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與松江畫派
單國霖

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研究員

明晚期萬曆至崇禎年間，山水畫領域曾經雄踞畫壇龍首地位的吳門畫派，已逐漸走向

意，他所說的“畫家三昧”，是指筆墨技巧的理則和法度。在文中他接著論說：“蓋畫非易

衰微，隨之出現名家競進、畫派紛爭的局面。其時以地域命名的主要畫派有：松江地區以

事，非童而習之，其轉折處必不能周匝，大抵以明理為主，若理不明，縱使墨色煙潤，筆法遒

顧正誼、莫是龍、董其昌、陳繼儒、趙左、沈士充等人為代表的“松江派”；浙江錢塘藍

勁，終不能令後世可法可傳。”他在比較“蘇松品格同異”一章裡，明白地指出：“蘇州畫論

瑛所創的“武林派”；嘉興地區以項聖謨為首的“嘉興派”；江蘇武進以鄒之麟、惲向為

理，松江畫論筆。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準繩也。筆之所在，如

主的“武進派”。此外，吳門畫派亦後嗣不絕，侯懋功、居節、張復、陸士仁、李士達、

風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氣味也。”唐志契敏銳地覺察到了吳派和松江派畫風在藝術上

袁尚統、張宏、錢貢等人，在繼承文徵明畫風的同時有所自成，但未有突出的新創。在這些

的不同追求和各異的藝術旨趣，然而他並未全然理解董其昌繪畫的精髓所在和董所創立的新理

畫派中，松江派因為擁有一位官居顯位、書法、繪畫藝術都有創造性成就、書畫鑑賞水平精

念於山水畫的重大革新意義。對於理和筆，他採取了一種調和的態度：

深、且在書畫理論上卓有見識的董其昌，而聲譽日隆。清初張庚《國朝畫徵錄》中說：“華
嗟夫，門戶一開，點刷各異，自爾標榜，各不相入矣。豈知理與筆兼長，則六法

亭自董文敏析筆墨之精微，究宋元之同異，六法周行實在於是，其後士人爭慕之，故華亭一

兼備，謂之神品。理與筆各盡所長，亦各謂之妙品。若夫理不成其理，筆不成其筆，

派，首推藝苑。”（注一）這是清初畫史對松江派引導畫壇風氣主流地位的確認。

品斯下矣，安得互相譏刺耶。（注三）

一、“松江畫派”名實解
松江畫派從嚴格意義上說，並不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結構的一統畫派，它泛指明末松
江地區一批藝術旨趣相近、筆墨技法互有取補和影響的畫家群體。他們之間大多為畫友關

據上述記載，可知在明末松江畫派的存在已被世人所承認，然而尚未有公認的領軍人
物，而是“各自成家”。以致明末清初畫史在敘述“松江派”時，又列出各種支派，推出各
自的主將。
明末朱謀垔在《畫史會要》中說：“顧正誼字仲方，號亭林，松江人，官中書舍人。山

係，也有師生相承者。然而，不像吳門畫派那樣，通過血緣、親誼嗣承和師生傳授方式，組
成帶有宗法網路性質的較緊密的畫派結構，並產生創立畫派主導性風格的領袖式人物，若沈

水宗王叔明，畫山水多作方頂，層巒層嶂，少著林樹，自然深秀，是為華亭之派。”（注四）
明末藍瑛、謝彬在《圖繪寶鑑續纂》中說：“趙左，字文度。華亭人。善山水，筆墨

周和文徵明。
畫史上最早提出“松江派”名稱的是范允臨（1558─1641），他是董其昌的朋友，他
在《輸蓼館集》裡說：

秀雅，煙雲生動，烘染得法，設色韻致……吳下蘇松一派，乃其首創門庭也。”（注五）清初
周亮工《讀畫錄》裡說：“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亦相類。世人
謂開松江派者，首為屈指。”（注六）則趙左兼有蘇松派和松江派兩派掌門人的身份。

此意唯雲間諸公知之，故文度、玄宰、元慶諸名氏，能力追古人，各自成家。而
吳人見而詫曰：此松江派耳。嗟乎！松江何派？唯吳人乃有派耳。（注二）

此外，又有將董其昌、趙左、沈士充同歸於雲間派之說。清姜紹書《無聲詩史》中
記：“雲間繪事，自董思白為文人建幢，於是崇雅之士，競趨秀逸。”並謂“沈士充，字子

這段文字說明，當時吳中畫家對松江畫風有異於吳派，而別稱之為“松江派”，並列出趙

居。松江人。寫山水丘壑茜蔥，皴染淹潤。雲間畫派。子居得其正傳。”（注七）清王時敏在

左、董其昌、顧元慶（顧正誼之子，字大有）三人為代表，對他們的評價也祇是“能力追古

《王奉常書畫題跋》中說：“文度實開雲間風氣，以虛翕淡逸為宗。”（注八）
華亭、雲間皆是松江的古稱，它們實是同地而異名。華亭、雲間、松江、蘇松各種畫

人，各自成家，”無有特別的推崇。
略晚的江蘇江都人唐志契（1579─1651），在《繪事微言》裡，再次提到“松江派”，他
說“凡文人學畫山水，易入松江派頭，到底不能入畫家三昧。”此書於天啟四年（公元一六二

派名稱的出現，一方面表明松江地區畫家在師承關係上的分散和風格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
也說明其時尚未有一個公認的畫派領軍人物。

四年）刻版行世，其時董其昌七十五歲。唐志契顯然是站在吳派的立場上，對松江派含貶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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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初“四王”以後，隨著正統派在朝野取得統攝地位，董其昌不僅被推為松江派的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於積慶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

