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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藝業

每個人都擁有作為書畫家創作的基本訓練時，誰的作品可以在市場上被認可、成為值得以金
錢交易的標的物，這其中牽涉到生產者的位置、技術、形象等影響購買者的複雜社會因素，

任伯年從一八八零年代初開始到去世那一年為止，不

礙於篇幅，本文擬僅集中討論吳昌碩央請任伯年為其所作的一系列肖像畫，企圖以此側面回

斷應吳昌碩之請為之畫像，目前所知至少有九幅作品，包括

應上述議題。

繪製於一八八三年的《蕪菁亭長像》（浙江安吉縣吳昌碩紀

為何以肖像畫為中心？日人楠瀨日年曾經手繪過其所見的吳昌碩書齋圖【圖六】，（注九）圖

念館藏）、 （注一） 一八八六年的《饑看天圖》 【圖一】 、 （注二）

中可見入門壁上即是一張很可能是吳昌碩肖像的全身畫像，而旁邊則是接待訪客用的長椅

一八八六年的《歸田圖》、 （注三） 一八八七年的《棕蔭納涼

子，可見肖像畫在此時的公眾性面向，其絕非自我內在性的展現或自娛而已，而是一個希望

圖》 【圖二】、 （注四）一八八八年的《酸寒尉圖》（浙江省博物

自己如何被觀看的具體形塑，因此也有潛力成為“是不是藝術家”的作用場域之一。就這點

館藏） 【圖三】 、 （注五） 以及很可能也作於同年的《蕉蔭納涼

來說，十九世紀的上海與山人充斥的晚明社會有一樣的需要，在這越是傳統網絡崩解的社會

圖》（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四】、 （注六）一八九三年與尹沅合
作的《吳昌碩五十小像》（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五】， （注七）
一八九五年的《山海關從軍圖》與《棕蔭憶舊圖》等。（注八）
畫家或文人囑人畫像，自古有之，然而以如此大的數量與如
此密集的頻率論之，任伯年所作的吳昌碩系列畫像，的確是
一個非常特別的例子。
這些畫像的製作時間主要集中在一八八七年前後，正
是吳昌碩準備離開蘇州移居上海，並與任伯年、任阜長、虛
谷、高邕、張子祥等上海重要書畫家廣結善緣之時。究竟吳
昌碩為何選在此時如此頻繁地要求任伯年為其畫像？此事與
吳昌碩藝術生涯的發展是否又有所關連？吳昌碩又為何要在

【圖一】《饑看天圖》，任

此時命任伯年以這些造型作像？本文將以此群作品為中心，

伯年，一八八六年，藏地不

分析其造型、技法與表現的意義，並將這群作品的製作放在

Self: Chinese Portraits -1600-

當時上海畫壇的脈絡下加以討論，藉此探究吳昌碩如何在十

詳，圖版見Boundaries of the
1900, p. 137.

九世紀末的上海立基並形塑其藝業。
這樣的研究蘊含著一個底層的命題，亦即一個身處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讀書人，如
何能夠成為以書畫為生的藝術家呢？這聽起來似乎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在傳統中國祇要是受
過傳統

育的讀書人，莫不會寫書法、畫個兩筆，自不難成為書畫家。然而，問題就在於當

【圖二】《棕蔭納涼圖》，任伯年，一

【圖三】《酸寒尉圖》，任伯年，一

【圖四】《蕉蔭納涼圖》，任伯

八八七年，藏地不詳，圖版見Boundar-

八八八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ies of the Self: Chinese Portraits -16001900,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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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與人之間越需要以各樣媒介來區別與定義；
換句話說，晚明的“名號”或十九世紀上海的“肖
像”，基本上都扮演一個非常類似的角色，亦即作
為一個媒介，兩者都牽涉個別性的展現及其與既有
類型的對話、模倣或區別，而這些動作在公眾領域

【圖二】《棕蔭納涼圖》，任伯年，一八八七

的觀看下，因而也有某種社會意義與效果。以吳昌

年，藏地不詳，圖版見Boundaries of the Self:
Chinese Portraits -1600-1900, p. 139.

碩來說，他留下數量非常可觀的肖像、自畫像、照
片等，大概是那一代書畫家中最了解其中奧妙且將
之發揮到淋漓盡致的人之一。而在本文中，即使僅
僅以任伯年所作吳昌碩肖像為中心，也足以得見吳
昌碩如何由一個與藝壇無太大淵源的秀才，藉由篆
刻的技術打入主流藝壇，並以肖像畫操作其形象，
拓展其藝業，因而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
的藝術家之一。

【圖六】日人楠瀨手繪之《吳昌碩書齋圖》，引自青山杉雨，〈吳昌碩の画と贊〉，頁二一九。

吳昌碩藝業的崛起

申年（公元一八六零年）秀才考試，重新入學。他於一九二一年所刻的“秀才乙丑補庚申”
印，（注十四）與一九一九年所刻的“重遊泮水”印，指的正是這件事。（注十五）此時，他與家

吳昌碩初名俊，又名俊卿，昌碩為其字，晚
以字行。道光甲辰年（公元一八四四年）八月初一
生於浙江省安吉縣的一個書香世家。他的祖父吳淵

人回到安吉縣居住，闢蕪園，縛草亭，因此光緒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所刻“蕪菁亭長飯
【圖五】《吳昌碩五十小像》，任伯年與尹
沅合作，一八九三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青蕪室主人”印，邊款提到“余既闢蕪園，又縛草亭”，應即指此時之事。值得一提的是，

