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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原祁與清宮繪畫
清王朝對明代的征服，是文化落後的遊牧民族在武力上對先進文明的征服。滿族是一個
英勇善戰的馬背上的民族。早在兩千年前生活在長白山以北、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一帶
地區。滿族的直系祖先原稱“黑水鞠”，後發展為“女真”。（註一）十七世紀，滿族建立清
朝，統一全國。廢除“女真”舊稱，定族名為“滿州”，建國後通稱為“滿族”。清朝建國
之初，幾乎承襲了明朝全部封建法制和政治制度，並積極利用現有的先進文化，為自身的統
治服務。同樣對於御用畫院的建立，也是參考前代畫院的經驗，並結合自身需要加以改變吸
收，形成自己特有的體制。在繪畫領域，滿洲繪畫藝術發展水平遠遜於漢人，因此，利用現
有的先進的中原文化來加強自身統治，亦成為清朝統治階級的首選。以王原祁為首的“婁東
畫派”得到了清朝統治者的青睞。
清統治者在繪畫領域選擇了以王時敏、王原祁為首的“婁東畫派”。身為士大夫階層的
王原祁，與清朝統治者接觸密切。王原祁出身於明朝世宦之家，在清代經科考入仕，一路官
運亨通，官至戶部左侍郎、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講官，入直南書房，陪侍康熙帝講讀經
史，服侍左右。張庚《國朝畫徵錄》載：“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王原祁）為供奉，即命
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賜詩有‘畫圖留與人看’句，公鐫石為印章，紀恩也。”
王原祁將“御賜畫圖留與人看”刻印，並常常鈐於畫上，表明王氏對皇帝的賞賜倍感榮耀。
作為漢族知識分子代表的王原祁，在清朝為官，在政治上為統治者服務，在文化藝術上亦是
中原文化最直接的傳播者。作為經筵講官，王原祁為清帝侍讀經史，傳播中華文明正統思想
的同時，亦將自身思想和藝術理念在清統治階級傳播開來。因此，婁東畫派受到清宮青睞，
有其優越的身份和地位優勢。
在美術領域，王原祁宣稱“南宗正派”為中國山水畫派正宗，自認為是“南宗正派”的
繼承人。在政治領域，清朝統治者極力標榜自身是中華民族正統皇位繼承者。二者在出發點

的民族矛盾，爭取漢族地主階層和知識分子的支持與擁護，以此來鞏固加強清帝國的封建統
治。（註二）受董其昌影響，王時敏視“南宗”為畫脈正宗，其餘皆旁門左道。王時敏《西廬
畫跋》曰：“唐宋以後，畫家正脈自元季四大家、趙承旨外，吾吳沈、文、唐、仇，以暨董
文敏，雖用筆各殊，皆刻意師古，實同鼻孔出氣。邇來畫道衰熸，古法漸湮，人多自出新意，
謬種流傳，遂至衰詭不可救挽。”（註三）王原祁受祖父敎誨，更是亦步亦趨，尊聽敎導。王
原祁《麓臺題畫稿》曰：“余弱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於子久為專師，
今五十年矣。……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於此卷發之。”（註四）王原祁反復臨摹黃公望的
畫作，自詡臨寫黃公望畫作頗有心得，儼然成為畫史“正宗法派”的捍衛者和嫡傳繼承人。
這正與清王朝企圖表明大清帝國是中國正統文化的繼承者，同時也是正統的皇位繼承者的政
治目的一致。因此，清朝統治者利用以王原祁為首的“婁東畫派”為清宮服務，除了利用王
氏的社會關係拉攏漢族知識份子為其服務之外，亦是通過其加強在文化藝術領域的統治。
王原祁倚仗清朝統治階級，捍衛婁東畫派的正統地位，二者為相互依存的關係。其表現
為王氏對民間畫派的不屑一顧與貶斥。在文化藝術領域，與清宮大力推舉的王原祁“南宗正
派”相對的是，“四僧”、“金陵八家”等民間張揚個性和注重對現實描繪的藝術群體的湧
現。王原祁對於這一藝術群體，可謂嗤之以鼻，惡評如：“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為
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贗本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
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註五）王原祁對這些民間藝術群體的貶斥，
實質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對婁東畫派至尊地位的捍衛。在這一捍衛的過程中，王原祁將
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論”演變為“南宗正派”論，逐漸適應清朝統治階級的需要。

