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原祁到唐岱
—淺論繪畫的“正統”與“調和”
陳繼春

澳門美術協會藝術顧問

中國傳統繪畫中，山水畫有著重要的位置。美術史告訴我們，山水畫發展到清代達到了

“四王”在繪畫上以工整穩健、明淨清脫為特色。從王原祁成圖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

空前繁盛時期。年幼時親近董其昌（玄宰，1555—1636 年）的王時敏（1592—1680 年）祖

年）《倣富春山居圖》可見，時年四十七歲的畫家從古人作品中提取關於形式結構及描繪山

父為明萬曆皇帝（1573—1619 年在位）內閣首輔王錫爵（1534—1611 年），三子王撰（1623—

石林木等筆墨、技法的精華，並不一味照搬古人模式，而是某一程度下參以己意而成自家風

1709 年）又是康熙帝時期（1717—1723 年）的大學士，後者又能“傳其大癡法，亦古秀”（註一）；

格。王原祁與王時敏、王鑑及王石谷相比，筆墨章法更偏向於簡練穩實，晚年愛用倪瓚的山

王鑑（1598—1677 年）是一五七零年代復古運動中“後七子”王世禎（1526—1590 年）之

水布局而加以變化。雖然他被認為在“四王吳惲”之中繪畫技巧最差，但他的作品又比王石

孫，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1642—1715 年）是王時敏之孫。作為“承繼文人畫家德高

谷的高雅，（註十五）其“用筆用墨取黃子久的渾厚而參與董其昌的秀潤，達到如張庚所說的‘淡

望重的活的象徵”的王時敏和王鑑，“二王”可以說繼承董其昌的“真源嫡派”，從理論到

而厚，實而清的境地’。”（註十六）

實踐都恪守董其昌歸納的南宗路子，而尤以王時敏更親近一層。（註二）“二王”看上了才華

王原祁為康熙庚戌年（1670 年）進士，由“知縣擢給諌，改翰林補春坊”，（註十七）

橫溢的王翬（石谷，1632—1717 年）“三人共同完成了重構山水畫的系統化進展，他們的

登第後專心畫學。他的官宦生涯，又或是藝業完全是在清朝康熙年間完成，能詩。吳梅村

這項工程以董其昌‘集大成’的信念為基礎，突破了董其昌－巨然－黃公望語匯的狹隘

（1609—1671 年）於一六六九年曾云“夫以茂京之才，出其餘枝，詩歌翰墨，卓絕出乎流輩，

局限，嘗試將所謂南宗和北宗的畫風作新的綜合”。

由此，由王時敏、王鑑開派、王

他年讀書行誼，定有過於所期。”（註十八）王原祁從青年至中年，宦跡良好，“是封建時代的好

原祁為領袖的“婁東畫派”在清前期佔據畫壇“正統”的主要角色，成為清季早期山水畫主

官吏”。（註十九）雖然一六八九年石濤（1642—1707 年）在北京期間分別與王原祁、王翬合作過

流。 而唐岱（1673—1752 年）（註四）在康熙（1662—1722 年）後期、雍正（1723—1732 年）、

繪畫，（註二十）但後者“正統畫派”的摹古畫法卻令他反感，認為一入此門便不復有我，（註二十一）

乾隆（1736—1795 年）時期成了該派的實際“旗手”。（註五）

但王原祁才名甚高。

（註三）

康熙即位後的一系列文化舉措，不無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促進藝術鑑賞的熱情。王原

一、
家中曾藏有范寛《谿山行旅圖》，祖父被譽為“國朝畫苑領袖”（註六）、父親王揆（字
端士，王時敏次子，1619—1696 年），後來又是順治十二年（1655 年）進士的王原祁入清
時才虛齡三歲，其有云：“余弱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於子久為專師。”
（註七）

很明顯，他的畫學啟蒙於家傳再私淑擅畫山水且用墨鮮麗的董思翁，（註八）以及黃公望

（1269—1354 年）。其又云“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抺”。（註九）惲壽平（1633—
1690 年）稱王時敏年幼時獲董其昌親自示範樹石，（註十）董其昌在王時敏的宋元人山水畫一
套二十二開冊上題過“小中現大冊”。（註十一）儘管他們兩人相差三十七歲，但親密時“雜坐
忘賓主”，（註十二）而王氏也為陳繼儒（1558—1639 年）賞識。王原祁也云：“先奉常親炙
於華亭，於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為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得珠，獨開生面。”（註十三）又表明“余
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註十四）

祁的藝術才華與學養得到康熙的賞識與重用是在晚年五十九歲以後。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康熙命其鑑定內府所藏名人書畫的真偽，四十四年（1705 年）又被任命為編輯《佩
文齋書畫譜》總裁，為翰林院侍講學士，轉翰林院侍讀學士。（註二十二）一七一一年又被康熙
詔其主持《萬壽盛典圖》，且升任翰林苑掌院學士、經筵講官。即“以草野之筆，日進於至
尊之前”，他雖是內廷供奉，不是管領宮廷畫師的總管，而是一位以書畫文章侍值皇帝左右
的文官，畫名極著，因而求者不絕。
總體而言，“二王”自信是繪畫正統的血脈。王時敏曾不無得意地回答琅玡元照時稱：
“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
乎？”（註二十三） 王原祁就是“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亭血脈，金鍼微度，在此而
已。因知時流雜派，偽種流傳，犯之為終身之疾，不可嚮邇。”（註二十四）
王原祁的作品在技法上，畫面上的每一個細節，每一處墨都經過精心組織，手法精湛，
山水畫技巧上可以說達到無可指疵的完美程度。其山水畫頗受康熙帝欣賞，他在內廷值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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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仍保持個人風格。正因為王原祁在宮中鑑定過不少名作，而“見過大量名畫的鑑賞家出

是畫為上海博物館之藏品，“康熙丙戌”為一七零六年。換言之，上文“近得吾毓東道

現了一種輕視繪畫技巧的傾向，傾心於文人趣味的繪畫。”（註二十五）從康熙時期始，王原祁

契，斯學從此不孤矣！”可理解為兩人結下師生緣的年份。如果推論可以接受的話，唐岱之

的畫風－秉承黃公望的特色，同時又兼顧王蒙（1308—1385 年）的手法成為宮廷山水畫

師事王原祁，當在一七零六年年中，即時年二十三歲，也就是王原祁被任命編輯《佩文齋書

的主流風格，風行畫壇百餘年之久。

畫譜》的翌年。

二、

從上述文字可見，王原祁對唐岱的才情非常欣賞，而“吾道不孤”的感覺，亦彰顯對唐岱
的期許。有材料表明，直至一七一二年九月，即在王氏逝世前三年，唐氏和王原祁仍有密切的