為清嘉慶戊午（公元一七九八年）舉人，曾任嘉興

同一方印的另一端有印文“缶廬”，側邊並有“昔余避難山中，欲求草根樹皮代糧而不可

府海鹽縣

得”、“以三字名吾室，亦痛定思痛之意”等字句，（注十六）應是一八八二年吳昌碩於金俯

諭，最後任安城古桃書院山長，著有《天目山房詩稿》。父親吳辛甲（1821

－1868），為吳淵第四子，咸豐元年辛亥（公元一八五一年）舉人，曾任截取知縣，著有

將（杰）處獲贈古缶後所補題的。（注十七）

《半日村詩稿》。一八六零年春適逢太平天國之亂，吳昌碩跟隨父親離鄉背井，流離轉

一八七二年，吳昌碩與施氏季仙結婚，婚後便離家前往杭州、上海、蘇州等地尋師訪

徙，值此戰亂之時，家裡為他下聘的媳婦章氏雖未過門，但岳家於離亂中仍將她送到婿家

友，於杭州拜俞樾為師，於蘇州認識楊峴，並於上海結識任伯年等。（注十八）吳昌碩此段時

一起避亂。一八六二年三月，吳昌碩曾短暫回家，然而章氏卻已去世，被草草埋葬在中庭的

間的生活是十分奔波的，在其門生王個簃的《吳先生行狀》與兒子吳東邁的《藝術大師吳昌

桂樹下；（注十）同年立秋，吳昌碩的母親也病逝，此時家徒四壁的他，甚至無力負擔棺木，

碩》中，都提到吳昌碩壯年時曾捐了個“佐貳”的小官，但具體時間為何，並不十分清楚。

祇能草草將母親掩埋於石塢中。（注十一）

祇知道吳昌碩在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七年間，曾客於江蘇道員署兩淮鹽運使杜文瀾的曼陀羅

在此流離失所期間，吳昌碩雖然隨侍在父親左右，但據他自述，“我祖我父稱通儒”，

館，（注十九）一八八零年至一八八一年在蘇州知府吳雲幕，（注二十）然而其任小官的時間是否

卻也“可憐無福授我書”，（注十二）使他因此“學殖荒落”，直到“同治四年乙丑（公元一八

與上述兩段館客的時間重疊，卻不得而知。總之，一直到一八八二年攜繼母、妻、兒定居蘇

六五年）亂靖，廣文潘芝畦師強曳之應試，乃入學，與賦重遊泮水”，（注十三）也就是說，

州前的這段期間，吳昌碩總是匆匆往返各地，停留在家中的時間非常有限，例如一八八零年

直到一八六五年吳昌碩二十二歲時，才在老師的推波助瀾下，前去參加安吉縣所補辦的庚

所治“安吉吳俊章”一印中，就提到他“三百里程爭一日”，從京口回到家，看到“大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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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為有錢的贊助人或收藏家。然而，正是藉由為

兒俱睡熟”，然後又匆匆返回蘇州的景況。（注二十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吳昌碩積極開拓各方人脈之時，其篆

藝術家刻印、與藝術家為友，吳昌碩漸漸為藝壇所

刻專長無疑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根據王個簃的《吳先生

知，並成為其中的一員，顯然地，在此一成為藝術

行狀》，吳昌碩自幼即“獨好刻印”，目前留存年代最早的

家的過程中，網絡的建立與同行的認定扮演非常關

吳昌碩篆刻作品，為一八七一所刻的“倉石父．吳俊長壽”

鍵的角色，（注三十四）這也就是為什麼十九世紀下半葉

印， （注二十二）但其以治印聲名漸著，則應當要到一八七零年

會大量出現刊登於報紙中的潤格廣告，而其中若不

代末期以後，如一八七九年吳昌碩三十六歲時，將自刻印輯

是有同行前輩作為介紹人、就是代訂潤格；（注三十五）

成《篆雲軒印存》一書，攜至杭州求

於俞樾，俞氏為之署

吳昌碩成名後，也曾幫王一亭等晚輩代訂潤格，由

端並題辭，讚揚其作品“兼奇工巧”。 （注二十三）而根據吳長

此得見同行前輩的認可與提攜，實為進入此一行業

鄴在《吳昌碩先生年譜簡編》中載，吳昌碩在一八八零年於

的敲門磚。

蘇州結識兩罍軒吳雲，再次以《篆雲軒印存》求

，經吳雲

任伯年的肖像畫

略予刪削後，遂更名為《削觚廬印存》，吳昌碩可能也藉此
因緣得以客吳雲館中。

（注二十四）

更重要的是，自一八八零年

值得注意的是，一八八零年代也是吳昌碩積極

代起，吳昌碩大量為當時活躍於泛上海藝壇的諸大家刻印，

央請任伯年為其繪製肖像之時。雖說任伯年至少為

其中包括一八八一年為楊峴刻“遲鴻軒主”、 （注二十五）一八

吳昌碩作過九幅以上的畫像，但目前可見於出版品

八三年為張熊刻“張熊之印”、（注二十六）一八八四年為任伯年

者，大概祇有一八八六年的《饑看天圖》、一八八

刻“伯年”印、（注二十七）一八八四年為高邕刻“邕之”（注二十八）

七年的《棕蔭納涼圖》、可能為一八八八年的《蕉

與“西泠字匈”、 （注二十九） 一八八五年再為同氏刻“仁和高

蔭納涼圖》、及一八八八年的《酸寒尉圖》、一八

邕”與“仁和高邕邕之”、 （注三十） 一八八六年為蒲華刻“

九三年與尹沅合作的《吳昌碩五十小像》等。為了

蒲作英”、 （注三十一） 一八八六年為任伯年再刻“畫奴”印

瞭解任伯年為吳昌碩所作這批肖像的性質與特色，

等。 （注三十二） 而在一八八六年左右，吳昌碩並將其重要的交

我們有必要先討論一下任伯年的肖像畫。

遊作成《十二友詩》一詩流傳，此十二友包括吳瘦綠、張子

【圖七】《任淞雲像》，任伯

【圖八】《周閑像》，任伯年，一八六七

祥、胡公壽、凌病鶴、朱頻華、任伯年、吳鞠潭、蒲作英、

年，一八六九年，北京故宮博

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楊南湖、金瞎牛、金俯將、王竹君等。（注三十三）

物院藏。

讀書不苟仕宦，設臨街肆，且讀且賈。善畫，尤善寫真術。恥以術炫，故鮮知
者。垂老，值歲歉，乃以術授先處士（即任伯年）。（注三十六）

可以透過公開管道販售作品的職業之時，在既沒有類似西方職業工會之認可，也沒有現代專
業學校養成之背書的情況下，一個人究竟如何才能成為藝術家？換句話說，甚麼樣的人才
放在此一框架來觀看，是非常有趣的。吳昌碩本來祇是一個喜歡刻印的窮秀才，沒有顯赫的