領袖，同時也被尊奉為整個畫壇的大宗師。就如沈宗騫（乾隆、嘉慶時人）在《芥舟學畫

余為《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之雙美，

編》中所說：“吾朝初年，百手累累，其尤者為煙客（王時敏）、廉州（王鑑），接其武者

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內典》，參究宗乘，復得密藏激

為石谷（王翬）、麓臺（王原祁）、黃尊古（黃鼎）、張墨岑（張宗蒼）諸人，蓋皆紹述思

揚，稍有所契。（注十二）

翁（董其昌）而自開門徑，恪守南宗衣缽者也。”（注九）大致在乾隆時期，董其昌“南宗北
斗”的歷史地位已確立不移。

二、“松江畫派”的精神領袖董其昌
松江畫派支派分立，但最終都歸屬於董其昌的麾下，其緣由並非出於畫風的追踵，主

董三十五歲赴京會試中進士後，與信奉禪學的文士交往更為密切。他自記說：“袁伯修
見李卓吾後自謂大徹，甲午（公元一五九四年）入都，與余復為禪悅之會，時袁氏兄弟、蕭
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義，伯修竟猶溟涬余言也。”（注十三）他還與心學後
派泰州學派的中堅人物李贄相交甚契，自述說：“李卓吾與余以戊戌（公元一五九八年）春
初，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略被數語，即評可莫逆，以為眼前諸子唯君具正知見。”（注十四）

要是繪畫思想、創作方法和藝術旨趣上的服膺和趨從。
董其昌的文學和禪學至友袁宏道稱董其昌為當世通才，他在萬曆三十三年（公元一六
零五年）致董的信中說：

董其昌與這些文朋禪友聲氣相求，函蓋相合，“心學”和禪學中的一些意識觀念和思
維方法滲透入他的精神世界中，成為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並對他的藝術思想和創作實
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心學”的理論體系十分龐大，簡約言之，在宇宙觀上，它主張“心”即“良知”是

不佞嘗歎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
唯王右丞、蘇玉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翰僅能為枯竹巉石。不佞將班足下於
王、蘇之間，世當以為知言也。（注十）

萬物的本體。王陽明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心外之理
乎？”（注十五）在認識論上，又提出認識世界和道德之“理”的途徑為“致良知”，也即《大
學》中所說的“致知格物”。他重新銓釋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

董其昌淹通哲學、詩文、書法和繪畫，其才藝超越了一般的書畫家，卓然鶴立於文苑
藝壇，袁宗道將他與古代王維與蘇軾抗行，誠非虛譽。

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注十六）又說：“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 （注十七）
其意格物即是心靈的自我調整和反省，是發掘內在心靈自有的靈明。

董其昌探究哲學，受到明代王陽明“心學”及後繼學派的思想影響。他曾對王陽明
的“王門四句教公案”發表見解，認為：

這種強調人的主體精神能動性的觀念，被董其昌吸收，去闡發對繪畫奧義的理解。他
論說道：

陽明之良知則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

畫家六法，一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學到處，

去惡致良知。夫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乎禪矣。而知善知惡是良知，與晦翁虛靈不昧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郢鄂，隨手寫出，皆為山

何嘗相悖？世有宗良知而詆晦翁者，舛矣。若以水喻，陽明所謂良者，清濁未分之水

水傳神矣。（注十八）

乎，晦翁所謂靈者，清濁既分，但取其清，以為原初水乎⋯⋯為其認為無善無惡以為
心體，即與不垢不淨相似。（注十一）

他認為畫之氣韻存在於天授的內心之中，通過讀書、行路等修煉功夫，然而發掘出心靈自有
的靈明，達到“脫去塵濁”的澄澈悟境，就能使生動的氣韻自然溢出。他的認識方法與“心

他試圖把王陽明的“良知說”和朱熹的“虛靈說”溝通起來，並以禪學中“不垢不淨”的空

學”在精神氣脈上是相互貫通的。

無之境，作為兩者追求的心的本體境界。
禪學是董其昌思想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石。晚明禪學盛行，士大夫談禪成風。董其昌與
許多禪師和禪學高手有直接的交往，如禪師達觀、憨山以及李贄、陶望齡、袁氏兄弟都是他

董其昌與禪學的思想聯繫，並不在於以畫載禪，提倡一種“禪畫”藝術，而是體現在
思想方法、審美心理方面，對禪理的借鑑和吸收（此意見樊波在《董其昌》一書中有詳盡的
論述），並化成他藝術思想的核心。歸納一下，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的良師摯友。他早在青年時代就已對禪學發生興趣。《畫禪室隨筆》中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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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收禪學直覺體驗、內心覺悟的思維方法，強調繪畫創作的偶然興到、即
興體悟的感知方式

董其昌吸收禪宗“頓悟”的思維方法，強調繪畫的主觀感悟性和“寄畫以樂”的創作
觀，故他的山水畫徹底地擺脫了“模山倣水”的表現方法，提升到以表現內心與自然默契整

佛教禪宗主要是宋以後盛行的南宗禪，傳教講究“機鋒”，“越於浮言，超於文字，
得意忘言，悟理遺教。” （注十九） 即在不立文字、不假佛典的情況下，用非理性思維的語
言，在靜修直覺的體驗方式中，參悟禪宗“第一義”，禪宗歷代祖師留下諸多以“機鋒”