康熙晚年，王原祁和一度參與院畫創作的王石

往還。（註三十三）而與唐岱一起同學的還有華鯤、金明吉、王敬銘（1668—1721 年）（註三十四）、

谷、以繼承和模倣王石谷繪畫風格的楊晉（1644—

黃鼎（1650—1730 年）、趙曉、溫儀、姚培源（註三十五）、王原祁外甥李為憲、沈宗敬（註三十六）等。

1728 年）等人相繼去世以後，“二王”派系在清

唐岱工山水，用筆沉厚，布置深穩，（註三十七）宗法宋代大家。（註三十八）
王原祁逝世後翌年，唐岱

代畫院削弱，雍正年間至乾隆中期，唐岱是於畫院

刊行被譽為“所論淺顯易知，頗

中嶄露頭角之人，延續“婁東派”一脈。
唐岱字毓東， 號靜巖， 又號知生、愛廬、

便初學”（註三十九） 的《繪事發

默莊。畫史稱其為“ 滿洲正藍旗人， 舊系紅蘭

微》（1716 年）。《清史稿．

主人宗室蘊端屬下”，（註二十六） 唐岱的先祖“贈

唐岱傳》有云其畫名動京師，

光祿公，從戎遼左， 有擇主之明，有先登之勇，

康熙帝甚賞其畫，常召作畫，

有死事之烈，先朝特授世爵， 子孫罔替， 典至

而且題詩多首，“聖祖品題，

渥也。光祿公丁逆藩之變，出師漢中，力守危城，

當時以為第一名手，稱‘畫狀

百二山河所恃以安堵無恐者，皆公力也”。（註

元’。歷事世宗、高宗。高宗

二十七）

作為“長白功巨臣裔，世其爵，任驍騎參

在潛邸，即喜其畫，數有題，

領”，（註二十八） 以畫祗候內廷，為康、雍、乾三

後益被寵遇。”( 註四十 ) 就目前

朝御用畫師。唐岱云“余幼賦性疏野，讀書之暇，

可知，唐岱於雍正元年（1723 年）就作有《倣古山水冊十頁》，( 註四十一 ) 雍正六年（1728 年），

有志畫學”，（註二十九） 從軍歸來後的唐岱潛心於

皇帝就命唐岱為“西峰秀色”後北面圍屏畫通景山水四幅。( 註四十二 ) 可以斷定，唐岱或於康

畫藝，其“ 久司筆硯，因得交於東南之士”。（註

熙末年來往於宮廷，而自雍正初年才正式進入“如意館”供職的，在雍正時被授騎都尉（視

正如唐岱自云：“余師麓臺先生。”（註三十一）

三十）

王原祁《倣大癡山水》（1706年）

唐岱《繪事發微》 目錄

四品），據載其曾任官內務府總管，而且一直受弘曆的鍾愛。

唐岱所結交的東南之士中就有王原祁， 並成為

就 清 代 繪 畫 而 言， 雍 正 十 三 年 內 的 宮 廷 繪 畫 是 以 唐 岱 的 山 水、 郎 世 寧（Giuseppe

入室弟子。一般認為，他與王氏相接大概還不到

Caspiglione, 1688—1766 年）的“新體”繪畫，以及莽鵠立（1672—1736 年）的“御容畫”

二十歲。（註三十二）不過，王原祁在其《倣大癡山水》

為代表。從《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記述可知，“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郎

（107.6×54 釐米）的題記中有云：

石（世）寧、唐岱為雍正帝壽辰畫祝壽畫，至十月二十九日畫得壽意畫兩張，交海望呈進。”
而“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著唐岱畫畫二張，內一張照安寧居的畫畫。”到“乾隆元

余本不善畫，以大癡一家家學有自，間一寫其法，與知音討論，可與語者。近得

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唐岱、郎世寧、沈源畫《圓明園圖》一幅。而《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

吾毓東道契，斯學從此不孤矣！古人有執疑辨難之法，試以此意尋繹之，毓東必有為余

活計清檔》有云：“乾隆二年四月十四日大監憨格交御製詩三首，傳旨按詩意，著陳枚畫人物，

啟發者，透網脫穎，余將退舍避之矣。康熙丙戌冬日，婁東王原祁題。

唐岱畫樹石，孫祐畫界畫房屋。”之後，“同年六月初八將御製詩三首，按詩意畫完，唐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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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太監憨格呈進訖。”此外，“乾隆九年三月初六日，司庫白世秀，副崔總達子來說，太監

導思想。唐岱接著認為“畫學須得正傳，不得其傳。雖步趨古法，難以名世。”他進一步

胡世傑傳旨，要唐岱倣王原祁山水畫呈覽。”

解釋稱，這正如道之中自孔子到孟子，再衍至程、朱的理學及王陽明一系一樣，畫學始自

唐岱的山水畫，用筆用墨和乃師有幾分相似，細部也有王原祁的特點。可是，為了迎合

伏羲八卦，在唐代時因王維用渲染而開後世法門，“至董北苑，則墨法全備”，再引伸下來，

宮廷繪畫華麗的作風，其畫用筆比較細勁，這

“明董思白衍其法派……，我朝吳下三王繼之。”很明顯，他與王原祁的因緣成就了他是

可從其《秋山行旅圖》可以佐證。其作為“婁

正統派的一員。唐岱重視師法古人，也重視師承的統系。

東派”的一員，繪畫脫離了霸氣，而且技巧超

畫史表明，南宋山水之變始於趙孟頫而成於黃公望，元人楊瑀（1285—1361 年）《山

群，線的穩定性予人感到他在畫畫時情緒冷

居新語》曾云：“黃子久……博學多能之士，閰子靜、徐子方、趙松雪諸名公莫不友愛之。”

靜，山水、樹木確是經過精心的安排與組織，

趙氏主張師法北宋，上追晉唐，尤推董、巨，而曾為當年“松雪齋”小學生的黃子久早年

而且甚有裝飾性。唐岱被視為“滿族旗人畫家

受趙孟頫畫風的影響，也多著意於董源、巨然的風格。（註四十六）王原祁稱“畫之有董巨，猶

中最著名的畫家”，其畫在一定程度帶有院畫

吾儒之有孔顏”。（註四十七）

所缺乏的雅趣。（註四十三）無疑，乾隆畫院中，山

對於設色，王原祁認為：

水畫有代表性的是唐岱、張宗蒼（1686—1756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筆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中

年），以及翰林畫家董邦達（1699—1769 年）等。

有墨。（註四十八）

唐岱於乾隆六年（1741 年）時倣黃公望的《晴巒

而唐岱相信：

春靄圖軸》（註四十四）就被長期懸掛在主敬殿西山
牆。畫院的成員中，張宗蒼出於黃鼎之門。還

山有四時之色，風雨晦明，變更不一，非著色無以像其貌……。著色之法貴乎淡，

有頗具代表性、而又學唐岱的張雨森。後者以

非為敷彩暄目，亦取氣也。青綠之危本厚，若過用之，則掩墨光以損筆致……。用色

四十六歲之齡供職於畫院，得乾隆眷愛，曾賞

與用墨同，要自淡漸濃，一色之中，更變一色，方得用色之妙。以色助墨光，以墨顯

予緞匹，他們均是“婁東派”嫡傳畫家。

色彩。要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能參墨色之微，則山水之裝飾無不備矣。（註四十九）