題一八六九年任伯年為其父親所作的《任淞雲像》
時，即提到任淞雲：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上海等大都市中，正值傳統網絡崩解，書畫等藝術創作逐漸變成

有資格販售他的作品？如果將吳昌碩從一八七零年代末期到一八八零年代所做的一系列努力

關於任伯年的肖像畫，任伯年之子任堇叔在

任伯年的父親任淞雲，據說是一位民間畫師，尤善寫真術，而一般也相信任伯年即是
由父親那裡學到民間寫像傳統的技術，而這寫像傳統有可能就是我們如今還可以在宗祠或古
董店中所見到的祖宗像，或是以曾鯨傳統為主的江南寫像法。在實際作品中，我們的確可以

師承出身來確保其與這個圈子的關係；但檢視其一八八零年代所刻印的對象，就像其“十二

看到任伯年對兩者都非常嫻熟，例如一八八五年，任伯年可以以祖宗像的格式，製作外祖父

友”般，多是藝壇中人，而不是如項元汴家族之於仇英、或揚州鹽商之於揚州八怪等畫家一

母的肖像畫。（注三十七）而作於一八六九年的《任淞雲像》【圖七】，任伯年則以顏色敷染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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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得其形似，並以線條描繪衣袍，避免乏韻，整

畢露，雖僅有半面緣者，一見即能辨認，亦一奇也。（注三十九）

體著重的塊面之敷染，與衣袍線條寫意的做法，形成

可知任伯年肖像畫以如幻術般的效果而成為上海之一奇。然而此奇幻的效果，顯然並

一強烈的對比，則應該是江南地區流行的曾鯨傳統之

不是來自大家所熟悉的傳統寫像術，如果僅是傳統作法，何奇之有？試舉作於一八七八年的

展現。

《吳淦像》【圖十】為例，（注四十）其人物顏面凹凸的表現與衣袍衣摺的陰影，不但形成非常和

即使有此民間傳統的根源，任伯年從一八六零年

諧的整體，且照顧到顏面下骨骼的結構與身體的量感。進一步仔細檢視，可以發現人物的眼

代末起，就展現出非常具有個人特色的風格，例如一

窩與雙頰凹陷之處，不再以線條來勾勒，而改以較深的顏色與墨敷染出陰影的塊面，嘴巴的

八六七年的《周閑像》 【圖八】 與一八六八年的《沙山

部分甚至以留白的方式顯示嘴唇邊緣高起處的高光，這些都是傳統肖像畫中前所未見的表現

春（沙馥）像》 【圖九】 ， （注三十八） 前者採用傳統蘇東

手法，甚至與曾鯨的傳統也有很大的差別。根據學者常引用的沈之瑜說法，（注四十一）任伯年

坡《笠屐圖》的格式，後者則描繪沙馥拱手立於一巨

曾經跟上海徐家匯天主堂的劉德齋學過西洋素描，劉德齋早年在土山灣畫館擔任助手，製作

石前面，為米芾“拜石圖”的組合，兩者雖然都使用

會所需之圖像。這方面的啟發，可能正是為何任伯年的寫實功力足以成為上海奇觀之一的

傳統文人肖像的格套，但是任伯年在此基礎上都有所

原因。

創新。以《沙山春像》為例，任伯年以非常輕快的筆

來到上海以後的任伯年，雖然在人物描繪的技法上顯得非常新穎，但是其圖像構成的

墨描繪主人翁之衣袍，配合構圖上讓衣襬的下緣直接

語彙還是極為傳統，例如《吳淦像》中，任伯年以鶴與松樹的配景來呈現畫中主角的高潔心

被畫的邊緣所切斷之設計，不但製造出帶有瞬間與不

志與隱逸姿態，此為傳統表現文人形象時一再使用的公式。而稍早的一八七三年《仲華二十

經意效果之生動感，再加上將人物拉到極度近景的作
法，更使主角沙馥顯得身材偉岸，製造出一種英雄般
的氣勢以及真切地與觀者身處同一空間的臨場感。此
外，代表人物心性的石頭，更幾乎是沙馥身形的兩倍
高，不僅逼向前景，且同時拔尖指向畫幅的頂端。在
此，“石”此一原本常見於傳統文人肖像畫中、用以
象徵德行的配件，顯露出喧賓奪主之姿，以非常戲劇

【圖九】《沙山春(沙馥)像》，任伯
年，一八六八年，南京博物院藏。

性而富有量感的方式，宣揚像主抽象的內在品質。而
另一幅《周閑像》，雖然在構圖上無太大的創新，但任伯年在描繪人物的臉部時，不是使用
常見的色墨，而改以淡墨暈染，配合同樣以淡墨敷染的斗笠與略施淺墨的衣袍，乍看之下有
種近乎素描、帶有光影的整體量感，然而，仔細比較起任伯年一八七零年代以後的作品，則
此件作品處理顏面的敷染，仍固守傳統肖像畫的線條格套，僅略施明暗效果，然此效果卻與
物體的結構沒有具體的關連，顯示此畫還是與傳統訓練較有關係。
進入了一八七零年代，剛到上海且有著傳統寫像技巧的任伯年，持續地為周遭的藝術
家朋友作像，其肖像畫以非常具臨場感的寫實風格而廣受歡迎。一八八三年刊刻的黃式權
《淞南夢影錄》中，就特別提到任伯年的寫照：
用沒骨法分點面目，遠視之，亦亦如生……嘗見其圖瀧湫小像，淡墨淋漓，丰采