合的“真如”妙境，充滿宇宙之“生機”。

（三）運用禪宗“頓悟”的修行方法學習傳統並超越傳統
他論書法曾說：

參禪的故事。董其昌深受禪宗思維方式的浸染，他強調在觀察天地山川的時候，個人意興感
知的重要作用，因物起興，啟動心靈，然後才能進入純粹主觀的創作狀態。他在論書畫創作

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欲脫去

時，經常運用“興感”、“興至”、“意興”、“乘興”等語詞，都是指心靈啟動的狀態。

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哪吒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

他有諸多題跋記述這種情況：“庚戌（萬曆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零年）余自閩中歸，阻雨

始露全身。（注二十六）

湖上，日望兩峰如沈墨畫，每有所會，輒為拈筆，成此長卷。幾半閱月，雨霽圖窮，別構一
境，不復米氏父子可伎倆矣。”（注二十）又有題曰：“晉陵道中，望遠岫平林，坡陀溪岸，

他認為學習傳統要能合，即集眾家之長，以為己有；然後要能離，要突破傳統的常格和法

一一如畫。秋色正佳，舟行閒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注二十一）這種直覺觀照的感知方

則，加以耗散、糅合、修正，從自我的審美觀念出發，創造自己的風格，獲得獨立於古人的

式，不僅僅停留在自然景物的現象表層，也不祇是對一般事物（山川）本質的整體統攝，而

主體性。這也就是他所謂的“一超直入如來”的“頓悟”之道。

是深入到主體對宇宙造化的本體感悟，從而創作出有特殊意興感知的審美情境。如他六十六

董其昌提倡“頓悟”的修習傳統方法，但並不等於一蹴即就的偷懶取巧法。他在自述

歲所作的《秋興八景圖》冊，即是他舟行蘇州至鎮江途中因物起興的佳作。每圖皆有詩題，

學習王獻之《官奴帖》心得時就說：“蓋漸修頓證，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

其中題道：“舟行瓜步大江中，寫此並書元人詞，亦似題畫，亦似補圖。”“舟行瓜步江

心懸念，未必契真。”（注二十七）他學習書法經歷了長期苦心力學晉、唐、宋各家的“漸修”

中，乘風晏坐，有偶然欲書之意。”全然是“胸中丘壑”之形象再現。

過程，方進入到“妙在能合，神在能離”、脫去古人習氣、自成家法的化境。
他學習繪畫同樣重視對傳統的修悟。他自述道：

（二）借鑑南宗禪“頓悟”的修證方法，移用為藝術創作參悟自然的最佳心理狀態

少善繪畫，皆從元四大家結緣。後入長安，與南北宋、五代以前諸家血戰，正如禪

“頓悟”作為一種達到涅槃佛境的修行方式，主張從自身內在心靈處去悟證佛法。就
如大珠禪師所說：“求解脫唯有頓悟一門，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

（注二十二）

僧作宣律師耳⋯⋯解脫禪固無藉此，然欲望見古人門庭蹊徑，斯亦渡河寶筏。（注二十八）

又南

禪二祖神會說：“我六代大師，一一皆言單刀直入，直了見性，不言階漸。”（注二十三）董其

傳統古法是他達到彼岸藝術“真如”境地的不可或缺的“渡河寶筏”，這種苦心而久長的修

昌把它引入繪畫創作中，提倡對山川景物的體悟要切入到對人生境界的體驗，進入心物契合

證，董其昌稱之為“圓修”。董其昌憑籍他對學習傳統與創造自我的獨特而深邃的理解，終

的心理狀態。他曾頗有體會地說：“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晦，以為地也；至詰

於成就了他“集古之大成自成機軸”的風格創造。

旦，水也。竺典化城，無乃是耶。”（注二十四）這種在特殊環境中對景物是地耶、水耶的內心
體驗，達到心物相湊相忘的的境界，正是禪宗“頓悟”的深層心境。他在另一段論畫裡說：

（四）借用禪宗南北分宗學說建立山水畫“南北宗” 理論
董其昌抉取佛教禪宗以“漸修”和“頓證”作為分立北宗和南宗主要依據的觀念，來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
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

梳理和分析山水畫的歷史，分立出北宗和南宗兩大體系。他在《畫旨》裡歸納論說：

（注二十五）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
董其昌認為繪畫創作在於把握天地自然的生機，這“生機”就是帶著內心情感對自然精神的

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

領悟，而不是刻板地模寫自然形相的細節，即不為造物所奴役，唯此才能進入到“寄畫以

摩詰始用渲淡，一變勾斫之法 ，其傳為張璪，荊、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

樂”的輕快自由的創作狀態中去。他所謂的“壽”，也並不單純指生理生命，本質上也是一

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注二十九）

種“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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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將南宗畫奉為文人畫之正傳，北宗畫是非文人的畫師畫，斷言“非吾曹宜學也，”明顯