不錯，乾隆年間的唐岱比較活躍，遺憾的

由此，我們不難見到以王原祁為代表的繪畫擬古思想在清初畫壇上是佔有統治地位的

是時間並不長，因為他於乾隆十一年（1746 年）
唐岱《晴巒春靄圖》（1741年）

離宮。有意見認為，唐岱在畫院中顯露頭角，

正統藝術觀對後來者有甚大的影響。
另外，王原祁曾經在論述筆墨素養時說：

但因“功力有限，無所建樹”。（註四十五）此論似過

了一點，在筆者看來，唐岱的貢獻，似乎更令人餘味的是畫論方面，以及後來藝業歷程中的

用筆忌滑、忌 輭、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

“調和”。

可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
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為色、筆墨自為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

（一）畫論

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

從共二十六篇的《繪事發微》可以看出，唐岱對山水畫的認識具有相當高度的，是對山

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人從事也！（註五十）

水畫完整的體系自王原祁以來進一步的歸納和總結。唐岱在《繪事發微》的開篇就首先論及

王原祁又指出：

畫有“正派”，他指出“余師麓臺先生，家學師承，淵源有自，出入蹂躪子久之堂奧者有年。”
由此，唐岱屬“正派”一系在此已是明瞭。正因為是“正派”，唐岱認為藝術的目的在於“怡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為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

情養性”，“今人用之圖利，豈能得畫中之妙耶？”如此看法，正是清代宮廷畫家從藝的主

綿裡有鐵，虛實相生。（註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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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黃公望也注重寫生，收錄在陶宗儀（1329—约 1412 年）一三六六年刊行《輟

學古人應該“追求其神韻氣精粹，不可只求形似”，並且還要在創作中做到“看山之形勢，

耕錄》中的三十二則筆記的《寫山水訣》第十二則就云：“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

石之式樣，小變筆意”。在這裏，唐岱的繪畫美學思想出現了矛盾，或許他已感覺到一味尊

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份外有發生之意。”他在第二十則又云“作畫祇是個理字最緊

古和師古對山水畫的發展是不利的，所以提出“境界要新”的追求，但要在山水畫上保持“落

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註五十二）唐氏的傳承，於此可見！有必要指出的是，

筆要舊”是有因難的，故又提出了在學古人時“小變筆意”的觀點。也就是說稍變其筆，唐

王原祁在編《佩文齋書畫譜》時見到黃公望的“論畫”二十則，

岱已明顯地感受到已有的筆墨不能完滿地或理想地描繪自己所要表現的自然對象，使之尋求

唐岱在其書也附有《元

（註五十三）

黃公望寫山水訣》，遺憾的是祇有八則，而且每則脫漏甚多，而本文上引關於“寫生”和作

創立新的技法。
唐岱的山水畫師法王原祁，學者相信唐岱能提出在學習古人時“略變筆意的觀點，可能

畫要講“理”就不見。（註五十四）或許，相比於王原祁不介意沾“子久腳汗氣”，黃公望在唐
岱的心中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他可能接觸不到陶宗儀的書，又或是所接觸的是殘本。

是他在山水畫中略變其師王原祁畫風，成為‘婁東派’主要畫家的原因。”（註六十一）此外，

不過，王原祁與唐岱之間有分歧。

唐岱於其《繪事發微．遊覽》中表明，“羈足一方之士”，“不免紙上談兵”，正如俞劍華

作為南方人而且是山水畫大家的王原祁曾經居北方和去過關中，其《麓臺題畫稿》中有云：

所認為的一樣，唐岱“在臨摹風靡之時代，而尚知畫家應游歷名山大川，則賢於其師遠矣。”
（註六十二）

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崚嶒，巨石俯瞰河流，曲折迤邐者
數里，方知大癡《浮巒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註五十五）

（二）“調和”
方聞指出“石濤、王原祁和十八世紀前幾十年的清初其他一些傑出畫家的逝世，標誌著

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終南，山勢雄傑，真百二氣象也。
海澱寓窗，追憶此景，輒倣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註五十六）

中國山水畫道統尾聲的降臨。”（註六十三）這是頗具啟發性的看法。王原祁是以畫侍康熙帝者。
雖然唐岱系宮廷畫院中人，與王原祁在某一程度下淵源於相同的畫學體系，但從畫論的著重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回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意，刻意摹倣，未
能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為師也。（註五十七）
范寛、黃公望、吳鎮根據不同的山川面貌質地紋理，靈活地繼承或創造與之適合的筆墨
表現形式。就算王氏在畫跋中提及以“余之筆寫余之意”時，仍是以“大癡秋山圖，余從未
見”為前提的。（註五十八）王原祁在此“不是形式服從內容，而是內容屈從於形式”，同時是
處處用古人的筆墨套自然景色。（註五十九）如此的表現方式是否好？見仁見智！不過，第二則
中云“海淀寓窗，追憶此景，輒倣范華原筆意”，表明在北京以追寫方式為之，如果理解不
錯的話，王氏雖然以范寛的筆法寫出，其景觀是以“目識心記”而來。幾十年間以古人畫跡
為師的王原祁，認識到“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為師也”是十分可貴的，意識到“師造化”的
重要。其每次出行，新鮮的感覺就出現。遺憾的是這是一個暫時的刺激，如學者所云這不是
徹底的改變。
與王原祁一樣，唐岱以黃公望為歸依，通過對黃氏畫法的探索，（註六十）上溯董源、巨然。
同時也學習關仝、李成、趙孟頫、王蒙、吳鎮及倪瓚等。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唐岱的《繪
事發微》中，他主張山水畫要在“境界要新”的同時，又提出山水畫的“落筆要舊”，也主
張在技巧上“用古人之規矩格法”的思想。正因為他是崇古學派的一員，認為在山水畫中，

點，尤其是對山水畫的表現方式方面，明顯有所不同。或可以說，到了唐岱時代已揭開了“婁
東派”正統的尾聲。究其原因，是唐岱藝業上出現的轉變，這似乎以當時所面對的美術思潮
有關。
文獻表明，明萬曆年間傳入中國的西方版畫，對於中國畫家來說是難得一見的視覺體驗，
此類版畫或它的變體在晚明已是流佈廣泛了。一六五
零年的北京有倣羅馬耶穌會敎堂建成巴洛克式大天主
敎堂－南堂。（註六十四） 姜紹書的《無聲詩史》在介紹
曾鯨（1564—1647 年）時說他的寫照如鏡取影，“烘
染數十層”。而康熙三十年（1691 年）前後，清代的
畫院已成熟，院畫家先後有冷枚（1672—1742 年）（註
六十五）

、徐名世、戴正、唐岱等，翰林畫家有劉源、焦

秉貞、王原祁、蔣廷鍚（字南沙，1669—1732 年）、
宋駿業（？—1713 年）、沈崳等六人，此外禹之鼎（字
尚吉，號慎齋，1647—1709 年）、王石谷、楊晉也短
期為皇家作畫。高手雲集，一些傳統技法借此得以保
存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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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之鼎《王原祁藝菊圖》