王原祁“南宗正派”論與繪畫實踐
一. 王原祁“南宗正派”論

上有相似之處。清朝立國之初，滿族統治者極力標榜自己為中華民族之正脈，加強對漢族及

董其昌“南北宗”論褒南貶北，不含有地域色彩。但在繪畫實踐上，董氏則更傾向於董

各族人民的統治。康熙執政期間曾經六次巡視江南。除了巡視督查黃河水患之外，他在路經

巨南方山水派。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曰 :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僧巨然、李

山東時，特意去參拜了孔廟；到達浙江時，專程去拜了大禹陵；在每次到達南京時，都去祭

成、範寬為嫡子。”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曰：“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

祀明太祖朱元璋的墓，發表祭祀文告，還舉行隆重的三拜九叩大禮，企圖表明大清帝國亦是

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

中國正統文化的繼承者，同時也是正統的皇位繼承者。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消除滿、漢之間

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荊関、郭忠恕、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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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

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刼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註十二）董其

在理論上，董其昌認為人無南北之分，南宗自摩詰始，之後荊関北方山水派、董巨南

昌將仇英專注刻苦作畫的方式比作佛敎修行中的“漸修”，對此多有貶低之意。董氏認為，

（註六）

方山水派皆得其傳。由於生活環境等原因，董氏在繪畫實踐上多臨倣董巨南方山水派。

雖然通過這一途徑最終亦可修成正果，然與董巨米“一超直入如來地”的“頓悟”法不可相

王原祁將董氏倡導的“南宗”演變為“南宗正派”。王時敏尊崇董其昌“南北宗” 論，

提並論。同時，董其昌對趙孟頫頗有微詞，將其與仇英並稱。他《畫禪室隨筆》中稱：“仇

並傳授予王原祁。王時敏在《西廬畫跋》中說：“昔董文敏嘗為余言：子久畫冠元四家，得

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

其斷楮殘縑，不啻吉光片羽，而生平所最合作，尤莫如《富春山卷》，蓋以神韻超軼，體備

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董氏指出審美格調的高低，乃在於人品、胸次。這與

眾法，又能脫化渾融，不落筆墨蹊徑，非人所企及。”（註七）王原祁在題畫呈八叔中說：“畫

“元時惟趙文敏、高彥敬，餘皆隱於山林，稱逸士。”（註十三）很有關係。

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

王原祁提出“南宗正派”論，將趙孟頫抬高到與董巨米並列的地位。他說：“元季趙吳興，

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創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

發藻麗於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於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為一家眷屬。”（註十四）王原

驚心炫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徑庭矣。元季趙吳興，

祁在清朝為官，與趙孟頫在元代出仕的生存狀態有某些相似之處。王原祁自題《倣梅道人》

發藻麗於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於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為一家眷屬。以後黃、

曰：“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為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隳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

王、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米之傳，

表我之真樂矣。餘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蕭寺。篝燈揮灑，

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父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並寫四家大意彙為一軸，以作證明。”

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憶古人得意處，放筆為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

可見，與董氏“南北宗論”不同，王原祁所說的“南宗正派”已帶有地域色彩，專指

知東方之既白矣。”（註十五）王原祁自題《山中早春圖軸》曰：“余冬春之交日在直廬，無暇

（註八）

以董巨黃為代表的南方山水派。

為人作畫。今奉扈從先行之命，途中至山間宿處，頗有會心處，點染後陸續而成，忽半載矣。

王原祁的“南宗正派”將董其昌“南北宗”論的禪釋內核演變為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儒家

（題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註十六）單國強先生指出：“王原祁‘己丑九月之杪，寒風

思想。這一演變的過程是“去禪易儒”的過程。王原祁說：“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

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岩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清

顏也。”（註九）這種用儒家思想解釋“南宗正派”的方法，顯然與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論”

署公冗，久疏筆硯。今將入直，興複不淺，作《秋山圖》寫意。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