【圖十】《吳淦像》，任伯年，一

【圖十一】《仲華二十七歲小景》，任伯

【圖十二】《袁枚像》，羅聘，一

八七八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年，一八七三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七八一年，日本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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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間溝通心志的媒介，然而，陳鴻壽不但與女兒一起在
《申報》中寫詩紀念任伯年為其父女畫像一事，並廣邀名
流題跋於畫上，再將這些題詩同時發表於《申報》上。這
樣的作為，使得通常祇流傳於文人朋友間半私密的個人肖
像畫，有了全新的公眾性與影響力，（注四十八）這可能是我們
在考慮這個時代的肖像畫時所不可忽視的功能與面向。總
之，新風格與舊圖像結合於一個社會階級高度混亂且極需
自我標榜的時代，這大概是最足以說明任伯年肖像畫作的
詮釋了。以這樣的角度與了解來看任伯年為吳昌碩所作的
一系列肖像，是很有意義的。

【圖十三】《飯石先生像》，任伯年，一八七七年，藏地不詳，見中
國美術館編《任伯年精品集》，圖版二十二。

七歲小景》【圖十一】，（注四十二）圖中仲華於行走搖曳間手撚著代表高潔心性的蘭花，則讓人想到
羅聘的《袁枚像》

。

【圖十二】

另外，一八七七年的《飯石先生像》

（注四十三）

中，

【圖十三】

任伯年肖像畫中的吳昌碩

飯

（注四十四）

吳昌碩於一八八七年冬開始定居上海，此一年代的推

石先生雙手倚在矮几上，旁邊堆滿插著花的古銅器與茶壺等風雅之物，右邊兩位僮僕攜壺

斷，主要是依據吳昌碩《將之滬上留別藐翁先生（楊峴）》

與杯走向前來，則讓人想到華喦的《金谷園圖》【圖十四】。（注四十五）同年的《邕之先生二十八

一詩，（注四十九）其中有言：“滄波回首處，明日在吳淞”，

歲小像》【圖十五】，（注四十六）高邕雙手抱膝坐於松樹下，則是文人肖像常見的格式。總之，這

此詩雖無紀年，但同卷稍早有《丁亥（公元一八八七年）

些看來極度具有寫生感的作品，事實上還是套用傳統文人肖像畫的構圖模式。

八月二十七日贈內》，（注五十）後面則錄有一八八八年《酸

值得注意的是，任伯年到上海發展的過程，可說與吳昌碩的取徑極為類似，兩者都是

寒尉圖》的自題。再加上吳昌碩初冬於上海作《吟詩圖》

在正式移居上海之前，就以其非常具有實用面向的專業技術，與前輩藝術家廣結善緣，為前

上提到：“……丁亥初冬（公元一八八七年），寓黃歇

進上海鋪路；到了上海之後，更繼續以此技術鞏固其在畫壇的地位。為何說兩人所擁有的是

埔上，夜漏三下，妻兒俱熟睡……” （注五十一）所以可以得

實用面向的專業技術呢？明清以後，印章對於書畫家日形重要的程度，大概與筆和墨不相上

知，吳昌碩於蘇州與楊峴道別，應在八月以後，而至遲在

下，其不僅作為簽款之用，也作為自我表明心性的標記，可以說，印章幾乎已經成為所有書

初冬之時，整個家庭就已經移居上海。

畫家的必備工具。但是，肖像畫對於藝術家來說，又有何實際的實用面向呢？誠如Roberta

吳昌碩最早找任伯年作的肖像，為早在一八八三年繪

Wue的研究所指出的，剛到上海的任伯年，既無顯赫的出身，又無傳統文人的詩詞涵養，於

製的《蕪菁亭長像》，作此圖的前一年，吳昌碩才剛剛將

是便透過畫像來建立其在上海藝術社群中的社會網絡，而書畫家也樂於利用肖像的製作來從

整個家庭移居到蘇州。很可惜的是，此圖目前並無出版，

事自我宣傳與網絡連結，任伯年於一八七九年為陳鴻壽與其女陳慧娟畫《授詩圖》

【圖十六】

無從得知其具體的內容，但由於“蕪菁亭長”乃是指一八

即為一例。（注四十七）陳鴻壽不但本人為名揚日本的著名詩人，女兒陳慧娟更不時與父親詩詞

六五年太平亂平後，吳昌碩回到安吉縣居住，與父親闢蕪

唱和，並發表於申報上，有些上海旅遊書甚至特別介紹陳慧娟這位才女，兩人可稱得上是上

園、縛草亭後才採用的字號，因此此圖描繪的內容很可能

海名流。然而，此名流的身分並非憑空而來，Roberta Wue的研究顯示，陳鴻壽非常善於操作

接近傳統的隱士圖。三年後的一八八六年，吳昌碩繼續請

當時作為新興媒體的報紙。《授詩圖》中，任伯年呈現出一個極具文化

養的家庭，父親正

任伯年為其作《饑看天圖》，其構圖與形象讓人想起一八

導女兒作詩，題跋中並以漢代經學大師伏生與女兒羲娥的再生典範來比擬兩人的關係，

六八年任伯年所作的《沙山春（沙馥）像》，圖中，吳昌

使得這幅畫帶有一種承傳古典典範的意涵。這樣的畫，原本可以祇作為凝聚家庭認同與文人

碩一樣身著當時文士常著的長袍，衣袍下緣被畫幅切斷，

在

【圖十四】《金谷園圖》，華
喦，上海博物館藏。

【圖十五】《邕之先生二十八歲
小像》，任伯年，一八七七年，
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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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有種與觀者處於同一空間的錯覺，透過極近景的方式去呈現一個面有所思、昂首挺立的