處的坡地與中景的斜向巖石、陡直的崖壁，形成平緩與高聳的對應；左方的圓碩巨巖和峰頂

地含有崇南貶北的傾向。他在其他論畫和題跋中，對“南北宗”說多有發揮和鋪衍的論述。

夾帶著椎形的平臺，在湧動的形勢中寓以祥和安靜。整幅圖有大分合、小分合，山石崖體變

關於董其昌“南北宗”學說的是非功過，已有諸多的論述，這裡不擬展開。祇是指出

化多姿的幾何形體，通過相分相合、起伏跌宕的組合，構成充滿活力的動態空間整體，境界

一點，董其昌從藝術意趣、風格境界、創作方法的角度切入，來總結山水畫的歷史，自有其

具有超現實的奇譎感和空寂感，是他寄寓超俗的心靈世界的折射。

合理的內核和超越前人的獨到見識。他標榜南宗畫以“天真幽淡”為至高的審美理想，提升

董其昌的構圖原理在他中晚年的創作中，貫徹得更為完善，這在《棲霞寺詩意圖》

文人畫的歷史地位，衝破了傳統固有的理論體系，從而確立新的文人畫統系，對於後世繪畫

軸、《煙江疊嶂圖》卷等作品裡，都鮮明地體現了出來。即便是倣古的作品，他亦是擅於以

的發展進程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

取勢的觀念，加以修正，重造新的意境。如他壬戌年（天啟二年，公元一六二二年）所作的

清秦祖永《桐陰論畫》卷首評價董其昌的繪畫理論說：“所著《書眼》、《畫眼》，

《層巒暖翠圖》軸（上海博物館藏）自題：“黃子久有《層巒暖翠圖》，雖精妙而景太繁，

勾元提要，筆墨訣竅，闡發殆盡，真藝林百世之師也。”（注三十）董其昌的藝術思想和書畫

未能取勢也。余謂滿堂動色，不若北苑雄壯耳。”圖式結構稍變繁密為疏朗，而峰巒高巍，

理論得到許多同時代人的附同和讚賞，並對松江和江南地區的畫家產生指導性的影響。

皴筆渾厚，表達出雄偉宏闊的氣勢。

董其昌的繪畫創實踐雖非全部卻基本貫徹著他的理論主張，他用新的技法原理為基
礎，建立一種表現文人理念和審美意識的風格。他的繪畫藝術對同代及後世的影響，主要並

（二）強調筆墨的形式美感，將山水畫從形象化再現轉變為書法性的筆墨表現
他曾論道：

不在於具體的風格樣式和技法語言，而是他富有創意的技法原理，為山水的發展指引一條新
的道路。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注三十二）

他的技法原理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他把元人提倡以書入畫重視筆墨表現的觀念，提升到繪畫第一要義的層面，認為山水

（一）構圖的取“勢”原理

畫創作的目的不在於如實描繪自然的“蹊徑”，而在於筆墨獨立的敘述力度和韻律。即筆墨

他的山水畫構圖，既不蹈襲古人的現成圖式，也不純以再現客觀自然為依歸，而是注

自身的形式美感。為了表現“筆墨之精妙”，他主張以書法為畫法，他說：“士人作畫，

重空間結構的形式美感。他借鑑古代書論中有關“勢”的概念，認為山水構圖要有“起

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蹼徑，乃為士氣。不爾，縱儼然及

伏”、“開合”和“虛實”的合理結構：

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注三十三）為此，他創造了新的筆法語言，即書法性的

古人運大軸，祇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但其中細碎處多，要之以勢為主。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
然畫道思進半矣。
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用虛實，虛實者，各段
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實虛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
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注三十一）

筆法樣式。他運筆勾皴點劃富有力度，沉凝含蓄，並注意抑揚、轉折的韻律，以表現物象的
形質。他謂：“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
能至，庶幾效之，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遊丘壑間矣。”（注三十四）論畫樹法又說：“畫樹
之法，須專以轉折為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
樹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著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秘
訣也。”（注三十五）故董其昌的筆法具有勾劃物象“凹凸之形”的造型功能，又有流轉靈動的
節奏韻律感。
同時，他十分重視墨法。他曾說道：“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

董其昌所謂的“勢”，即是體現自然界和諧合理的結構原則，又是貫注著他所崇尚的

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注三十六）他往往在勾皴山石樹木之

天然幽淡審美意趣的情境。若他於萬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七年）四十三歲時所畫的《婉

後，略加水墨和色彩渲染，而濃淡、枯潤的墨色層次分明，以加強表現向背明晦之形和石分

孌草堂圖》軸，是為陳繼儒隱居小昆山的草堂所作的山水。此圖的圖式並非完全來自實景，

三面之質。他並常在山水中佈置煙雲之景，以增生動之韻。他說：“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

而是充滿了動勢的封閉空間。全圖分為三個大塊面，通過溪流和樹木將三大塊聯結起來，近

滅中……然山水中當著意煙雲，不可用勾染，當以墨漬出，全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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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最明顯的是他用南宗畫家的美學觀念來變革北宗畫的法則。他在《晝錦堂記書

動之韻。”（注三十七）董其昌山水畫中的墨色沉靜、簡淡、溫潤、明淨，即使是倣米氏雲山之
作，也不是墨色混沌，一片狼籍，而是以濃破淡，層次明晰。水墨點染中含有凝練的筆法，

畫》卷（吉林省博物館藏）中題道：

墨彩明潤。王原祁特別推重董的墨法，評道：“董思翁之筆，猶人所能。其用墨之鮮彩，一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實甫有摹本，蓋畫院界畫樓臺，小有郭忠恕、趙伯

片清光，奕然動人，豈人力所得而為。”（注三十八）

駒之意，非余所習。茲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晝錦堂圖》，欲以真率當彼鉅麗耳。

董其昌講究筆法的書法性表現，用筆鬆秀靈逸、溫雅拙厚；墨色鮮彩明潤。即使施用
色彩，也是以水墨為底色，後敷石青、石綠等重彩，色不掩墨，別具秀麗清新的神韻。他曾

此圖山巒形態渾厚平緩，以披麻皴勾皴，間加點苔，筆法沈凝柔雋。設色用濃麗的青綠，但

自負地說：

色不掩墨，在瀏亮明麗中寓有真率渾樸的意韻，是以南宗畫格改造北宗畫法的成功之作。又

余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吾所不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注三十九）

