵埃之氣。後人說仲

圭大有神氣，子久特妙風格，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免有縱橫

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為米癡後一人。中國的繪畫到了倪氏，

院體與文人二派非但勢成對峙，且高唱凱旋之歌了。

同時朱德潤，字澤民；唐棣，字子華；龔閑，字聖與，師郭

熙；徐賁，字幼文；王紱，字孟端，宗董、巨；趙元，字善良；曹

知，號雲西，似倪迂；方徒義，號方壺。皆畫雲山，亦四家的流亞。

元代北宗畫家，除錢舜舉院派的青綠山水之外，非常稀少。

傳南宋馬、夏遺風者，僅有孫君澤、丁野夫、張遠、張觀等幾

人，其中以孫君澤尤為傑出。

吳鎮《墨竹坡石圖》，紙本水墨，
103.4×33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蒙《谷口春耕圖》，紙本設色，
124.9×37.2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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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瓚《漁庄秋霽圖》軸，
紙本水墨，23.8×25.1cm 上海博物館藏

花鳥畫以錢舜舉、王淵為巨擘。舜舉，名選，號玉潭，別號

清臒老人，又號習懶翁，宋景定時舉鄉貢進士，和趙子昂等均為

元初吳興俊士。長人物山水，最工花鳥，與王若水（淵）同為元

代花鳥畫泰斗。又長寫生，畫風整致清麗，大概祖述宋的趙昌、

易元吉，兼徐、黃二家法式，尤得徐氏沒骨法的神髓。王若水的

花鳥畫，專師黃氏華麗鈎勒體。舜舉卻獨去鉛華，而有沖淡清新

的風格。山水則宗趙千里，以青綠金碧，與盛子照等得名於元

代。《容臺集》裏說：

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稱具體，趙文敏

常常問畫法。

嗣他畫派的有藏良等。

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間，繪畫情形，非常複雜；派別紛岐，各

自為謀。但從大體上說，各派繪畫都是文學化的，在實質上乃是

支取唐、宋、元三代的體裁，而自成其時代的藝術。

錢舜舉《梨花圖》（局部），紙本設色，31.7×95.2cm，美國大都會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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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淵《竹石集禽圖軸》（局部），
紙本水墨，137.5×59.4cm，上海博物館藏

明代山水畫的流派最為顯著，大別之，可分為浙派、院派和

吳派。這三派消長之跡，可分為兩個時期；從明初到嘉靖間為前

期，這是浙派和院派並行的時期；嘉靖而後，乃是吳派獨步的時

期。現在先把明代繪畫的流派作表如下： 

明
代
流
派

山水

浙派 戴文進 江夏派 吳小仙

院派 冷謙、周臣等

吳派 趙長善

華亭派 顧正誼

蘇松派 趙左

雲間派 沈士充

花鳥

工麗派 边景照等

鈎花點葉－工麗寫
意派

周服卿等

寫意派 林以善等

明代畫家之著名者，不可指數，茲擇其較有關係於畫史之演

進者，簡述如下：

明初有王紱，因不滿意於元末文人畫的疏放，又極力主張形

似，提倡北派，曾說：「取意捨形，無所求意，故得其形，意溢乎

形，失其形者，意云乎哉？」此種議論，與倪瓚全處反對地位，亦

因明代自宣宗、憲宗、孝宗，皆擅筆墨，偏重摹古。當時有商喜，

字惟吉，善山水人物花木翎毛，超出眾類，為明初士林所推重。

戴進，字文進，號靜庵，山水得諸家之妙，大體摹擬李唐、

馬遠為多，稱為浙派，與吳偉等大興北宗於當時。

吳偉，字士英，號小仙，山水落筆健壯，清逸絕俗，殊異眾工。

謝晉，字孔昭，號葵丘，師黃大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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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喜《四仙拱壽》（局部）， 
絹本設色， 
98.3×143.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王紱《湖山書屋圖卷》（局部），
紙本墨筆，27.5×820.5cm，遼寧省博物館藏