南轅北轍了。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清朝在思想文化政策上，採取懷柔的民族文

境不同，而心跡則一。’原來，山林閑興寫意與內廷奉旨作畫，所要抒發的心跡是一樣的，

化政策。對於漢族士人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嚴禁知識分子議論朝政；另一方面又利用儒家思

都屬‘學士之高懷’、‘騷人之離思’，文人畫的審美意趣已達到朝野皆宜的程度，這與其

想，大力扶持宋明理學，企圖以理學立國，竭力表彰理學名臣，來拉攏利誘漢族士子文人為

說是宮廷趣味在提高，不如說是文人畫格在降低。”（註十七）王原祁對趙孟頫的認可，除了對

清廷服務。在朝為官的王原祁，為了迎合清朝統治者的需要，必然響應號召，以理學為本。

其藝術的肯定外，似乎也是對其自身處境的一種開脫，亦是對在清朝為官的漢族士人的肯定。

其二，明代統治者利用宗敎統治國家，王陽明心學的出現調和了儒、釋的鴻溝。這一思潮亦
波及到當時的美術領域。其中，如像董其昌這樣的美術史上的大家，亦在美術理論、美學理
念，甚至生活方式上受到時代學風的影響。時至晚明，陽明心學以至整個宋明理學日見衰微，
思想學術界出現了對理學的評判，實學風潮日趨高漲。（註十）被譽為清朝“開國儒師”的顧
炎武，順應學術自身發展的大趨勢，以總結明亡的歷史敎訓為出發點，批判宋明理學，其鋒
芒直指陽明心學。他明確指出“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的觀點。開啟了清初實學的新風
尚。（註十一） 這也為王原祁的“南宗正派”論注入儒家思想提供了大的學術背景。
在美術理論上，婁東畫派視董其昌的“南北宗論”為金針，但是，儒學內核的“南宗正
派”論必然與董氏所倡導的“一超直入如來地”的“頓悟”法漸行漸遠。董其昌說：“實父
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駢闐之聲，宛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

二. 王原祁繪畫的“寫實”功力
在繪畫實踐上，王原祁常以臨摹為能事。在朝為官，僅僅摹古，顯然滿足不了清帝的需
要。王原祁擅長摹古，寫生作品鮮見。上海博物館藏王原祁《滄浪亭詩畫卷》（圖一），則是
王氏少有的寫實精品圖卷。圖上作者自題“康熙戊寅（1698 年）長夏寫滄浪亭圖意。麓臺。”
圖後自題詩句讚美滄浪亭，款署曰：“賦題長句四律敬呈牧翁老祖臺世先生敎正。婁水王原
祁拜槁。”滄浪亭位於蘇州城南，始建於北宋，是文人蘇舜欽的私人花園。清康熙三十五年
（1696 年）巡撫宋犖（字牧仲，書畫鑑藏家。）重建此園，把傍水亭子移建於山巔。王原
祁將此圖敬呈宋犖，以表對其重修滄浪亭的歌頌讚美之意。此圖以山林為主體，山上植被繁
茂，亭子佇立山頂，旁邊建築若隱若現。山下四周以一泓清水貫穿，山水間以一條曲折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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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不難看出“奉敕恭畫”之“恭”字，與董氏倡導的“一超直入如來地”的文人畫已不
可相提並論了。康熙南巡五次到杭州遊覽，並為南宋時形成的“西湖十景”題字，地方官為
題字建亭立碑，使“雙峰插雲”、“平湖秋月”等未定點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觀賞位置。由
此可見，清代皇家對西湖的喜愛之情。此圖當為一七零五年至一七零八年前後，時任翰林院
侍讀學士的王原祁奉敕而作。

唐岱的“正派”論與繪畫創作
一. 唐岱的“正派”論
王原祁標榜的“南宗正派”論在滿族貴族及清
宮中產生深遠影響，造就出一批為清朝統治階級服
務的畫家。如唐岱、董邦達、張宗蒼等人。如果說，
清宮利用王原祁的繪畫才能為其服務，那麼，唐岱
則是王原祁為滿清王朝培養出的第一批滿洲人自己
的畫家。唐岱師從王原祁，將王原祁的畫法與滿洲
人自己的審美喜好及皇家趣味相融合，形成具有滿
洲特色的宮廷繪畫藝術，更直接地為滿清王朝服務，