如《丁卯小景圖》冊中，有一開倣李唐畫法，題道：“石壁乃李唐擅場，予素不觀南宋院體
畫，但以荊、關筆意為之。”是為學古而變格的又一範例。
關於綜合眾家之長，自創新格，他有一段很具體的解說：

他獨特的筆墨意韻與富有“生機”的圖式結構相結合，創造了文人畫的新風格樣式，在當時
畫壇“光嶽毓靈”並映輝後世。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披麻皴及《瀟湘圖》點子皴，
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

（三）提倡師古而變新的精神，走出一條“集其大成自出機軸”的成功道路

小幀，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

董其昌在理論上主張“畫以古人為師，已是上乘。進當以天地為師。”（注四十）然而在

能獨步吾吳矣。（注四十五）

創作實踐中，他更多是以古人為師。他認為“畫則不然，亦須醞釀古法，落筆之頃，各有師
承。略涉杜撰，即成下劣，不入其品，況於能、妙。”（注四十一）
他自二十二歲開始學畫，至八十二歲去世，五十餘年間學習傳統始終不輟。他早年從
臨摹元四家入手，尤傾心於黃公望。三十五歲入北京之後，從收藏家那裡觀摩和借畫臨倣宋

從字面看，似乎是將各家技法雜揉在一起，拼成大雜燴，有何妙處？其實不然，董其昌是選
取這些畫家中最具風神的技法要素，並且以文人的趣味去理解和提煉，化成自己的技法語
彙，運之於筆下，統一於沉穩、生拙、秀潤、柔雋的藝術格調之中。

人真跡，於李唐，馬、夏等北宗畫家也有所取習。中年時期，學習的範圍愈為拓寬，自唐王

他取法傳統以董巨和元四家為主，同時充實宋人的骨力和精緻，“有宋人之骨力去其

維，宋李成，荊、關、董、巨，米氏父子，元趙孟頫、四大家等，無不一一研磨過來，甚至

結，有元人之風雅去其佻”（注四十六），出宋入元，又戛戛自造，最終形成他既蕭散、率真，

楊昇沒骨、王洽潑墨、惠崇小景，也都予以涉獵。由於他見識廣博，取資多方，逐漸形成蘊

又秀潤、妍美的個性筆墨風格。

涵諸家、包羅眾有的特色。他四十二歲所畫的《燕吳八景圖》冊，即是一部博馭唐、宋大家
技法的代表作。

董其昌並是一位收藏頗富和鑑識廣博的書畫鑑藏家。他先後庋藏王維、董源、巨然、
米芾、趙伯駒、趙大年、趙孟頫、黃公望、王蒙、倪瓚等前代大師畫跡，並在許多書畫名跡

董其昌學習古人，善於攝取合乎他審美趣味的技法要素，並不拘執於一家一派之法，

上，留下鑑賞性的題識。他鑑賞古書畫，同樣運用直覺感悟的方法，善於從藝術風格歷史發

主張對待傳統要有“取”有“捨”，他說：“取其新，捨其舊，卻不用陳辭；不越理，卻不

展演變的脈絡著眼，判別其時代性和個性風格特徵，而並不講究史料的考證。由於他對古代

用皮膚理；不異格，卻不用卑瑣格。”（注四十二）如他十分推崇米芾，評道：“米元章作畫，

藝術歷史作過精微的梳理，往往能獨具法眼，發表精到的鑑賞見解，為時人所服膺。藍瑛、

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他常用米氏雲山法入畫，取其水

謝彬在《圖繪寶鑑續纂》裡，評價董其昌：“賞鑑法書名畫，可稱法眼。”（注四十七）

墨點染的瀟灑、靈逸，而捨其簡率、混濛。他曾自述：“余雅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
戲倣之猶不敢失董、巨意。”

（注四十三）

他合米氏潑墨法與董、巨皴法為一體，達到筆墨含蓄

以畫家的創作優勢，研究古代大師的作品，又以鑑藏家的經驗，梳理勾劃以往的繪畫歷史，
並用禪宗的思維方式，為重構中國文人畫的理想和圖式，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注四十八）

滋潤而不率易流滑，自成一格。
董其昌將學習傳統視為“渡河寶筏”，故主張學古而要能變：“學古人不能變，便是
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繇絕似耳。”

方聞教授在《董其昌：一超直入》一文提要中，扼要地總體評價董其昌說：“董其昌

（注四十四）

董所提出的“變”，主要從兩方面入手，一

董其昌精深的理論見識、自樹一幟的繪畫風格，猶如一座藝術豐碑屹立於當時畫壇。他雖
然並未直接統率一支畫家隊伍，然而，毫無置疑地成為松江畫家以至江南畫家的精神領袖。

是用他理想的技法理則來改造和變革古人的法度；二是綜合眾家之長，自創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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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江畫派”骨幹畫家
被畫史列入松江諸畫派的畫家，既有董其昌的同輩人，也有他的前輩及後繼畫家。這
些畫家之間，藝術上有著傳導、啟悟、相互交流、互激互勵和前後傳承等錯綜關係。

自畫《山水圖》軸上也曾題：“連日撫宋、元大家真跡，頗能得其神髓。思白從余指授，已
自出藍。畫此質之，品評當不爽也。”（注五十四）董與顧之關係在師友之間。董早年取法元四
家，尤力學黃公望，是與莫、顧兩位年長畫友的引導分不開的。
董其昌在藝術格調上，更偏愛莫是龍。他比較兩人畫格說：“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