姚綬，字公綬，號雲東，師吳仲圭。

杜瓊，號東原，杜董，號檉居，師宋人。以上諸人皆開沈、

文、唐、仇之先聲。

沈周，字啟南，號石田，又號內石翁。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 

仇英，字實父，號十洲，太倉人。

沈周，畫學黃子久，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獨倪雲林不

甚似，其源從董、巨中來，而深得三昧。故意匠高遠，筆墨清潤，

而於渲染之際，元氣淋漓。少時作畫，多小幅，至四十外，始拓為

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元四大家後，惟石田為一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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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兩江名勝圖》之一，
絹本設色，42.2×23.8cm，上海博物館藏

沈周《兩江名勝圖》之二，
絹本設色，42.2×23.8cm，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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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畫師沈石田，自立門戶，山水出入趙子昂、王叔

明、黃子久間，兼得董北苑筆意。合作處，神采風韻俱勝，格似

趙子昂，然自具一種清和閑適之趣，以別子昂的妍麗，是由人品

所至。翁覃溪言文徵明粗筆，叫做「粗文」。是他少年所作。龔

孝升說他：「晚年脫去舊習，變為濃艶一派，無一筆非古人法。」

白陽山人陳淳，字道復，陸士仁，字文近，錢谷，字叔寶，均傳

文氏畫法，猶子伯仁，號五峰，子嘉，字休承，傳家法而略變

面目。

唐寅，畫山水人物，無不臻妙，得劉松年、李晞古的皴法，

筆姿清雅，青出於藍。有人說他：「出自李成、范寬、馬遠、夏

珪以及元四大家，無不精研。行筆秀潤縝密，而有韻度。蓋前能

矩鑊前哲，而和以天才，運以書卷之氣，故師法北宗者，皆存作

家面目，獨子畏出而北宗有雅格。」當征仲的清嚴在前，十洲的

精密在後，而六如揖讓其間別有新趣，蓋勝於天姿者。

仇英，畫師周臣，特工臨摹。山水仿宋人，用意處幾奪龍

眠、伯駒之席。然所作《孤山高士》及《移竹煮茶》《卧雪》諸

圖，樹石人物，皆用蕭疏簡遠之筆，置之唐六如、文衡山之間，

正未易辨。董玄宰不耐作工細畫，因說：「李思訓、趙孟頫之畫，

極妙！又有士人氣，後世仿得其妙，不能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

父。」王麓臺亦說：「仇氏自有痛快沉着處。」

四家而後，吳浙二派，互相掊擊，究其根源，一本宋元。趙

子昂、黃子久、吳仲圭、王叔明皆是浙人。文、沈從元四大家而

正似浙派者。所惜學南宋四家者，多蹈獷野，不為世重，而明四

家的末流亦趨而愈下，因之華亭一派，繼而興起。 文徵明《寒林晴雪圖》，
紙本設色，115×36.2cm，
上海博物館藏

文徵明《中庭步月圖》，
紙本墨筆，147.6×50.5cm，
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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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山水八段卷》（局部）， 
絹本設色，32.4×413.7cm，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唐寅《秋風紈扇圖》， 
紙本水墨，77.1×39.3cm，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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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