【圖一】王原祁《滄浪亭圖卷》 上海博物館藏

為清宮貴族所賞識。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
廊相連。遠處城牆蜿蜒，標示出滄浪亭的地理

帝皆對唐岱的繪畫極為推崇。康熙御賜唐岱為“畫

位置。全圖以趙令穰筆意出之，筆致恬淡，氣

狀元”。唐岱更是與時為寶親王的弘曆相交甚好。

象萬千。畫圖雖然寫實，卻精心布局，主次分

寶親王弘曆曾作詩曰：“我愛唐生畫，數作意未已。

明，層次井然。從中可以窺見王原祁不同凡響

時來街市中，買得澄心紙。好靜室閑，為我圖山水。

寫實功力。

著墨濃淡間，萬壑秋風起。水亭跨明波，磴道延步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的《西湖十景圖卷》（圖二）

履。斜陽映天末，咫尺有萬裏。瞑對意彌遙，不獨

為王原祁“臣”字款畫作，作者署款：“日講

披圖是。位置古人中，誰能別彼此。五月朔，寶親

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原祁奉敕恭畫。”

王題。”（註十八）（圖三）弘曆登基即位之後，唐岱亦被

此圖為清宮舊藏，畫幅上鈐有乾隆印章多方。

乾隆帝所寵信，與郎世寧、丁觀鵬等人奉命繪製《圓

是圖與王原祁的其他作品迥異，是在寫生的基

明園全圖》等大型畫作。（註十九）在唐岱七十大壽之

礎上創作完成，圖中西湖周圍的若干景點如：

際，乾隆皇帝題寫“古稀人瑞”四字，並準備專供

大閘口、保叔塔、西泠橋、斷橋殘雪、天馬山、

皇帝使用的“上用緞”四匹等貴重禮品為其賀壽。

南屏山、鳳凰山等均以文字注明。這張畫當是

足見乾隆皇帝對唐岱的賞識和重視程度。（註二十）

畫家隨康熙皇帝南巡中所得。全卷筆墨著力均

【圖二】王原祁《西湖十景圖卷》（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三】唐岱《畫千山落照圖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勻，造型嚴謹寫實，猶如西湖導覽圖。從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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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岱，本姓滿族姓氏“唐括”，後改為漢姓“唐”。（註二十一）他字毓東，號靜巖，生於

上海博物館藏王原祁《倣大癡山水軸》（圖四），

康熙十二年（1673 年），滿洲正藍旗人。沈宗敬在《繪事發微》序中說：“曩從先生閱唐

作者自題：“畫家學董巨從大癡入門為極正之

氏家乘，其先贈光祿公，從戎遼左，有擇主之明，有先登之勇，有死事之烈。先朝特授世

格，以大癡平淡天真不放一分力量而力量具足，

爵，子孫罔替。典至渥也。光祿公丁逆藩之變，出師漢中，力守危城。百二山河，所恃以安

不求一毫姿致而資致橫生，此可為知者道，難

堵無恐者，皆公力也。先生振其家聲，克紹雲臺煙閣之烈。我國家親臣世臣之選，舍先生奚

與俗人言也。余本不善畫，以大癡一家家學師

屬哉？”唐岱本武將出身，其先祖為滿洲王朝的建國曾經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因此，