（一）莫是龍
松江名士莫是龍（1537—1587），字雲卿，號秋水，華亭人。是董其昌的年長至友。
其父莫如忠是嘉靖十七年（公元一五三八年）進士，官至浙江布政使。董其昌十七歲時在莫
如忠家讀私塾，視是龍若兄長，兩人關係密切。莫家收藏諸多異書古字畫，董時時有緣觀

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家，蓋已有多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注五十五）
即是他對雲卿畫更多一層文人清逸風神的褒許。

（三）宋旭
被稱為華亭派另一主將的宋旭（1526─約1606後），字初暘，號石門。浙江嘉興人，

摩。莫是龍文才出眾，擅長詩文書畫。莫如忠、是龍並深究禪理，董其昌對禪學的參悟，即
是受到莫氏父子的引導。他在《容臺文集．戲鴻堂稿自序》中說：“僕於舉子業本無深解，
徒以曩時讀書於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數舉《毗陵緒言》指示同學，頗有省人。”（注四十九）
莫是龍的書法學習鍾繇、王羲之及米芾，形體跌宕多姿，王世貞評道：“是龍小楷精工，
過於婉媚。行草豪邁有態。”（注五十）董其昌十分推重莫氏父子書法，謂“然吾師（如忠）
以骨，廷韓（是龍）以態。吾師自能結構，廷韓結字多出前人名跡。此為甲乙，真如羲、獻
耳。”（注五十一）董少年時曾從莫如忠學書法，其書學淵源是與莫氏父子頗為一致的。
莫是龍的山水師承米芾、黃公望，結構茂密，草木蒙茸，筆法磊落遒勁，墨色滋潤，
氣格淡宕高逸。他辛巳年（萬曆九年，公元一五八一年）所畫《倣大癡山水》軸（美國大都
會博物館藏）上，陳繼儒題道：“莫廷韓書畫實為吾郡中興，即玄宰亦步武者也。此幅雖倣
大癡，而層巒疊嶂，筆墨遒勁。”董其昌也曾記載說：“莫廷韓為宋光祿作此圖在己卯（萬
曆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之秋，時余同觀，咄咄稱賞。”（注五十二）董初學繪畫，無疑受到
莫是龍的啟迪。現所見董其昌存世最早一件《山居圖》扇頁（上海博物館藏），畫於二十八
歲至二十九歲之間，即是出自黃公望的門徑。

（二）顧正誼
顧正誼是董其昌青年時交識的又一位年長畫友。顧正誼字仲方，號亭林，松江人。萬
曆時以國子監生仕為中書舍人，晚年歸家鄉松江，築小園於錦江畔。他精於繪事，初學馬文
壁，後師元四家，尤得黃公望遺法。他的山水畫長於層巒疊嶂，山巖方峻，皴法以披麻夾

後移居松江。與顧正誼、孫克弘等人友善，他曾借畫予董其昌臨摹，關係亦屬不淺。宋
旭“善詩，工八分書。所畫山水寫高華蒼蔚，名擅一時。”（注五十六）他的山水遠師黃公望，
近取沈周。如己丑年（萬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所畫的《關山雪月圖》軸（南京博物
院藏），山巒重疊，氣勢雄闊，勾皴疏簡蒼勁，墨色滋潤。他的畫風流露出從吳派向松江派
邅變的形跡。他的從學弟子趙左和宋懋晉，後來接受董其昌的感染，畫法逐漸轉向重視筆墨
的表現。

（四）陳繼儒
陳繼儒是董其昌最為親密的詩畫知友，二人意氣相投，終生相交。陳繼儒
（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年少時與董其昌同學，青年時就以聰敏能文、
多聞博識嶄露頭角。二十一歲時就童子試，二十五歲赴秋闈於南都，落第而歸。自此他棄
絕仕進之念，結廬佘山，潛心研究學問，以賣詩文書畫為生。他隱居不仕，但甚關注國事
民生，“但有關旱潦轉輸，或大不便於民與國者，鄉袞囁嚅不敢言，仲醇慷慨勿顧，委曲辯
析，洞中肯綮。”（注五十七）他與吳中名士頗有交往，文壇領袖王世貞極推重他，故有“山中
宰相”之稱。陳高蹈遠引，隱居山林，董委蛇周旋於官場，雖然生活經歷不同，但他們追求
沖淡率真的藝術旨趣是頗為相通的。董在陳隱居之年畫《山居圖》贈之，題曰：“余欲畫一
丘一壑可置身其間者，往歲平湖作數十小帖，題之曰‘意中家’……仲醇方有五嶽之志，亦
不坊余此小景，境界無別也。”（注五十八）流露出董對隱居生活的嚮往。
陳繼儒善畫山水、梅花。其師承淵源以董、巨，米芾和元四家為主，筆致柔和、秀

折帶，風骨勁邁，少著林樹，氣勢森然峻厚。董在二十幾歲時就與顧相交，戊寅年（萬曆六
年，公元一五七八年），董與莫是龍、顧正誼、梁辰魚等人送李日華歸杭州，顧畫《秋林歸
棹圖》送行，董、莫、梁等俱有題詩。癸巳年（萬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春，董從
北京告假返鄉，家居多暇，即向顧正誼、宋旭借畫數十幅臨摹。董從顧畫中也得到不少啟

逸、簡放，墨色溫潤、明潔，境界高邁，體現出文人率真、幽淡的藝術旨趣，與董其昌頗為
同調。故董其昌評價陳繼儒的繪畫說：“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
氣，豈落吳下畫師甜俗魔境。”（注五十九）