涼圖》，圖上有一則一九零四年的吳昌碩自題，丁羲元

男性形象；所不同的是，相對於沙山春拱手而立，吳昌碩則是採負手而立，且背後沒有任何

將其繪製的時間訂於一八八八年秋天，雖然不知道丁羲

背景。一八八六年吳昌碩已經四十三歲，而圖中之人俊美英挺，與兩年後《蕉蔭納涼圖》中

元的所據為何，但是就風格上的判斷，Vinograd也同意

大腹便便的形象有天壤之別，圖中形象應該是回應吳昌碩自題詩中“造物本愛我，墜地為丈

此畫為一八八零年代末期的作品，（注五十二）換言之，這

夫。昂昂七呎軀，炯炯雙青 。胡為二十載，日被飢來驅”的感嘆，也就是說，任伯年描繪

件作品即使不是作於一八八八年，其成立時間亦當為

的應該不是當下的吳昌碩，而是吳氏自題詩中所提到的二十多歲時的樣貌。此一樣貌，正反

吳昌碩甫定居上海前後的初期，此一推斷應該是沒有

應出吳昌碩為避太平天國之亂，日日處於三餐不繼的窘狀，然而他在此困境中卻仍然“深抱

問題的。畫中，吳昌碩除了手持蒲扇袒胸露腹外，不

固窮節，豁達忘嗟吁”。詩中還提到吳昌碩“生計丈筆硯，久久貧向隅”，雖然常常“典裘

同於《棕蔭納涼圖》中的吳昌碩於棕蔭下席地而坐，此

風雪候”，但是並不忘“割愛時讀書”。吳昌碩寫此長詩，並非僅是自憐自艾自己的身世，

幅之吳昌碩坐於一竹榻上，背景為芭蕉樹，與張熊肖像

最後還感嘆道“海內穀不熟，誰繪流民圖”，並希望“天心如見憐，雨栗三輔區。賤子飢亦

畫的構圖幾乎如出一轍。其面部雖然沒有像《吳淦像》

得，負手游唐虞”作結，由此觀之，圖中吳昌碩兩手反交於背後，兩眉微蹙，凝向畫外，呈

或《仲華二十七歲小景》有強烈的陰影敷染，但手肘彎

現的正是希冀“負手游唐虞”、悲天憫人之文士的形象。即便是沒有像《沙山春像》中擎

曲處精確的陰影點染以及對身體結構與量感的掌握，顯

天而立的巨石象徵物的加持，但整幅圖，配合長詩，有種非常強烈的明心表志之自我宣示意

示其中還是蘊含著經過素描洗禮的新技法。如果要比較

味，清楚而同時地表現出文士昂然而立的外在形象與貧賤不屈的內在氣節。

《蕉蔭納涼圖》與《蕉林逭暑》的差別，則畫中吳昌碩

同一年，任伯年還為吳昌碩作《歸田圖》，雖然也無圖版出版，但由其畫名判斷，很
可能是類似任伯年一八六八年所作的《悟生出塵圖》

【圖十七】

、或一八九三年與尹沅合作的

【圖十八】《蕉林逭暑》，任伯年，一
八七二年，中央美術學院藏。

【圖十七】《悟生出塵圖》，任伯年，一八六八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意而不拘小節，而吳昌碩手肘下還特別畫出一疊疊的書
冊，更加著意強調其文人的身分。

《吳昌碩五十小像》的樣貌，

【圖十六】《授詩圖》，任伯年，一八七九年，天津人民美術社藏。

赤足單腳踏於卸下的鞋上，比起張熊的足履，顯得更隨

兩者都是以像主身著文士之長

儘管有這些差別，但大體而言，這些畫作皆是以看

袍但手荷農夫之鋤頭的形象，

似不流俗的不修邊幅形象來呈現文人的灑脫不羈，然此

來呈現文人歸田隱居之意。隔

並非任伯年的創舉，Vinograd的研究早已指出，其原型

年一八八七年吳昌碩移居上海前

應該是羅聘作於一七六零年的《金農午睡小影》【圖十九】

夕，他又請任伯年作《棕蔭納涼

或一七六三年的《坦禪師像》 【圖二十】等； （注五十三）以

圖》，畫中吳昌碩裸露上身，手

此形象來圖繪文人或藝術家，在上海似乎極度受到歡

握蒲扇，雙手置於膝上，脫鞋交

迎。Vinograd也注意到中國美術館藏的另一幅任伯年

腳坐於棕樹叢下，身後並置有函

所作、然像主不明的肖像畫 【圖二十一】，（注五十四）畫中人

書與古琴。就構圖而言，此畫讓

物手持圓形蒲扇、袒露上身、大腹便便地交腳坐於蕉

人想起任伯年一八七二年為海上

林旁的竹榻上，細節和構圖與《蕉蔭納涼圖》幾乎完

大老張熊所作的肖像畫《蕉林逭

全一致。Vinograd因此認為，考慮到任伯年作為一位

【圖十八】

暑》

職業畫家，此形象與構圖很可能祇是某種現成的文人

事實上，更接近張熊此幅

類型，而非專為像主客製的設計，就像祖宗像一樣，

肖像畫的，為任伯年為吳昌碩所

祇要改變頭部的面相，就可以再賣給其他顧客；他並

。

畫的另一幅無紀年作品《蕉蔭納

【圖十九】《金農午睡小影》，羅聘，
一七六零年，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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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坦禪師像》，羅聘，一七六
三年，蘇州博物館藏。