承有自，間一寫其法，與知音討論。可與語者，

清朝授以唐氏世爵。清朝建國後，又輔佐清帝平定藩亂，功不可沒。唐岱自稱“餘幼賦性疏

近得毓東道契，斯學從此不孤矣。古人有執疑

野，讀書之暇有志畫學。即壯，念先世從龍御侮受恩深重，思及時有所建白。迨兩試不售，

辨難之法，試以此意尋繹之，毓東必有為余啓

身膺武職，從軍塞外。萬裡奔馳而未獲報稱。歸即益潛心此道，今三十餘年矣。”（註二十二）

發者，透網脫穎，余將退舍避之矣。康熙丙戌

唐岱為正宗的滿洲八旗子弟，性情中還保留著遊牧民族疏野粗曠的本性，自幼讀書之餘對繪

冬日婁東王原祁題。”王原祁在自題中所提及

畫頗有興趣。他曾兩次參加八旗科考，均未能中榜，因此從軍塞外。

的毓東道契，就是滿族畫家唐岱。圖上有唐岱

清朝建國初期，滿族統治者希望滿族子弟既能守住滿族國語騎射的祖制，又吸收漢族先

鈐“靜巖秘藏珍賞”朱文方印，可見經其收藏。

進的文化，培養出文韜武略的優秀人才。八旗科舉自順治八年始，起初滿人科舉要求比漢人

從王原祁自題中可知，在藝術理論上二人頗有

科舉簡單許多。滿人科考時斷時續，隨著滿族漢化程度不斷加深，到了康熙二十六年，清政

共 鳴， 王 氏 非 常 器 重 唐 岱， 大 有 相 識 恨 晚 之

府下令恢復八旗科舉，規定八旗“漢人一體應試”，“文事不妨武備，遂為永制”。這意味著，

感。一七零六年，王原祁時年六十五歲，唐岱

滿人科舉不僅要一體使用漢文，而在科目上與漢人無異，“非複前之簡易矣”

。為

三十四歲。面對自己的晚輩，漢文化的愛好者，

了適應科舉制度，滿族統治者開設了許多為滿族八旗子弟專設的學校，如宗室學、八旗官學

武將出身的滿洲八旗子弟，王原祁稱“毓東必

等，在學校裏八旗子弟既習滿漢文化知識，又習騎射。然而，在政局相對穩定的年代裏，許

有為余啓發者”、“余將退舍避之矣”，言辭

多滿族子弟逐漸開始重文輕武，以舉業為重，走上了科舉道路。唐岱也是其中的一員，試圖

間除了自謙之語意外，似乎還有吹捧奉承之嫌。

（註二十三）

唐岱將王原祁的“南宗正派”論演變為“正

通過參加八旗科考而走上學而優則仕的科舉道路。康熙年間規定：滿族子弟參加科舉考試的
比例為二十中一。

（註二十四）

因此，想通過科舉而走上仕途絕非易事，唐岱學習漢族文化，但

【圖四】王原祁《倣大癡山水軸》 上海博物館藏

派”論。王原祁的學生唐岱直言不諱的說：“畫

兩次應試均以落榜告終。這不僅說明滿族科舉競爭力激烈，同時，唐岱與漢族士子文人的文

有正派須得正傳，不得其傳，雖步趨古法，難以名世也。何謂正傳，如道統自孔孟，後遞衍於

化水平還有一定的距離。這對唐岱對於文人畫的理解與學習上，勢必產生一定的影響。

廣川昌黎，至宋有周程、張朱統、緒大明。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文清、胡敬齋、王陽明皆嫡嗣也。

雖然唐岱科舉失利，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其走上仕途之路。滿族統治者更重視的是從滿族