如此客觀環境下，在大多數中國畫家的作品中傳統風格形態仍是佔壓到優勢的主流形

王原祁並不是不知此“愛好”，如

態。然而，蔣廷錫於一七一八年作的淡設色《牡丹》扇面落款就表明“戲學海西烘染法”，

曾鯨逝世時，禹之鼎尚是幼年，而以後者

或許“‘戲學’大概出於自覺非正統而偶一為之的遊戲心理吧？但不管能有幾分像‘海西’，

一七零七年畫《王原祁像軸》來看，顯然

‘烘染法’作為中國畫家眼中一種新技法，應是確鑿無誤的。”“戲學海西”於此時已意味

受到“波臣派”的影響。（註七十八）另外，

著西畫法具有微弱的潛化意義。（註六十六）

王原祁包含的文人畫風格的《倣王蒙山

就唐岱而言，其所面對的藝術氛圍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水》，毫無疑問可以看見其中所包含的

首先，清代的皇帝較明朝皇帝而言較喜歡繪畫，嘉慶、道光時宗室、禮親王昭槤云：“章

從高視角看見的俯瞰構圖形式，總巧妙

皇帝勤政之暇，尤善繪事。曾賜宋商邱冢宰《牧牛圖》，筆意生動，雖戴嵩莫過焉。王文簡

地應用了西方透視法的原理。（註七十九）這

公士禎曾紀以詩云。”（註六十七）由此可見，順治（1644—1661 年在位）能畫。同時，成書於

或可表明王原祁不排斥“西法”。另一

嘉慶廿一年、胡敬《國朝畫徵錄》就載有工人物的黃應諶為順治時期祗候畫院。

至

方面，始作於康熙五十二年的《萬壽盛

於康熙，清人陳康棋《郎潛紀聞》稱“聖祖天縱多能，藝事無一不學，亦無一不精，幾暇作

典圖》初由宋駿業主持，呈稿後康熙又

畫賜廷臣。今海內舊家，尚有寶守者。”（註六十九）一七零九年從意大利抵達澳門，後來在清

命王原祁總裁，他兩年後逝世，全部繪

宮作為翻譯和供職畫院，

事由冷枚領銜，而冷枚卻是以中法為主，

（註六十八）

（註七十）

最後於雍正元年（1723 年）返回意大利的馬國賢（Matteo

“參用海西法”的新畫派代表。這些雖

Ripa,1682—1745 年）曾有信函云：

然是一個側面，但不難看出，康熙帝的

在宮裡作油畫的畫布是高麗紙……，由於我不習慣這種畫布，我從來也沒能照自己

審美趣味比較傳統，愛好董其昌的書法、

主觀想像創作過作品，祇能作一些平庸的工作。這種描繪中國式的風景畫大概畫了七八

鍾愛中國傳統山水畫而不怎樣熱心肖像

幅，畫上僅有中國山水和中國房屋。皇帝倒是很喜歡這些畫，他不怎麼喜歡肖像畫。

畫成了特徵之一。

其次，正如學者所揭示的一樣，西洋繪畫在明清之際所產生的最顯赫的影響恐怕還是在
宮廷繪畫。

唐岱的山水畫初從焦秉貞學，后拜王原祁為師。

雍正時期以後，清宮檔案記載中出

而焦秉貞（活

現了“畫作”、“畫院處”。後一機構

躍於 1689—1726 年）為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而遠，由大及小，

於雍正朝的《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承做活

不爽毫毛，蓋西洋法也！”

張庚稱其得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 年）的意

計清檔》尚未出現，而是始見於乾隆，

趣而變通之。其於康熙三十五年畫成的《耕織圖》，就運了他在欽天監中向西洋傳敎士如南

而隸屬於養心殿造辦處下《畫院處檔》

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 年）學來的透視法。各二十三幀分別以農耕和紡織

中， 見 諸 名 字 的 畫 家 就 有 冷 枚、 較 之

為題的作品按遠近比例畫出前後，使畫面有蹤深感。不過，張庚也承認焦氏的畫作“然非雅

稍 晚 一 點 入 宮 的 陳 枚（ 約 1694—1745

賞也，好古者所不取。”

史稱郎世寧“凡名馬、珍禽、奇花、異草，輒命圖之，無

年）（註八十）、冷鑑、張為邦、唐岱、郎

不栩栩如生，設色奇麗，非（焦）秉貞等所及”。（註七十五）同時，焦氏細膩、明淨的人物畫

世寧、王致誠（又名巴德尼 ,Jean-Denis

風格和略帶透視的構圖規定了其傳人的發展軌跡。

Attiret，1702—1768 年 ）（ 註 八 十 一 ）、

（註七十一）

（註七十三）

（註七十四）

（註七十二）

（註七十六）

清代站在維護漢族正統文化立場的胡敬在其《國朝院畫錄》談及康熙對焦秉貞的眷愛時

艾 啟 蒙（Ignastius Sickeltart，1708—

指出：“……秉貞職首靈臺，深明測算，會悟有得，取西法而變通之。聖祖之獎其丹青，正

1780 年）、丁觀鵬（活躍於 1726—1770

以獎其數理也。”（註七十七）如此說法中不無表示儘管康熙對西方科學技藝懷有濃厚的興趣，
對於西畫，祇是淺嘗即止的愛好，是宮廷生活的點綴而已。

年）、姚文翰、楊大章、金廷標（活躍
禹之鼎《王原祁像軸》（1707年）

於 1757—1767 年）、梁觀等數十人，他
們都接受弘曆旨命作畫。（註八十二）到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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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1736 年）正式於內務府下成立“如意館”，（註八十三）按昭槤的記述，“如意館”在
啟祥宮南，而且“館室數楹，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軸之諸匠皆在焉。”

（註

年份

日期

內容

雍正七年（1729年）

十一月初四

傳旨唐岱、郎世寧畫絹畫三張

雍正八年（1730年）

十一月十九日

內務府總管海望傳旨著拜他拉布勒哈番（騎都
尉）唐岱畫絹畫二張。

雍正九年（1731年）

六月十七日

傳旨著高其佩、唐岱、郎世寧畫絹畫風雨景山水
畫一幅。

雍正十年（1732年）

九月六日

傳備萬壽節用畫，著唐岱、郎世寧畫《松高萬
年》絹畫一張。

乾隆元年（1736年）

六月

傳旨照現畫山水橫批，令郎世寧、唐岱合畫
兩張。

十一月十五日

傳旨……。又著唐岱、郎世寧、陳枚商酌畫《歲朝
圖》一幅。

八十四）

乾隆的審美趣味如何？對西畫的態度怎樣？學者對此已有研究，他對西洋美術的愛好超
過康熙和雍正帝。有必要指出的是，郎世寧於王原祁逝世時的一七一五年抵達澳門，十一月
到達北京，由馬國賢引見康熙帝。其於雍正元年（1723 年）九月所畫的《聚瑞圖》成了目
前所知的來華後最早的作品。（註八十五）乾隆在當太子時已前去“如意館”看郎世寧作畫，“對
其作品，至為愛好。即位後仍屢往觀賞。”（註八十六）不過， 他題郎世寧作於 1763 年的《畫
愛烏罕四駿》（註八十七）詩曰：
泰西繪具別傳法（自註：前歌曾命郎世寧為圖），沒骨曾命寫褭 蹏。著色精細入
毫末，宛如四駿騰沙隄。似則似矣遜古格⋯⋯。（註八十八）
用詩句來表達藝術口味，往往受形式的限制，可是，乾隆後來又有《命金廷標摹李公麟
五馬圖法畫愛烏罕四駿因疊前韻作歌》，（註八十九）乾隆之愛古，此為註腳。按昭槤的記述，