人一再傳頌的任伯年與吳昌碩二人關係之真誠性與

帶著官帽官服的吳昌碩兩眼茫然，雙手拱於胸前，孤立於畫面之上，一副倉皇且有求於人

真確度，添加了一層不確定性。 （注五十五）的確，從

的姿態。以官服入像並不希奇，如明代無款《江舜夫像》即為一例，（注五十七）但《酸寒尉

一八八六年《饑看天圖》、一八八七年《棕蔭納涼

圖》以此嘲諷卑微的形象示人，卻是非常特別的例子。即使與同樣帶有自嘲味道的兩幅作品

圖》、到一八八八年《蕉蔭納涼圖》，我們可以看

比較，即任伯年作於一八八七年的高邕肖像畫《書丐圖》【圖二十二】、（注五十八）或是一八六八

到任伯年所作的吳昌碩畫像，基本上還是符合上述

年為胡公壽所作的《橫雲山民行乞圖》【圖二十三】，（注五十九）《酸寒尉圖》中的自我詆毀與嘲

我們對任伯年肖像作品特點的理解，也就是新風格

弄，都顯得更為徹底與難以翻轉。以《橫雲山民行乞圖》來說，畫中主人翁胡公壽雖然赤著

與傳統肖像格套的結合；更精確地說，任伯年為吳

腳，但是身著長衣儒服，且手中提籃裝有書本與優雅的梅花，透露出的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

昌碩所選擇、或是吳昌碩自己指定的造型，不僅

文人形象。而為高邕所作的《書丐圖》，主角雖然縛起衣擺繫於腰間，較為接近真實市井小

是文人的通用形象，而且是當代前輩書畫家間廣為

民的短衣裝扮，但不僅其提籃中的書與筆，一如胡公壽的肖像般給予畫中人一個清楚的文人

流行的格套。如果回到前述的命題：在傳統網絡

身分，任伯年還特別強調其寬闊肩膀的挺立形象，進一步給予高邕一種幾乎是對抗現實的英

崩解的十九世紀末大城市上海，一個籍籍無名的底

雄氣質。因此，這兩張畫中，縱使有一股對文人賣文為生的自嘲，（注六十）但呈現的還是一

層秀才如何成為一個被認可的藝術家？除了像任伯

個自嘲翻轉下極度正面與自我褒揚的形象。換句話說，對明清以來以文人身分自我投射的畫

年以寫像術、吳昌碩以篆刻術打入藝壇，成為主流

家們而言，賣畫是一種不能言說而細緻的社會操作，然而透過自我嘲弄後，畫家不得不賣文

藝術家的朋友外，考慮到肖像畫在此時所具有的公

為生之窘境似乎不再是一項禁忌，反而變成一個在笑聲過程中被接納了的事實，而這樣的笑

眾性與影響力，制式藝術家形象格套的採用，也許

聲所指涉的是雙面的。由於並不是所

並不一定存在如Vinograd所暗示的負面意義，也未

有的畫家對於賣畫都必須經歷如此的

必反映吳昌碩與任伯年之間純粹商業化的關係。即

心境曲折，例如對底層的職業或工坊

選取為社會所認可的主流藝術家造型作為一個角

畫家來說，以勞力交換金錢乃天經地

色（persona）來呈現，也許就如同現代職場新鮮

義之事，然而，當賣畫變成一項必須

人的第一套西裝一樣，以形象連接認同，對於以

自我解嘲的隱晦之事時，這就意味著

新人之姿準備進軍上海或甫定居上海的吳昌碩而

此畫家的身分或認同，是不以金錢交

言，“像”藝術家本身，恰恰成為被認可為藝術

易為目的的文人，因此，笑聲不再祇

家的第一步。

是為了削減賣畫的尷尬，同時也是標
榜畫家的文人認同，更是觀者在此現

《酸寒尉圖》：最後的文人形象
如果說前述任伯年所作的吳昌碩肖像，多是
以任伯年的新寫實風格移植被認可的藝術家形象，
那麼一八八八年八月所作的《酸寒尉圖》就顯得非
常特別。大概是為了傳達吳昌碩自題中“達官處堂
皇，小吏走炎暑。束帶趨轅門，三伏汗如雨”揮汗
【圖二十一】《肖像畫》（局部），任伯

如雨的形象， （注五十六）任伯年特別以水墨淋漓的沒

年，中國美術館藏。

骨畫法來呈現一個幾乎要溶化的笨拙身軀。圖中，

實與扮裝的戲劇性差異中所享受之視
覺娛樂性的抒發。就畫面看來也是如
此，胡公壽與高邕之乞丐形象，就彷
彿雍正《行樂圖》冊 【圖二十四】 般的扮
裝，雍正在畫中可以是正在賞花的漢
文人，也可以是江邊垂釣的漁夫等，
但不管化身為任何身分，其都面貌整
潔、衣服精緻毫無縫補，即使是漁夫

【圖二十二】《書丐圖》，任伯年， 【圖二十三】《橫雲山民行
一八八七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乞圖》，任伯年，一八六八
年，中央美術學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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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舉為然。唯是七級浮屠，尚賴大功德為之結頂，可否慨借朱提，數唯四百，計完趙璧，
期在三年。倘蒙允我，敬乞五月中旬賜匯滬寓。因急上兌，局促如是……。（注六十三）

此文作者由上指出，吳昌碩所謂的“酸寒尉”，事實上就是作為副縣令的縣丞，而且吳昌碩
並積極集資想進一步加捐知縣。我們不知道吳昌碩是否真的從吳彥復那兒借到四百㙉銀子，
但無疑他最終還是捐了一個縣令。此篇文中並引用翁同龢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二
月七日的日記：“……江蘇試用知縣吳俊卿送詩譜並印譜，似不俗。”（注六十四）也就是說至

少在一八九四年前，吳昌碩就已經取得試用知縣的資格，因而才得以於一八九九年在同里丁
葆元的保舉下，補到江蘇安東縣縣令。（注六十五）既然吳昌碩一八九四年還是個試用知縣，那
1