畫學亦然。……傳曰：畫者，成敎化，明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註二十六）唐

尚武習俗的角度來制定選官方式。清朝對八旗子弟的敎育始終是：專重騎射，不以文事爭能。

岱將畫學正脈比之孔孟儒學正統思想。如果說，王原祁提倡的“南宗正脈”是“內儒外釋”，

如康熙時滿洲著名詞人納蘭性德，雖進士出身，卻僅得乾清門侍衛之任。（註二十五）因此，唐

那麼唐岱的“正派”論則已經演變成徹頭徹尾的為宮廷服務的文藝理論。唐岱“聖賢之遊藝，

岱的科舉之路雖然並不順暢，但是唐岱重操祖業，身膺武職，從軍塞外，歸來數年間就升遷

與夫高人逸士，寄情煙霞泉石間。或軒冕巨公，不得自適於林泉，而托興筆墨以當臥遊，皆

至內務府總管，官至正二品，這是漢人及科舉出身的滿族人所無法企及的。

在所不廢。”（註二十七）繪畫目的即為軒冕巨公臥遊山水而作。雍正十一年，弘曆題唐岱《秋

由上文可知，唐岱出身於滿族武將世家，是一個對漢文化尤其是繪畫藝術感興趣的八旗

山不老圖卷》曰：“唐子胸中有廬霍，為余一寫秋山狀。毫端氣韻擅蕭疏，丘壑縱橫費心匠。

子弟。他的身上依舊流淌著滿人粗獷豪放的血液，保持著尚武的習性。由於滿洲統治階級對

遠峰螺髻翠欲滴，飛龍直下噴銀浪。招提想像晚鐘鳴，森列松杉作屏障。我聞山水貴可居，

滿族尚武祖制的維護，唐岱最終可以繞過漢人的科舉制度，以武將出身而躋身於文人士大夫

臥遊亦足娛清曠。展對蕭齋秋意深，拂拂金風來幾上。寶親王題。”（註二十八）從弘曆題詩可知，

階層，與時任翰林院侍講學士的王原祁相遇。

唐岱為其繪製圖畫，使弘曆感受到可遊可居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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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岱發揚荊関北方山水派，與董其昌、王時敏、王原祁推崇的董巨黃南方山水派有別。

畫風中的糟粕部分，進而發展為帶水斧劈皴之一路畫風，後人認為南宋四家為北宗嫡傳，因

早在公元十二世紀，滿族人建立了與南宋政權對峙的金朝，在文化藝術領域，金代直接

而貶斥李將軍的北宗，是對其不公正的評價。在論及畫家品格上，唐岱認為李思訓與李成、

乘北宋餘緒，山水畫繼承了漢人北方山水畫派的傳統，並結合本民族特色，使其不斷發展。

倪瓚、黃公望可並稱“此皆志節高邁放達不羈之士，故畫入神品。”同時將李將軍父子與米

如：宮廷秘書監下設有書畫局，相當於北宋文思院。同時，宮廷中講求書畫名跡的搜藏，以

芾父子、郭熙父子相提並論。（註三十二）

所獲汴梁宣和內府名作為基礎，還從民間徵集，不斷充實。在山水畫方面，金代師承北宋范
寬、郭熙諸大家，沿習北方山水畫的傳統。既與董、巨的南方風貌不同，又與南宋李唐、馬、
夏異趣。如美國佛利爾藝術博物館庋藏的李山《風雪杉松圖卷》，北方風格尤為突出，《墨