的特點和風格，作出了一些改變和更新，以適應皇家審美需要。”（ 註九十四）
另外，猶記唐岱於一七一六年成畫的《繪事微言．得勢》中談到山水畫中山有“龍脈分

“乾隆中，純皇帝萬幾之暇，嘗幸院中看繪士作畫，用筆草率者，輒手敎之，時以為榮。”
由此可見，乾隆對繪畫的審美趣味，用筆工致也是其所愛。

（註九十）

幹”，強調看山有“移形換影”之舉。這不無宋代沈括所認為的“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小觀大，

另一方面，乾隆對北宋山水畫風是喜愛的，黃公望晚年的精心巨製《富春山居圖卷》於

如人觀假山耳”的方式，是對焦點透視法的異議。沈括是欣賞王維畫藝的人物，（註九十五）而

順治七年被分割成《剩山圖》和《無用師卷》後，後一部分在乾隆十一年（1746 年）入藏

董其昌又以王維為“南宗”，唐岱的學術取向不無傳承。但有必要說明的是，在宗白華看來，

清宮。而張宗蒼就以“胸次高卓，一洗畫院甜熟之習”之能而被“授戶部主事。”（註九十一）

“以大觀小”是“根本反對站在固定視點的透視法。”（註九十六）在嚴格的意義上也不是“散

也就是說乾隆喜歡繪畫形象的逼真的同時，也期望有擬古氣息，也就是說“古格”不斷地矯

點透視”或“動點透視”，是一種“遊觀”。

（註九十七）

正他的繪畫審美趣味。而對於西方繪畫，他認為“水彩畫意趣心長，處處皆宜……。至於寫

西方繪畫採用數學、光學等科學基礎的透視與明暗法，畫面的光線是統一的，多來自畫

真傳影，即可用油畫。”（註九十二）儘管上文是評王致誠的藝術的，但中國皇帝的審美觀於此

面的左右上方，這種光線造成陰影與投影部分，有明暗層次，増強物體的立體感。力學、建

可見一斑。

築學等知識的運用，使繪畫的觀念革新。（註九十八）中國宮廷繪畫整體上有結合中西藝術的特

第三，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認為郎世寧自七月二十一日至閏七月二十四日費時

色，注重光影與焦點透視法，並採用傳統筆墨、顏料及紙張，“中西合璧，集體創作”！作

一個多月畫成的《玉堂富貴》“畫上玉蘭花，石頭甚不好”，於是命郎世寧祇寫花卉，畫中

為畫院中人，師承於焦秉貞的冷枚

的石頭改由唐岱畫。“從此郎世寧與唐岱開始了在一張紙絹上合作繪畫的新途徑。”（註九十三）

成圖於康熙五十二年的《避暑山莊

就目前所見，唐岱與郎世寧等有不少的合作。中國畫人與西方畫家合作而又見於記載

圖》，在構圖方面採用傳統的深遠

的，宋、明兩代也沒有，獨多見於清代，按《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承做活計清檔》，雍正年間

兼高遠法， 參照透視原理，表現深

與唐岱有關事件的還有：

邃而又能突出重要的建築群。“這
是冷枚應用西方透視又不機械搬用
的成功例證。這一點與清代畫院在

上表祇是眾多事例的一部分。可以相信，“唐岱還是在傳統山水畫的基礎上嘗試了西畫

郎世寧等歐洲傳敎士畫家搞出來的
‘線法畫’是不同的。”（註九十九）
紫禁城倦勤齋天頂畫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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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是宮廷繪畫風格之一。而清代檔案記載唐岱與孫祐合作，《倣李唐寒谷先春圖》（乾隆

肯定，唐岱與他們的合作中，使西畫成了他繪畫知識結構中的一個因素。即西方繪畫的元素

九年，御題），又與孫祐、沈源、丁觀鵬、王幼學、周鯤、吳桂合畫《新豐圖》（乾隆甲子

在唐岱的畫中出現，儘管是朦朧的因素。或者可以說“婁東派”在唐岱時，“正統”繪畫出

年，御題）。

現了“調和”。

如學者所言一樣，雖然焦秉貞“不及”郎世寧，但乾隆三年（1738 年）皇帝傳旨中有“雙
學齋著郎世寧徒弟王幼學等油畫”；同年檔案內有“著郎世寧徒弟丁觀鵬等將《海色初霞》
畫完時，往韶景軒畫去”的記錄。（註一百）可見丁觀鵬（註一百零一）、王幼學曾從學於郎世寧。
以丁觀鵬傳世的《摹顧愷之洛神賦圖》（註一百零二）來看，他的金碧山水甚好，但設色是明代
中期吳派的氣息，而他確切是受西洋繪畫的影響，卷中所採用的光影透視法即是。
乾隆六年（1741 年）七月十二日宮內傳旨著唐岱、郎世寧往靜明園布一通景畫。（註一百
零三）

正如我們所知，通景畫有一種特殊的透視效果，表現手法能營造出一種很奇妙的立體視

錯覺，以及以假乱真的景色，追求以高超的表現手法，營造出一種很奇妙的立體視錯覺。這
是歐洲壁畫中所使用的一種特殊繪畫技巧。不限於固有的透視知識的繪畫形式，“需要特殊
的訓練，以掌握在建築空間內使用投射幾何學。同時，了解並設定觀者的視角以產生繪畫的

郎世寧《哈薩克貢馬圖》之一

錯覺也同樣重要。”（註一百零四）而留存至今的北京故宮倦勤齋通景畫，是王幼學等人按敬勝

（約1757年）

齋內的天頂畫和全景畫複製重繪。（註一百零五）雖然用的是中國繪畫的筆墨，卻溶入了西方當
時最流行的巴羅克（Baroque）藝術風格。馳情入幻，視線馳騁於畫面，追尋空間的深度與
無窮。這一點很重要，若以此來參照，緣於繪畫的形式是最早的生動而有效的精神媒介，視
覺形象是世界語，毋須翻譯。如果說中西畫家－即唐岱與郎世寧的合作，中國、意大利繪畫
的意念可以在兩人之間互相傳遞，從而各自修訂個人的繪畫表現方式或互通有無的話，郎世
寧的“新體”就是畫中物像有立體感，又減弱了明暗度和過強的高光，強調出線在中國畫的
應用。唐岱除與郎世寧、沈源合畫《豳風圖》外。（註一百零六）也和郎世寧合繪《松石雙鶴圖》
軸。（註一百零七）而傳郎世寧的《羊城夜市圖》（註一百零八）中儘管其有“乾隆元年春三月，臣郎
世寧恭繪”的落款，但月光下的群山是中國畫師的手筆，一般推測此畫是郎世寧和唐岱的合