2

3

【圖二十四】《雍正行樂圖》冊，佚名，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麼一八八八年任伯年作《酸寒尉圖》時，他應該還僅是個縣丞。

即使祇是個縣丞或縣令的小官，吳昌碩本人或上海的藝文界顯然都對吳氏之功名非常重
視。翻開《申報》，其對晚晴時期吳昌碩的稱謂，從來不是書家、金石家或畫家，而是“江

的斗笠也都光潔無垢。畫家透過細節彰顯出像主身分與其畫面描繪角色的不一致性，不吝讓

蘇候補縣吳昌碩明府”，（注六十六）或是“義渡局委員吳昌碩明府”等，（注六十七）一直要到辛亥

觀者知道在現實上他們仍各是尊貴的帝王之身、或脫乎塵世的文人。亦即，這是一場扮裝，

革命以後，才能見到沒有稱謂的“吳昌碩”三字出現在藝文相關報導中，例如一九一九年與

而非現實的描繪。

王一亭合作潤筆助賑的啟事、（注六十八）一九一九、一九二零年與劉海粟等同被天馬會推舉為

相較之下，吳昌碩的《酸寒尉圖》之所以顯得特別，在於任伯年並沒有在畫中留下任

美展作品審查委員等。（注六十九）至於“畫家吳昌碩”稱謂的出現，甚至要晚到一九二零年代

何縫隙，供人窺看畫中主人之現實身分與扮裝角色間的差異，可以說，畫家在描繪吳昌碩官

以後才漸形普遍。（注七十）圖像本身也顯示吳昌碩的官階所受到的重視，《酸寒尉圖》中的吳

服裝的可笑形象時，並無意讓觀者視其為扮裝，而是意圖呈現其為吳昌碩現實生活的寫照，

昌碩雖然如其序文中所言“厥狀可哂”，然而相對於拱手內縮的身體姿態，其官帽上的頂戴

這也就是為何吳昌碩在題詩中還特別提到與其相識的朋友看到這幅畫，會馬上指著說：“此

卻顯得異常巨大而顯著，此點祇要稍加比較《點石齋畫報》【圖二十五】中如何描繪與吳昌碩一

吳苦鐵也”。究竟吳昌碩為何要如此自揭鄙態？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過秀才的吳昌

樣的低階官員就可以了解。（注七十一）縣丞之官階，一般位於正七品至正九品之間，（注七十二）根

碩，即使在其墓誌銘、行述、或兒孫的回憶錄、甚至自己的詩詞中，都以“倦意進取”為其

據《皇朝禮器圖式》的規範，當時官員夏季一般服冠，正七品為冠頂用素金，八品為鏤花金

形象之寫照，（注六十一）但他事實上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都沒有放棄過追求仕進。

座上銜花金，九品則是鏤花金座上銜花銀。考慮到任伯年繪畫對現實的掌握，即使此為水墨

幾乎所有吳昌碩的傳記資料都提到，其壯年時曾在江蘇擔任“佐貳”小官，後來更以

而非工筆畫，可能省略金銀顏色的使用，但是畫中對於帽頂上所繫紅纓之光滑圓形頂珠的描

此補安東縣令，然而一月即謝去。吳昌碩何時任“佐貳”小官，又是甚麼性質的官位？“佐
貳”根據《大漢和辭典》的解釋：“府州縣幫辦官之總名，即佐、助、貳、副也”，（注六十二）
也就是說這應該是一個縣令的輔佐官，有可能是通判、同知、州同、縣丞、主簿等。值得注
意的是，早期一篇收在《中華藝林叢論》的文章《吳昌碩與酸寒尉》中，引用了一封吳昌碩
寫給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的兒子、也就是吳昌碩篆刻的收藏者吳彥復的信札，內文如下：
……弟碌碌無可短長，以酸寒尉終身，即亦已矣。乃不自知其酸寒，而人視之者代
為酸寒，二三知己竭力慫恿，勸以加捐縣令。蓋弟捐有縣丞，且樂為之助，現集款已至
千五百之譜。查縣丞捐升知縣，須實銀二千五百餘㙉，刻託徐子靜觀察，由廈門砲臺捐
上兌，再打八三折（每百両祇需八十三㙉），祇須實銀㙉千有奇。夙蒙雅愛，當亦以此

【圖二十五】〈勳舊殊榮〉，《點石齋畫報》，
第八回，甲九集，頁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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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皇朝禮器圖式》，卷五，九十六上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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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不但與《皇朝禮器圖式》中正七品者如出一轍【圖二十六】，（注七十三）且其加大的比例與位

來表現文人仕隱的掙扎，不但在上海畫壇中可說非但獨樹一幟，即使在中國畫史中也史無

於畫面中心的位置，似乎都在強調此時吳昌碩之官職，已是縣丞最高階的正七品。

前例。吳昌碩自己似乎對這個他一手建立的酸寒尉文人形象有著很深的認同，在很多詩中都

縣丞的官階雖然位於整個官僚體系中的底層，但是否真如吳昌碩所言之卑微？考慮當

一再地重複提到。（注七十五）即使到他死前的那一年，在題王一亭為他所畫的肖像畫時，第一

時上海的時空背景，若以家富收藏、曾經於一九零九年號召成立上海豫園書畫善會、在上海

句話開頭依然是“是酸寒尉，是鄉阿姐。少壯及老，果何為者？”。（注七十六）生命已經走到

藝壇中頗有聲望的高邕（1850－1921）為例，其官職也不過是江蘇縣丞。另外，《點石齋叢

盡頭，他到底是小時候族中父老所呼之“鄉阿姐”？（注七十七）還是他自我創造出來的“酸寒

畫》中一則標題為“不堪回首”的報導，內容是描述一位原為“佐貳”、後來卻淪落為人力

尉”？吳昌碩回顧自己少壯及老一路的努力，他從一位默默無名的窮秀才化身為上海最受尊

車伕者的故事，其文本的第一句話就是：“佐貳雜職本是朝廷不甚愛惜之官，然自其本身視

敬的文人畫家，此時的他，自稱“書畫篆刻，在古人下”，（注七十八）雖然毫無疑問地已經達

之則固儼然一命之榮，不與齊民為伍矣”，（注七十四）顯示了佐貳即使是朝廷中不受重視的小

到近四十年前所設“名留書畫上，丹篆粲龍虎”之目標，但是他最關切的還是這個他一手創

官，其在上海行走卻仍有高人一等之感。這些現象也頗符合《海上花》與《九尾龜》等當代

造出來且幫助他到達此獨一無二地位的“酸寒尉”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的瓦解，使得