趙左，字文度。

董玄宰，畫先摹黃子久，再仿董北苑，能師意而不逐痕跡，

秀潤蒼鬱，超然出塵，墨法之妙，尤為獨得。曾說：「唐人畫法，

至宋乃暢，米元章為之一變，惟不學米，恐流入易率也。」沒

骨山水，明艶光景，恍若置身三泖間。但後來贗畫充塞，效董畫

者，趙文度以下，無慮數十家，皆與董同時：除陳眉公、趙文

度以外，尚有沈士充（字子居）、顧正誼（字仲方）、宋旭（字

仇英《梧竹書堂圖》（局部），紙本設色，148.8×57.2cm，上海博物館藏

石門）、孫克宏（號雪居），遂成華亭一派。吳梅村作《畫中九

友歌》，以董玄宰居首，王時敏、王鑒、李流芳、楊文聰、程嘉

梭、張學曾、卞文瑜、邵彌均在其內，因此吳一派又有趙左的松

江派、沈士充的雲間派之別。

清代門戶之見，更加利害，其間繼述吳派的，有江左四王：

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太倉人，官奉常。

王鑒，字玄照，一作圓照，官至廉州太守。

董其昌《燕吳八景圖冊》之一，絹本水墨，（各）26.1×24.8cm，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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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嵐容川色圖》， 
紙本水墨， 
138.8×53.3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翬，字石谷，號清輝。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官司農。

清初，畫苑領袖，首推煙客畫有特慧，水暈墨影，盡有根

底。晚年更入神化，淵源靜默，藏而不露，他的用筆在着力不着

力之間，尤較諸家有異。孫原祁畫承家法，專攻大癡（黃公望）

淺絳，尤為獨絕。曾說：「筆端有金鋼杵，脫盡習氣。」然有代

作者多人，他的真跡不易見罷了。

王圓照，精通畫理，尤長摹古，凡四朝名繪，見輒臨摹，必

須得他神肖。故他的筆法超越凡流，直進古哲，而於董、巨為尤

深造。皴擦爽朗，嚴重得沉雄古逸之氣，為煙客、石谷所不及。

鑒與煙客為子姪行，而年相若，互相砥礪，並臻其妙，論六法

者，以煙客、圓照，並有開繼之功，末流稱婁東派。

王石谷，幼少嗜畫，運筆超逸，王廉州命學古法，引謁王奉

常，遍游大江南北，盡得觀摩收藏家祕本。曾自說：「以元人筆

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運，乃為大成。」然評論者猶說

筆法過於刻露，實屬失之大熟的緣故。

此後王宸，字逢心，王玖，字二癡，王昱，字東莊，冠之以

麓臺，亦稱小四王。至李世倬，號穀齋，唐岱，字靜巖，作家輩

起，漸近甜熟，古意稍失，然與大四王同時並馳藝林，而能獨樹

一幟者，有吳、惲。與四大王稱清初六大家。

吳歷，字漁山，號墨井，常熟人。

惲壽平，初名格，以字行，一字正叔，又號白雲外史。

吳漁山之畫，得王奉常之傳，刻意摹古，筆墨勁飭，如寫

工楷。酣厚沉鬱，畫品在石谷之上，與惲南田異趣同旨。出色

作品，深得唐子畏神髓，而絕無北宗面目。王麓臺論畫，每右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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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時敏《仙山樓閣圖》，
紙本水墨，133×63.3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原祁《仿大癡富春圖》軸，
紙本水墨，100.6×51.8cm，浙江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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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圓照《仿梅道人筆意秋山圖》，
設色紙本立軸，124.2×54.5cm，上海博物館藏

王翬《晚梧秋影圖》，
紙本水墨，110.1×42.6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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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而左石谷。常說：「邇時畫手，惟漁山而已。」戴文節亦說：