郎世寧《哈薩克貢馬圖》之二

作。

（約1757年）

（註一百零九）

雖然學界對此圖的命名或唐岱是否有參與仍有分歧，但郎世寧和唐岱長期親

密合作的現象可以說是深入民心的。
正如上文所云，後來對唐岱繪畫風格走向有無以倫比的影響力的乾隆，當太子時已與唐
氏及郎世寧交往密切；而唐岱周圍的畫人中，既有郎世寧這樣深諳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後段
油畫風格的大師級人物，又有他近二十名徒弟。可以想見，從早年傳自焦秉貞的透視知識，
再加上與郎世寧等人的相處，唐岱山水畫的布局於此不再是傳統中國畫的“以大觀小”的方
式，而是西方透視已被運用。
值得指出的是，同在一七四一年，當年九月唐岱以六十九歲之齡畫成的《晴巒春靄圖
軸》的視點不無是固定的，畫作兩側的石拱橋和瀑布下方“吊腳樓”的斜線頗合透視。可以

（三）結語
長期接觸中國繪畫和迎合君王的審美趣味，郎世寧的畫風一直在變。以郎世寧描繪乾隆
四年（1739 年）在京郊南苑舉行閱兵式情景的《乾隆大閱圖》來看，（註一百一十）無論畫中的
甲冑頭盔，佩帶的弓箭，還是胯下的花馬，基本上以色塑形，線條的痕跡不明顯，畫法細膩，
具有濃厚的歐洲繪畫風格。但是，傳出於其手筆的《乾隆中秋賞月行樂圖》（註一百一十一）人物
的形象和梔子樹的畫法在保持細膩和質感的同時，中國繪畫中的主要元素之一－線就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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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而當中畫面底部的石塊，在
造型上不無使人想起他和唐岱合筆、
完全取材於中國傳統題材，全圖用
筆細緻且合筆無痕的《松石雙鶴圖》
中兩株蒼松之間的石。同樣，郎世
寧成圖於 1757 年的《哈薩克貢馬圖》
人物面部的形象以對比的

（註一百一十二）

筆墨加強效果，線的元素更強。郎
世寧此期的畫是受唐岱影響的，如
兩人合作的《八哥花鳥圖》就給郎
世寧的畫風打下深厚的中國畫印記。
這又說明王原祁之後的“婁東派”
在中西美術交流之中，有不可估量
的地位，或可以說是康乾之間郎世
寧繪畫“新體”的元素之一。
從 美 術 史 的 角 度 看 來， 利 瑪
竇 來 華 後 與 徐 光 啟（1562—1633
郎世寧《乾隆大閱圖》

年 ） 共 同 的 努 力， 譯 出 了 丁 先 生

郎世寧《乾隆中秋賞月行樂圖》

（Clavius）《 幾 何 原 本 》 前 六 章，

的藝術風格特徵；3、相近的籍貫或活動地域；師承關係的延續；4、藝術活動時間的平衡。

一六零七年在北京付刻。一世紀多後，郎世寧與年希堯（?—1739 年）的合作，

顯然，王原祁與唐岱屬於上述情況，正如我們所知，一個畫派的形成，當然有其社會基礎

促使了一七二九年將安德烈．波佐（Andrea Pozzo，1642—1709 年）《繪畫與建築透視》

和影響，“婁東派”無疑是清代初期與政治關係最密切的畫派。而另一方面，成為一個畫

（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譯成的《視學》的刊行。其於雍正十三年（1735 年）

派，應為群眾所承認，也就是話它自身有價值和具有魅力，否則便失卻它的力量與作用。

（註一百一十三）

又增訂出版時，唐岱仍於宮中。雖然這兩部有關透視的書籍在中國繪畫領域所產生影響的深

（註一百一十四）

度和廣度，又或促使中國民眾審美趣味的轉變速度如何？目前仍缺可討論的堅實材料，但宮

世以後，他們的傳派在畫院的活動及其創作也與“四王吳惲”畫家集團勢力桴鼓相應，

廷繪畫的山水畫科方面所受的影響是明顯的。此外，儘管宮廷繪畫在整個中國畫壇的比重仍

也就進入了唐岱和黃鼎的時代。隨著“康、乾盛世”的遠去，該派的影響力也隨之減退。

康熙時期宮廷畫院受“婁東派”的影響為主，藝術水準較高。可是“二王”逝

沒有充分的材料去分析、量化和說明，但在某一意義來說，後來中國山水畫的發展歷程表明，

楊伯達曾寫道，相比於前輩畫家，他們在藝術水平上有下降，這一現象是一個時代問題。

以西方透視學觀念來推進其變革的舉動，日漸風行。

（註一百一十五）

從創作思想及藝術風格而言，清代繪畫主要由宮廷繪畫和民間繪畫兩大部分組成。當中

這大概就是隨後中國和西方的接觸比過去更密切，以及時代風氣對於美術風格的

影響之一。

最為明顯的是開始明顯地接受近代西方繪畫，尤其是意大利繪畫的影響，即以郎世寧為代表
的西畫東漸，成了清代繪畫變遷的重要思潮，這對中國繪畫的發展與更新起到重要的推進作
用。與此同時，緣於藝術史上流派的定名大致可依：1、相近的藝術觀或理論主張；2、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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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十九： 【清】唐岱《繪事發微．自序》，頁5，清乾隆刻本，南京圖書館藏。

註釋：

註三十：

註一：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上，頁2，清乾隆四年刻本。
註二： 王西野、董壽琪《“畫中九友”及其繪畫藝術初探》，載《朵雲》總第44期，頁14，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
年。
註三： 【美】方聞著、李維琨譯《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頁184，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西

第4期，頁9－12，故宮博物院，北京。
註三十一： 【清】唐岱《繪事發微．自序》，頁5，清乾隆刻本，南京圖書館藏。
註三十二：聶崇正《清宮繪畫與“西畫東漸”》，頁113，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8年。
註三十三： 王原祁題其1712年之作《倣雲林山水》（65×37.4釐米）有云“雲林畫法以高遠之思……毓東以此意為命

安，2004年。
註四： 唐岱的卒年沒有確切的記載，但目前所見他的畫《青山白雲圖》成於1752年，時年80歲，大約此後即歿世。參

【清】佚名《讀畫輯略》，轉引自聶崇正《清代宮廷畫家唐岱和張雨森》，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

筆，自然別出新裁也。壬辰九秋重陽日，毓東過訪，談次寫此並題……。”此畫為故宮博物院藏品。
註三十四：二十世紀初王敬銘的一張扇面曾流散於澳門，者云其“峰巒重疊，白雲潝鬱，似米家山，實則倣高彥敬。

看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頁126，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1996年。