二. 唐岱的繪畫創作
在繪畫創作上，唐岱的繪畫繼承了北方畫派大山大水的構圖形式，輪廓清晰，線描遒

緣彙觀》謂之：“水墨雪景，氣韻渾成，得荊範遺意。山多直峰……其樹石水口用筆若不經

勁。同時，其畫風又融合了南方山水派的特點，山體多用苔點表現茂密的植被。唐岱臨倣

意，縱橫有筆法，沙汀得淡遠之致。”卷後有同時人王庭筠、王萬慶題句。

過許多北方山水派的畫作，如《倣李成山水軸》（乾隆八年）、《倣範寬山水軸》（乾隆

（註二十九）

在唐岱看來，凡是適於滿族宮廷審美的藝術形式皆可拿來。滿族發源於北方，滿族人對
北方山水的熟悉和喜愛，自然是不言而喻。滿族人唐岱在王原祁的

八年）、《唐岱倣郭熙山水》等。同時唐岱喜繪雪景，如《谿山雪霽圖卷》，乾隆帝題詩

誨之下尊崇董巨黃南方

贊譽曰：“熏風釀暑吹楹欄，黃沉綠浮堆冰盤。揮扇那能卻炎氣，淋漓梅潤蒸齊紈。忽展

山水派的同時，又從本民族風俗習慣出發，不斷地加入自己的主張和觀點，繼承和發揚了北

谿山雪霽圖，文筵六月三冬寒。玉屏瓊樹數千里，中有村舍非人間。凍峽掛珠流不得，魚

方山水派的傳統。與王原祁“南宗正脈”極力推崇董巨南方山水派不同，唐岱繼董其昌“南

磯倣佛富春灘。唐岱筆法老尤勁，鼻祖摩詰追範寬。試供病渴人清覽，何須熱惱愁長安。

北宗論”之後，再次將荊関北派山水與董巨南方山水派在藝術理論上並置。唐岱曰：“唐李

乾隆壬戌夏日御題，臣梁詩正敬書。”（註三十三）題中顯示滿族皇帝不適應酷熱的夏季，無論

思訓、王維始分宗派，摩詰用渲淡開後世法門。至董北苑則墨法全備。荊浩、關仝、李成、

是揮扇還是用冰塊降溫都收效甚微。展卷觀看唐岱《谿山雪霽圖卷》，頓感寒氣逼人，猶

範寬、巨然、郭熙輩皆稱畫中賢聖。至南宋院畫刻畫工巧，金碧輝煌，始失畫家天趣。其間

如一劑解暑的良藥。其中，“魚磯倣佛富春灘”一

如李唐、馬遠下筆縱橫、淋漓揮灑、另開戶牖。至明戴文進、吳小仙、謝世臣皆宗之。雖得

句，顯示了唐岱受到王原祁畫風和理論的影響，將

一體。究於古人背馳，非山水中正派。此亦如莊列申韓諸子雖各著書，名家可同魯論鄒孟耶？

北派山水與南方山水派畫風相融合的特點。

元時諸子遙接董巨衣缽，黃公望、王蒙、吳鎮、趙孟頫皆得北苑正傳，為元大家。高克恭、

唐岱繪畫風格工致規矩，帶有裝飾意味。唐岱論

倪元鎮、曹知白、方方壺雖稱逸品，其實一家之眷屬也。明董思白衍其法派，畫之正傳於焉

及筆法和著色時說：“存心要恭，落筆要鬆。存心不恭

未墜。我朝吳下三王繼之。余師麓臺先生家學師承淵源有自。出入蹂躪於子久之堂奧者有年，

則下筆散漫格法不具。落筆不鬆則無生動氣勢。以恭寫

每至下筆得意時恒有超越其先人之嘆。近日同學諸子各具所長探討六法深究三昧為之別白其

鬆，以鬆應恭，始得收放用筆之訣也。”“著色：山有

源流如此。未知將來誰拔赤幟也。”（註三十）可見，唐岱明確指出其師王原祁遠宗王維，遙

四時之色風雨晦明變更不一，非著色無以象其貌。……

接董巨、元四家一路。同時將北方山水派荊浩、關仝、李成、範寬、郭熙，與南方山水派巨

要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能參墨色之微則山水之裝飾無

然並稱畫中賢聖。

不備矣。”（註三十四）顯示了唐岱為清朝統治階級作畫，

在對北宗的評論上，可以看出唐岱主張對李將軍的繪畫技法是有保留地吸取。談到皴法

畢恭畢敬的作畫狀態與適於宮廷裝飾趣味的審美趨向。

時，唐岱說：“李思訓用點攢簇而成皴，下筆首重尾輕形似丁頭為小斧斫皴也。王維亦用點

故宮博物院藏《晴巒春靄圖軸》（圖五）自題“晴

攢簇而成皴，下筆均直形似稻榖為雨雪皴也又謂之雨點皴。二人始創其法厥派遂分。李將軍

巒春靄，乾隆六年霜降倣黃公望。臣唐岱恭畫。”

為北宗，王右丞為南宗。荊關李范宋諸名家皴染多在二子之間。惟董北苑用王右丞渲淡法下

自稱倣黃公望，實為具有自己面貌。是圖以闊筆畫

筆均直以點縱長變為披麻皴。巨然繼之，開元諸子法門。至南宋劉松年畫石少得李將軍之糟

崇山疊嶂，靄橫晴巒。山石用乾筆皴擦，濃墨橫點，

粕。李唐近之。夏圭馬遠一變其法，用側筆皴以至臥，用筆帶水搜謂之帶水斧斫。訛為北宗，

富有層次感和立體感。用筆沉厚，境界深遠。

實非李將軍之肖子也。”（註三十一）可見，唐岱認為宋代諸名家皴染技法皆出自李將軍和王右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唐岱、郎世寧合作《松鶴圖