示，故而清姜紹書《無聲詩史》裡記述董其昌“於仲方之畫多所師資。”（注五十三）顧正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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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繼儒在諸多論畫的文字裡，表述出與董其昌相同的理論見解。如他題董癸亥年（天

如《無聲詩史》記：“流傳董跡，頗有出文度手者。”又朱彝尊《論畫絕句》說：

啟三年，公元一六二三年）《山水》冊（故宮博物院藏）說：“文人之畫不在蹊徑而在筆

隱居趙左僧珂雪，每替香光應接忙。涇渭淄澠終有別，漫因題字概收藏。

墨。李營丘惜墨如金，正為下筆時要有味耳，元四大家皆然。吾觀玄宰此冊，所謂一真許勝
人多多許。彼借名贗行者，望崖而反矣。”正可謂知己之言。陳和董在藝術上相激相勵，在

程庭鷺《篛庵畫麈》記沈士充代筆事：

董建立“南北宗”學說過程中，陳是支持和張揚此說的得力佐手。

曾見陳眉公手劄與子居老兄，“送去白紙一幅，潤筆銀三星，煩畫山水大堂，明
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今贗董充塞宇內，若沈子居、趙文度作，已

（五）趙左

為上駟矣。

在松江畫派中，實際支撐門戶的職業性畫家應是趙左、宋懋晉、沈士充諸人。
趙左，字文度。松江人。受業於宋旭，應與董其昌年令相仿。善畫山水，《無聲詩史》

又有一董其昌手劄：

記：“畫法董北苑、黃子久、倪雲林，超然玄遠，與董其昌為翰墨友。流傳董跡，頗有出文

久不作畫，時以沈子居筆求應者。倘得子居畫，不佞昌可題款，否則於使者行期

度手者。兩君頡頏藝苑，政猶魯、衛。”（注六十）當時他的畫名與董其昌相伯仲。就學習傳統

有誤，奈何奈何！全幅奉納，以省往來之煩。（注六十三）

的工力言，趙左並不遜於董其昌，其山水畫構圖縝密，多取宋人高深峻厚的圖式，善用乾筆
焦墨，筆致流暢鬆秀，得元人淡逸之意。然而，他的筆墨熟練、精能，學古人不失法度，但

董自述以沈士充代筆劃應酬，應是可信。謝稚柳先生考定有一幅署名董其昌的《倚松圖》

融會自創的成份少，尤其缺乏董其昌那種書法性筆法的生拙、雋秀之意。如他所畫《高山流

（天津文物商店藏）為沈士充代筆，其餘代筆，尚未見其二。

水圖》軸、《山居圖》軸等，即為他本色畫風。而他為董代筆之作，則偏於生秀一格。

（八）顧正誼、趙左、沈士充傳人
（六）宋懋晉

顧正誼、趙左、沈士充皆有傳人。顧正誼之子元慶，侄懿德、胤光，婿李紹箕，俱接

宋懋晉，字明之。松江人。與趙左同師從於宋旭。“畫法趙千里、吳仲圭、黃子久，

正誼衣缽。其中顧元慶“踵其家學，能以精工，佐其古雅，有聲藝苑。”（注六十四）竟被明范

而筆墨秀潤，丘壑倩深。”（注六十一）如他己丑年（萬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所畫《干

允臨列為與董其昌、趙左並列的松江派代表畫家。趙左除授業沈士充外，尚有嘉興陳廉為其

將山圖》軸，布局高峻深邃，有宋人雄偉之勢。山巒多置平臺，取黃公望法。皴法簡潔，暈

高足，倣古頗有工力。他曾受王時敏之委，將王氏家藏宋、元大家真跡十二幅縮小臨成《小

染溫潤。祇是用筆較為纖弱和細碎。

中現大》冊，王歎為“能使筆墨酷肖，毫髮不遺，真畫史之絕技。”（注六十五）沈士充弟子蔣
藹，虞山人，“畫山水學沈士充，蒼勁似之，係用渴筆規摹唐、宋，皆能神合。”（注六十六）

（七）沈士充
沈士充，字子居。松江人。從師宋懋晉和趙左，得兩家法。他也是一位深得宋、元法

他們作為文人職業畫家，通過傳授子侄和學生，將松江畫派的繪畫宗旨和風格播揚開去，從
而形成了支派蔓延、頗有聲勢的畫派勢力。

度的精能畫家。如他於庚戌年（萬曆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零年）所畫的《桃園圖》卷（故

清初姜紹書評述：“雲間繪事自董思白宗伯為文人建幢，於是崇雅之士，競趨秀逸，

宮博物院藏），峰巒層疊，起伏蜿蜒，江河遼闊，林木蔥郁，雲霧浮動。筆法柔秀細密，

第躡述則涉於膚淺。若竹嶼（吳振）者，可謂接雲間正派者也。” （注六十七）董其昌出名之

墨色淹潤。兼有宋人之雄曠和元人之清逸。山石形態渾圓和方峻相間，得董其昌結構之法。

後，追踵者或直接得他指授，或私淑其藝。然而大多倣其形相而不得神理要旨，“涉於膚

《明畫錄》評他的山水：“清蔚蒼古，運筆流暢，格韻並勝。”（注六十二）然而，沈士充的山

淺”。有的則甘為董其昌的代筆人，以貿利營生。啟功先生在《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一文