高雖宗米，微有異同。銘師麓臺，四王中以麓臺為最愛倣。高米山水，此亦純是麓臺法。畫傳稱其早歲即

註五： 杜恒偉《從唐岱的〈繪事發微〉分析〈大房選勝圖冊〉—兼談其對婁東畫派的繼承與發揚》，載《滿族研

供奉內庭……。”參看埜雲《雲峰僊館讀畫記》（二），載《詩聲附庸》第2號，4卷2號附刊頁四，合訂

究》，2010年第1期，頁95－98，遼寧省民族研究所，瀋陽。

於《詩聲．雪堂月刊》第4卷，澳門雪堂詩社出版，澳門，1920年。

註六：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上，頁2，清乾隆四年刻本。

註三十五：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下，頁2，清乾隆四年刻本。

註七： 【清】王原祁《倣黃大癡長卷為鄭年上作》，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5，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

註三十六：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上，頁3，清嘉慶刻本。聶崇正《清代宮廷画家唐岱和張雨森》《故宮博物

叢書本。遼寧省博物館藏王原祁《西嶺雲霞圖卷》上有此題記。圖版可參看楊仁愷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書畫
著錄．繪畫卷》，頁473，遼寧美術出版社，瀋陽，1998年。

院院刊》2003年第4期，頁9－12，故宮博物院，北京。
註三十七：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上，頁14－15，清乾隆四年刻本。

註八： 【清】王原祁《題倣董巨筆》，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13，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叢書本。

註三十八：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上，頁3，清嘉慶刻本。

註九： 【清】王原祁《題倣大癡手卷》，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12，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叢書本。

註三十九： 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卷3，頁11，北京圖書館，北京，2003年版。

註十： 【清】惲壽平《南田畫跋》，載《藝術叢編》第25冊，卷3，頁96，世界書局，臺北，1976年。

註四十：

註十一： 參看《故宮書畫錄》，第4冊，卷6，頁74，臺北故宮博物院，1965年。

註四十一： 徐邦達《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頁220，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1994年。

註十二： 【清】王時敏《西廬懷舊集》。

註四十二： 楊伯達《清宮廷畫家郎世寧年譜－兼在華耶穌會士史事稽年》，載《故宮博物院院刊》，頁43，1988年

註十三： 【清】王原祁《題倣大癡手卷》，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11，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叢書本。
註十四： 【清】王原祁《題倣董北苑玉培贈司氏》，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25，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
叢書本。

【清】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列傳291．藝術傳三》，頁13911，中華書局，北京，1977年版。

2期，故宮博物院，北京。
註四十三：【日】內藤湖南著、欒殿武譯《中國繪畫史》，頁132、136，中華書局，北京，2008年。
註四十四： 《晴巒春靄圖軸》，281.8×159.2釐米，設色紙本，故宮博物院藏。

註十五： 【日】內藤湖南著、欒殿武譯《中國繪畫史》，頁144，中華書局，北京，2008年。

註四十五： 楊伯達《清代院畫》，頁65，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3年。

註十六： 鄭為《論清初繪畫的摹古和創新》，載《文物》，1965年第8期。此據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編《文物鑑賞叢

註四十六： 官禕《黃公望題跋趙孟頫書法二則：簡談趙孟頫與黃公望之間的師承關係》，載《故宮文物月刊》，第

錄》（書畫二），頁36，文物出版社，北京，1996年。
註十七：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下，頁1，清乾隆四年刻本。王原祁於1692年轉補禮科掌印給事中，1700年
補右春坊右中允。
註十八： 【清】吳梅村《王茂京稿序》，吳氏與王時敏一家有密切的往還，有關情況可參看陳傳席《吳梅村與“四
王”交往考》，載《陳傳席文集》（4），頁928－936，河南美術出版社，鄭州，2001年。
註十九： 蔡星儀《“四王”論辯》，原載《朵雲》第22期，此據《朵雲》編輯部選編《中國繪畫論文集》，頁574－575，
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1992年。

338期，頁4－11，臺北故宮博物院，2011年5月。
註四十七： 【清】王原祁《題倣董巨筆》，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13，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叢書本。
註四十八： 【清】王原祁《倣大癡》，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23，頁6，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叢書本。
註四十九： 【清】唐岱《繪事發微》，頁8－9，清乾隆刻本，南京圖書館藏。
註五十：

註五十二： 【美】高居翰著、宋偉航、王季文、張靚蓓、張定綺、夏春梅譯《隔江春色：元代繪畫》，頁95－96，生

註二十： 王原祁與石濤合作有《蘭竹合作》，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圖載黃苗子《古美術文編．藝林一枝》，頁348，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2003年。

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2009年。
註五十三： 【清】王原祁《為凱公掌憲寫元季四家》，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19，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

註二十一： 【美】方聞著、李維琨譯《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頁227，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西
安，2004年。
註二十二： 【清】王原祁等《佩文齋書畫譜》，康熙四十七年（1708），內府刻本。

代叢書本。
註五十四： 【清】唐岱《繪事發微》，頁31，清乾隆刻本，南京圖書館藏。
註五十五： 【清】王原祁《倣大癡為錢長黃之任新安作》，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4－5，清道光二十四年

註二十三：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下，頁1，清乾隆四年刻本。
註二十四： 【清】王原祁《又倣大癡設色為輪美作》，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22，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

刻，昭代叢書本。
註五十六： 【清】王原祁《倣范華原》，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10，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叢書本。

代叢書本。

王原祁《為丹思作倣古山水》十開冊頁第二開載相近題記，但有數字不同，即“路經潼關、太華直至省

註二十五： 【日】內藤湖南著、欒殿武譯《中國繪畫史》，頁144，中華書局，北京，2008年。  
註二十六： 【清】佚名《讀畫輯略》，轉引自聶崇正《清代宮廷画家唐岱和張雨森》，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

會……真百二鉅睹也……。”斯冊藏故宮博物院。
註五十七： 【清】王原祁《倣梅道人為雪巢作》，載《麓臺題畫稿》補編卷第33，頁6，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昭代叢

第4期，頁9－12，故宮博物院，北京。然而聶崇正認為以唐岱諳熟漢文化來看，“可能屬於入關前就歸
順滿洲的漢人後代”，參看氏著《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頁128，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清】王原祁《雨窗漫筆》，頁4，清光緒刻翠琅玕館叢書版，浙江圖書館藏。

註五十一： 【清】王原祁《雨窗漫筆》，頁3，清光緒刻翠琅玕館叢書版，浙江圖書館藏。

書本。
註五十八： 王原祁《倣黃公望秋山圖》，105.8×48.2釐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編號故畫002462。參看《山水合

司，臺北，1996年。

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圖5－37，故宮博物院，臺北，2011年。

註二十七： 【清】沈宗敬《繪事發微．序》，頁2，清乾隆刻本，南京圖書館藏。

註五十九： 葛路《中國古代繪畫理論發展史》，頁170，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1982年。