丞之間，得二家之精華。董巨獨得王維技法，開元諸子畫風之先河。南宋四家承襲了李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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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唐岱《晴巒春靄圖軸》 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軸》 （圖六），款署“臣唐岱恭畫石”、“臣郎世寧

註釋：

恭畫松鶴”鈐“臣岱”朱文方印、“臣世甯”朱文

註一： 滿族曾在歷史上創立三個重要的國家：渤海國、與南宋對峙的大金國、統一全國的大清國。

方印。另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印。此圖工筆

註二： 《中國宮廷繪畫史》華彬著，遼寧美術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冊印刷。

設色繪松石雙鶴。郎世寧畫松鶴，唐岱補繪巨石。

註四： 《四王畫論輯註》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84

一對丹頂鶴圍繞松根追逐，神態生動。郎世寧西洋
繪畫技法，結合中國繪畫的傳統筆墨，講究透視關

註三： 《四王畫論輯註》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28-29
註五：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四王畫論輯注》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66
註六： 《四庫全書》電子版。
註七： 《四王畫論輯註》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26

系，注重物象的立體感，光線明暗十分強烈。唐岱

註八： 《四王畫論輯註》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07-108

繪巨石，挺立於蒼松之後，參學西洋之法，巨石陰

註九： 《四王畫論輯註》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01

暗面用濃重的墨筆渲染，受光面皴擦不甚明顯，以
明麗的色彩點染出高光面，得到凹凸立體之感，與

註十： 劉宗周、黃道周等學者提倡“格物致知”，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明末學者錢謙益更是指出“離經而講道”
的弊端。以張溥為代表的複社名士，積極 “興復古學”，表明實學風潮已在儒學內部長期醞釀。
註十一： 顧炎武批判陽明心學，開有清以來實學之風氣。顧氏揭露了心學“內釋外儒”的本質，認為古代理學的本
來面目即是樸實的經學。在顧氏看來，不惟陸王心學，而且程朱理學亦不免流於禪釋。顧氏的學術思想，

松鶴融為一體。此圖為十八世紀東西方藝術家合作

引起了乾嘉學者的普遍共鳴，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高踞廟堂的理學，遭到了大多數學者的唾棄。
注重研讀儒家經典的樸學卻在乾嘉時期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以至清廷為了拉攏學界精英，亦不得不轉而

的珍品。從中可以窺見，西方繪畫技法對唐岱繪畫

褒獎漢學。這除了是漢族士人表明與清廷的不合作態度，也是有學術自身發展的深層原因。參見《顧炎武

藝術的影響。

與清初學風的轉變》姜廣輝，《晉陽學刊》1985年第5期。
註十二：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四庫全書》電子版。

【圖六】唐岱《松鶴圖軸》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結論
以王原祁為首的婁東畫派對清宮山水畫產生

深遠影響。清宮選擇了王原祁的繪畫藝術為其服務，王原祁及婁東後學則不斷調整姿態迎
合清朝統治階級需要。同時，王原祁依靠清宮捍衛“婁東畫派”正統地位。王原祁弟子，
滿族畫家唐岱，融合了王氏倡導的董巨黃南方山水派與滿族人喜好的北派山水，及宮廷趣
味，形成了為清宮服務的具有滿族特色的宮廷山水畫藝術。

註十三：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四庫全書》電子版。
註十四：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四王畫論輯注》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07-108
註十五：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四王畫論輯注》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06
註十六： 《四王畫論輯註》吳聿明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63-164
註十七： 《“四王”畫派和“院體”山水》單國強，《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朵雲編輯部編，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261
註十八： 唐岱《畫千山落照圖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註十九： 《欽定日下舊聞考》“圓明園全圖，乾隆二年命畫院郎世寧、唐岱、孫祐、沈源、張萬邦、丁觀鵬恭
繪。”《四庫全書》電子版。
註二十： 《清代宮廷畫家唐岱和張雨森》聶崇正，《書畫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4期總第108期。頁10
註二十一： 由臺北故宮藏唐岱《畫千山落照圖軸》自鈐“古唐括氏”印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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