上海小說中的描述，亦即在上海這個失去秩序的華洋雜處世界中，虛幻的官職或文人身分，

此回應中國古老文人命題的《酸寒尉圖》成了一個永遠無法再被複製的最後文人形象，而作

一方面雖顯得不合時宜，另一方面卻又令人趨之若鶩。

為像主的吳昌碩也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最後一位有著舊時代標記的文人畫家。

將《酸寒尉圖》放在上述的脈絡中，則現實、圖像、與文字不啻交織成一個具有非常複
雜修辭層次的網絡。就圖像而言，雖然任伯年將吳昌碩描寫成一個隨時聽候差遣狀的卑微小

餘論

官，似乎卑微地無法翻轉，但是透過誇大標明其官第的頂珠，卻點出了在現實層面上，吳昌

甚麼是文人畫家？如何成為一位職業的文人畫家？前者像是一個不可能有明確解答的

碩所自稱的“酸寒尉”在上海不僅既不卑微，也不酸寒。尤其這張畫成畫於吳昌碩在上海自

問題，後者則像是一個有修辭謬誤的提問，因為即使無法清楚定義什麼是“文人畫”或“文

我介紹的關鍵時刻，當時的吳昌碩就像楊峴於畫上所題：“尉乎去年饑看天（君去年繪《饑

人畫家”，（注七十九）至少在表面言說層次上，一般都認為業餘性所確保的獨立創作精神是要

看天圖》），今年又樹酸寒幟”，頻繁地以肖像畫大樹旗幟，自我標榜，而此畫所樹的旗幟
正是吳氏有別於大部分在此賣畫畫家的不同出身，那就是他到底還是一個有功名與官職的傳
統文人。而在吳昌碩針對此圖所作的文字，吳昌碩一方面以“問言見何事？欲答防齟齬。自
知酸寒態，恐觸大府怒。怵惕強支吾，垂手身傴僂”，自述其在官場中的窘境，然而面對此
官階上的微不足道，他卻心懷大志地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名留書畫上，丹篆粲龍虎”。而這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藝壇是“逐眾強奔馳”，即使他謹守分際“低頭讓儕伍”，還是
感嘆“如何反招妒，攻擊劇刀弩？”，顯示了他在上海所面臨到的強烈競爭。簡而言之，吳
昌碩《酸寒尉圖》以視覺上極為新潮的技法，既幽默且具像地呈現吳昌碩這輩文人所面臨的
難題，圖中鋪陳了一個在官場上也許卑微，但在現實上卻不吝展現其官職、全新的行走上海
之文人藝術家形象。相較於此，其自書文字上展現的則是強烈地以書畫留名青史的意圖，然
而面對自己強烈的企圖心，卻又強調自己是“低頭讓儕伍”，回到畫面中拱手曲身退縮的酸
寒尉形象。其中圖像、題跋與自書文字間的修辭配合，可謂非常巧妙而層次豐富。
在這個幾乎所有畫家都可以以文人之姿行世，卻不是所有畫家都有資格自稱“酸寒
尉”的時代，吳昌碩以此謙說卑微但卻真實的經歷自我標榜，觸碰的是傳統文人最古老的
大命題，亦即“仕與隱”。而如此的吳昌碩形象，不再是簡單地採用一個傳統文人肖像的

件之一，因此文人畫家又如何可以是一種職業？雖然文人畫家著名如文徵明、唐寅等都有以
繪畫換取某種生活資源的職業性行為，而很多時候文人畫家的作品也不免是某種人際關係下
的產物，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十九世紀下半的上海，畫家普遍且公開地訂製畫價並公布
在報紙上、組織各種近乎職業團體的畫會、並且以畫作進行募款、賑災等集體行動，在這樣
繪畫逐漸變成一個專業營生的歷史情境下，標榜文人認同的畫家也從不避諱純粹為商業交易
而作畫的事實，因此這兩者看似衝突的身分如何並存呢？吳昌碩的例子顯示，在十九世紀下
半要變成一個被認可的藝術家，除了作品的卓越外，社會網絡與形象在其中扮演非常關鍵的
位置，而此時的畫家，例如吳昌碩、胡遠、高邕等，也都比其他時代的藝術家，更有意識地
操作媒體與建置形象，因此，文人畫家不再是由實質的社會身分、繪畫風格、或隱晦的交易
模式等來定義，而往往是由畫家採取何種位置來形象自己且被其觀眾所認識來決定。這也就
可以理解為何肖像畫在此時如此受到歡迎，其變成形象畫家的重要場域，同樣也就可以理解
為何吳昌碩終其一生都念念不忘其一手所創製的酸寒尉形象。我們可以說吳昌碩的個案對我
們觀察近代繪畫如何由傳統文人業餘性的操作轉化成一種專業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而本
文僅僅祇是一個開端。

格套，而是透過圖像與詩文呈現在表面官服形象所代表的“仕”與詩文透露的書畫宏圖所欲
追求的“隱”之間的拉扯，使其與古典的文人命運有了最真實的連接，而以如此具體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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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
原為吳昌碩家藏，現藏地不詳，曾載於民國吳昌碩珂羅版大畫冊《缶廬老人詩書畫第一集》，見丁羲元，
頁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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