註二十八： 【清】陳鵬年《繪事發微．序》，頁1，清乾隆刻本，南京圖書館藏。

註六十：

246 247

唐岱在其《倣大癡山水圖》（89×34.6釐米）的題記中有云：“大癡畫平淡天真，不求筆工而意趣橫生。

學者從此參之，可入大癡之門矣。庚戌冬日，靜巖唐岱並識。”圖載《廣州美術館藏中國畫精品集》，圖

註九十三： 楊伯達《清代院畫》，頁138，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3年。

版83，新世紀出版社，廣州，1997年。

註九十四： 曲寧《論唐岱繪畫成就》，頁42，天津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9年。

註六十一： 陳兆復主編《中國少數民族美術史》，頁486，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北京，2001年。

註九十五： 【美】李鑄晉《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頁21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2008年。

註六十二： 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下），頁869，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1957年。

註九十六： 宗白華《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載氏著《美學散步》，頁14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7年版。

註六十三： 【美】方聞著、李維琨譯《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頁233，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西

註九十七： 有關討論見劉繼潮《游觀：中國古典繪畫空間本體詮釋》，頁1－14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

安，2004年。

京，2011年。

註六十四： 南堂型制尚存，在北京宣武門區。

註九十八： 林莉娜《清朝皇帝與西洋傳 士》，載《故宮文物月刊》，頁42－69，2002年11月，臺北故宮博物院，臺北。

註六十五： 冷枚，字宇吉，膠州人，尤工仕女。有關其情況，可參看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

註九十九： 楊伯達《冷枚及其〈避暑山莊圖〉》，載《故宮博物院院刊》，頁51－61，1979年第1期，故宮博物院，

叢》，頁51－74，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1996年。
註六十六： 袁寶林《比較美術

程》，頁197、200，高等

北京。

育出版社，北京，1998年。

註一百：

註六十七：【清】昭槤著、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卷1，頁4，中華書局，北京，1980年版。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導言》，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香港，1996年。

註一百零一：丁觀鵬系順天（今北京）人，雍正四年（1726）進入宮廷供職，以後頗獲乾隆器重，列為一等“畫

註六十八：【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上，頁1，清嘉慶刻本。

畫人”。

註六十九： 【清】陳康棋《郎潛紀聞》，中華書局，北京，1984年版。

註一百零二：《摹顧愷之洛神賦圖》，乾隆十九年畫，28×599.1釐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註七十：

註一百零三：楊伯達《清代院畫》，頁146，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3年。

方豪《中國天主

史人物傳》，頁462－465，宗

註七十一： 袁寶林《比較美術

程》，頁202，高等

文化出版社，北京，2007年版。

育出版社，北京，1998年。

註一百零四：【意】馬可．馬西羅著、毛立平譯《重估郎世寧的使命－將意大利繪畫風格融入清朝作品》，載《清

註七十二： 鄧喬彬《中國繪畫思想史》，頁1116，貴州人民出版社，貴陽，2001年。

史研究》，頁77－85，2009 年8 月第3 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北京。

註七十三：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中，頁7，清乾隆四年刻本。

註一百零五：聶崇正《清宮繪畫與“西畫東漸”》，頁241，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8年。

註七十四： 【清】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中，頁8，清乾隆四年刻本。

註一百零六：【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下，頁27，清嘉慶刻本。

註七十五： 【清】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列傳291，藝術傳三》，頁13911，中華書局，北京，1977年版。

註一百零七：《松石雙鶴圖》藏瀋陽故宮博物院。有關此圖的討論，可參看張曉輝《郎世寧與唐岱的合筆畫研究》，

註七十六： 余輝《十八世紀服務於京城王府宦邸的人物畫家》，載《故宮博物院院刊》，頁63，2001年6月，紫禁城
出版社，北京。

載《美與時代》，頁115－117，2010年3月，《美與時代》雜誌社，鄭州。
註一百零八：《羊城夜市圖》，絹本，260×155釐米，署款：“乾隆元年春三月，臣郎世寧恭繪”。藏於美國斯丹福

註七十七：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上，頁1，清嘉慶刻本。

大學美術館。

註七十八： 禹之鼎寫真多白描，當時朝野名流多請其繪圖像，衣紋多作蘭葉描，學南宋馬和之的筆法。目前可見其為

註一百零九：【英】蘇立文著、 陳瑞林譯《東西方美術的交流》，頁72，江蘇美術出版社，南京，1998年。可是譯者

王原祁畫的肖像至少有兩幀，其中之一是《王原祁藝菊圖》（32.4×136.4釐米），圖載《藝苑掇英》第

認為是圖為民間無名畫家的作品。

27期，頁24，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1985年。另一是白描立軸（90.7×34釐米），藏南京博物院。

註一百一十：【意】郎世寧《乾隆大閱圖》322.5×232釐米，設色絹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可參看《像應神全》上卷，頁123，澳門藝術博物館，澳門，2008年。萬新華兄云兩畫應作於同一時

註一百一十一：《乾隆中秋賞月行樂圖》146×80釐米，設色絹本，故宮博物院藏。載《金相玉質：清代宮廷包裝藝

期，即1705年。參看《肖像．家族．認同－從禹之鼎〈白描王原祁像〉談起》，載《文化雜誌》，中文
版第79期，頁36，2011年夏季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

術》，圖版105，澳門藝術博物館，澳門，2001年。
註一百一十二：《哈薩克貢馬圖》（水墨淡彩，49×267釐米）著錄於【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上，頁15，清

註七十九： 【日】小林重光《明末繪画と西洋画法の遭遇－東洋的芸術觀包み込また科学的信念》，載《中國の

嘉慶刻本。原作由巴黎吉美博物館藏。圖載香港美術館編《從北京到凡爾賽：中法美術交流》，頁309
－311，香港市政局，香港，1997年。

洋風畫展：明末から清代時期の絵画、版画、挿絵本》，頁129，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日本，1995
年。
註八十：

註一百一十三：一般認為他們的合作是譯出歐幾里得的著作，但方豪認為是利瑪竇老師丁先生的講義。方豪《中國天

陳枚是經唐岱的弟子陳善舉荐而如願貢奉朝廷。參看余輝《十八世紀服務於京城王府宦邸的人物畫家》，
載《故宮博物院院刊》，頁67，2001年6月，紫禁城出版社，北京。

註八十一： 王致誠1735年7月入耶穌會成為輔理修士，1738年來華，擅歷史畫和人物畫。顧衛民《中國天主

主

編年

註八十二： 楊伯達《清代院畫》，頁37，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3年。
註八十三：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導言》，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香港，1996年。
註八十四： 【清】昭槤著、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卷1，頁398，中華書局，北京，1980年版。
註八十五： 吳伯婭《郎世寧》，載《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9卷，頁401－402，中華書局，北京，1995年。
史人物傳》，頁539，宗

文化出版社，北京，2007年版。

註八十七： 《畫愛烏罕四駿》紙本著色，40.7×197.1釐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愛烏罕即阿富汗。
註八十八：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卷上，頁14，清嘉慶刻本。
註八十九：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卷31，頁1。
註九十：

文化出版社，北京，2007年版。

註一百一十五：楊伯達《清代院畫》，頁77－78，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3年。

史》，頁280，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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