水，缺乏董其昌那種分合、跌宕，氣脈流動的結構形式之美，筆墨也不及董之沉凝、遒勁和

中，考稽出代筆者有趙左、沈士充、吳振、吳易、僧珂雪（常瑩）、楊繼鵬、葉有年、趙

清逸，顯得峭利而細碎，這正是他書法修煉工力欠缺所造成的差距。

泂等人。此外，還有一位劉上延，據清乾隆時人黃鉞記載：“字賓仲。安徽新安人，流寓蕪

趙左和沈士充是屬於董其昌所說的“苦心力學”的精能畫家，故他們的畫風雖受董之
浸染，但兩人的本色畫與董有明顯的距離。據同時人和後人記載，兩人都曾為董其昌代筆。

湖。書畫倣董香光，後即為其代筆。曾見贈文文水（嘉）詩小幅，筆情高妙，不特入香光之
室，且升松雪堂矣。”（注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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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董其昌書畫代筆人，除趙左、沈士充、吳振、僧珂雪等人，尚有較多本色風格作
品存世外，其餘本色畫流傳極少。“南宗北斗─董其昌誕生四百五十周年書畫特展”特選
入這些畫家的作品，以窺他們的本來面目。同時，對於識別他們為董其昌的代筆作品，提供

注二十三：《神會語錄》第一殘卷。
注二十四：《畫禪室隨筆》卷三第一七零頁。
注二十五：《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三六頁。
注二十六：《畫禪室隨筆》卷一第四十二頁。
注二十七：《畫禪室隨筆》卷一第七十三頁。

參照物，細加比勘，“涇渭淄澠終有別”矣。

注二十八：《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五五頁。

董其昌的繪畫思想、創作原理、藝術風格以及“南北宗”學說，在十六世紀下半葉以

注二十九：《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二九頁。

後，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清初正統派大師王時敏、王鑑年少時親受董其昌的指授，隨後將

注三十：《桐陰論畫》卷首，載《藝林名著叢刊》，世界書局一九三五年版。

董所主張的集古之大成之觀念，更為徹底地貫徹到創作實踐中去，從而建立起主導畫壇三百

注三十二：《畫禪室隨筆》卷四第一八三頁。

年的以摹古、倣古為宗旨的繪畫風氣；同時，個性派畫家龔賢、朱耷（八大山人）、石濤等

注三十三：《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九十三頁。

人，也從董其昌的學說中擇取理論武器，依靠師化自然和學古變法，創造出強烈的個人化風

注三十五：《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零二頁。

格。一個畫家的識見和風格，能夠對後世抱有不同藝術宗旨的畫家群體，同時產生指導性的
影響，在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董其昌無愧是一位開闢中國山水畫新時代的大宗師。

注三十一：《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零七、一零一頁。

注三十四：《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九十八頁。
注三十六：《畫禪室隨筆》卷三。
注三十七：《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零九頁。
注三十八：張庚《浦山論畫》，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第四一七頁。
注三十九：《容臺別集》卷四第一八九四頁。

二零零五年八月

注四十：《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零五頁。
注四十一：《容臺別集》卷一《題唐宋名人真跡畫》第一七零三頁。
注四十二：《容臺別集》。
注四十三：《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三八頁。
注四十四：《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四三頁。
注四十五：《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一零頁。

注釋
注一：《國朝畫徵錄》，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第四三四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注二：《輸蓼館集》。
注三：《繪事微言》，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五七三頁。
注四：《畫史會要》，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五七三頁。
注五：《圖繪寶鑑續纂》
注六：《讀畫錄》，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第九四六頁。
注七：《無聲詩史》，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八五六頁。
注八：《王奉常書畫題跋》，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第九二三頁。
注九：《芥舟學畫編》，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第五四三頁。
注十：《袁宏道集箋校》下，第一二六六頁。
注十一：《容臺文集》。
注十二：《畫禪室隨筆》卷四第二零三頁，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版。
注十三：《容臺別集》，卷三第一八三七頁，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
注十四：《畫禪室隨筆》卷四第二零三頁。
注十五：《王文成公全書》卷八《書緒陽卷》。
注十六：《王陽明傳習錄評注集解》卷上《徐愛錄》。
注十七：同上卷中《答羅整庵少宰書》。
注十八：《畫禪室隨筆》卷三第九十四頁。
注十九：《大珠禪師語錄》。
注二十：《容臺別集》卷六第二一九六頁。
注二十一：《容臺文集》卷六第二一四零頁。
注二十二：《大珠禪師語錄》。

注四十六：《容臺文集》卷六第二一八四頁。
注四十七：《圖繪寶鑑續纂》。
注四十八：載《董其昌論文集》第八十七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版。
注四十九：《容臺文集．戲鴻堂稿自序》。
注五十：王世貞。
注五十一：《容臺文集》卷三《崇蘭帖題詞》。
注五十二：《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五九頁。
注五十三：《無聲詩史》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八五四頁。
注五十四：原清宮藏。
注五十五：《畫禪室隨筆》卷二第一四七頁。
注五十六：《明畫錄》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第二十頁。
注五十七：《無聲詩史》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八五三頁。
注五十八：繆曰藻《寓意錄》卷四。
注五十九：《容臺文集》卷六第二一七九頁。
注六十：《無聲詩史》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八五四頁。
注六十一：《無聲詩史》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八五六頁。
注六十二：《明畫錄》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第二十頁。
注六十三：引自啟功《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載《啟功叢稿》第一五六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版。
注六十四：《無聲詩史》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八五四頁。
注六十五：《王奉常書畫題跋》卷上。
注六十六：《明畫錄》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第二十頁。
注六十七：《無聲詩史》卷四，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第八五六頁。
注六十八：上海博物館藏江韜、李永昌、孫逸、汪度、劉上延合作《岡陵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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