「沉厚之作，清代當推吳墨井。」但晚年參用歐法，多作雲霧滃

翳，非他的極品。

惲南田，畫花卉合徐、黃，而以崇嗣為歸，獨開生面。間寫

山水，如《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淡

幽隽之致，每於荒率中見秀韻，逸趣天成，而非石谷所能及。

明季之亂，士大夫的高潔者，常多託跡佛氏，以期免害，

而其中工畫事者，尤稱三高僧，即漸江、石濤、石溪。漸江開新

安一派，石溪開金陵一派，石濤開揚州一派，畫禪宗法，傳播大

江南北，成鼎足而三之勢。後人多奉為圭臬。新安派宗元人，筆

多簡略，便於文人；金陵派法宋人，筆多繁重，合於作家；揚州

派稍為後起，亦宋元非宋元，筆多繁簡得中，宜於文人作家二者

之間。浙派開自戴進，盡於藍瑛，贛派八大山人而後，羅牧諸人

皆非後勁；閩派惡俗，無足言。婁東末流，遞趨遞變，到了湯、

戴，可說駸駸與古人比美了。

釋弘仁，字漸江，歙人，明諸生，稱梅花老衲。

釋髡殘，號石溪，又號石禿，武陵人。

釋石濤，號大滌子，又號清湘老人。

漸江，明甲申後為僧，居黃山，王阮亭說：「新安畫家，多

宗倪、黃，以漸江開先路。」所畫層崖陡壑，偉俊沉厚，非如世

人的疏竹枯株，自與倪高士相比。曾游武彝匡盧，得其勝概，著

有《畫偈》一冊，同郡孫逸、汪家珍、查士標，合稱新安四大家。

當時蕭從雲，字尺木，與孫逸齊名，又稱孫蕭。程邃、謝紹烈、

鄭畋、汪樸、汪之瑞，皆能師法宋元，超異庸流，後世學倪、黃

者，非枯即滑，而大好江南山水，慨無董、巨名手，為雲海生色。 吳歷《竹石圖》，紙本墨筆，95.4×48.7cm，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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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歷《柳村秋思圖》，紙本水墨，67.7×26.5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石溪，住金陵的牛首山，山水奇闢，綿邈幽深，引人入勝。

筆墨高古，設色清湛，得元人勝概。當時龔賢，字半千，號柴丈

人，流寓金陵，與吳圻、鄒哲、高岑、吳宏、葉欣、吳造、謝蓀

號金陵八家。他的支派傳入淮揚之間，有顧符稹、袁江、潘恭壽

等，至末流僅存形貌，為紗燈派，不能自振了。

石濤，山水蘭竹，筆意縱恣，脫盡窠臼，晚游江淮，一時學

者很多，遂開揚州一派，最有名者，為號稱揚州八怪的金農、華

喦、鄭燮、李鱓等，然能師荊、關、董、巨、二米而得神采者極

鮮。僅吳越猶存文人習氣，奚岡的勁利，方薰的秀潤，王學浩的

沉着，筆墨之間尚見婁東的遺意。他的繼起者，有湯、戴。

湯貽汾，字雨生，號粥翁，武進人。

戴熙，字醇士，號鹿床，錢塘人。

湯雨生，山水清潤，筆意頗與趙文度相似。蓋婁東一派，上

溯董思翁，不沾沾於時習，但偽本頗多，不易見其佳品。

戴鹿床，山水詣力最深，自言「太倉二王，望塵不及，石

谷、南田中晚傑作，當北面事之。董文恪邦達，號東山，黃勤敏

鉞字左田，揖遜而已，餘未敢多讓。」著有《習苦齋畫絮》。張

之萬，字子青，山水神似戴文節，稍為疏簡。

花鳥畫，明代邊文進、呂紀，均為黃氏妍麗的院體派。其間

有林良、陳道復、徐青藤創寫意派，為花卉的一變。又周之冕創

鈎花點葉體，與院派、寫意派成三大流。清代花鳥畫，繼黃氏鈎

勒一派的，有孫克宏等；繼周之冕鈎花點葉體的，有沈南蘋等；

繼寫意派的，有石濤、八大等，祖述純沒骨法為清一代代表者，

有王武、蔣廷錫、惲壽平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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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仁《九溪峰壑圖》，紙本設色，110.6×58.9cm，上海博物館藏 髡殘《雨洗山根圖》，紙本水墨，103×59.9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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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濤雜畫冊之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石濤《淮揚洁秋圖》，紙本設色，89×57cm，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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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貽汾《秋坪閑話圖》，
紙本設色，97×46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戴熙《雲嵐煙翠圖》，
紙本水墨，138.5×64.5cm，青島市博物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