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松江畫派論山水取勢
到婁東畫派龍脈說
徐麗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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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松江畫派提出取勢之說，是針對當時的畫家山水布局太瑣碎，不懂先定輪廓和“分

中國畫論很早就對於畫面布局（也稱“章
法”，現在常稱“構圖”）有所要求。先是東

合”以取勢。董其昌又補充道：

晉顧愷之（約 344—約 405 年）提出“置陳布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

勢 ”， 之 後 南 齊 謝 赫（ 約 479—501 年 ） 又 有

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

“經營位置”的說法。直到松江派畫家莫是龍

處，虛實互用，疏則深遂，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1537—1587 年）、董其昌（1555—16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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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畫道

陳 繼 儒（1558—1639 年 ） 和 趙 左（ 約 1570—
1633 年之後）等所討論的“勢”；婁東畫派王

過半矣。

原祁（1642—1715 年）的“龍脈”，都是關於

若“不從一邊生去”，即是布局要“先定輪廓”和注意整體感，同時也要布置“分合”、

山水布局的畫論。明清人的繪畫理論篇幅比魏

“虛實”之處。董其昌晚年作品《林和靖詩意圖軸》（圖一），可說是他對於布局理論的實踐。

晉時期的詳盡，加上理論家遺世的畫跡也更加

此圖為大山大水中軸線的布局，山體分為四個段落，從前景的土坡樹叢連繫到第二段稍為靠

豐富，有助我們深入了解不同畫家的思想。從

左的山丘，第三段的山體延展向在畫面中心，並接連遠景的主峰。主峰左右山巒起伏，景致

松江畫派到婁東畫派談到布局的原則當中有所

壯闊，能烘托出主峰的氣勢，卻又與中軸線的山體達到主次分明的效果。而主峰所形成的中

承傳，但卻發展出不同的取向。本文將分析有

軸山體，有密的“深邃”，也就是董氏所謂的“合”和“實”；兩旁蜿蜒而下的溪流，加上

關畫家所論的布局要點，探討畫家的思想、理

疏淡的用筆，又有疏的風韻，就是“分”和“虛”。此圖的布局，兼有高遠、平遠、深遠，

論和山水作品的布局，從而一窺從取勢說到龍

正是董其昌所謂的“八面玲瓏”。
除此之外，董其昌認為具有“八面玲瓏之巧”的構圖之所以“能分能合”，是因為“皴

脈說的發展，及畫家在討論布局要旨的側重點。
松江畫派論山水布局之“勢”，是兵法、

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所以他又說：

文學和藝術等領域的共喻，早為古代的知識分

作畫，風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子接受和理解。莫是龍和董其昌論畫山“要之

董氏所說的“直皴”，是一種平行而下的“直筆”，可以說是山水畫法中最單純、最能

取勢為主”說：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為
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
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多，要之取勢為主。

表達古意，尤其王維（699—759 年）的筆墨線條。加上其本身的平行性，以及在畫面各單元
中的一致性，也最能表達山石的明暗面，顯示“凹凸之形”，從而營造出畫面的虛實效果。
因此董其昌說：

【圖一】董其昌《林和靖詩意圖軸》絹本設色

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

154.1x 64.3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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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於一五九七年十月的《婉孌草堂圖軸》（圖二），

煙嵐雲岫，必要照映，山之前後左右，令其起處至結處，雖有斷續，仍與山勢合一，而

是董氏自信掌握了王維筆墨後，以“直皴”為基

不渙散，則山不為煙雲掩矣。藏蓄水口，安置路徑，宜隱現參半，使紆迴而接山之血脈。

調來追求南宗體系的筆法，及構圖具理想之“勢”

總之章法不用意構思，一味填塞，是補衲也，焉能出人意表哉？所貴乎取勢布景者，合

的作品。 從整體構圖看，《婉孌草堂圖軸》由

而觀之，若一氣呵成；徐玩之，又理湊合，乃為高手。然而取勢之法，又甚活潑，未可

左、右邊，佈滿直皴的奇岩和前部的土坡，組三

拘攣，若非手筆用墨之高韻，又非多閱古蹟，及天資高邁者，未易語也。

個“實”的塊面，形成出三面封閉的間則，但畫

趙左的畫論並無紀年，但從內容看可知作者的創作經驗已有相當累積，語氣肯定，可推

面中間卻又空出一個開闊的，“虛”的部位：前

想書寫時已步入創作的成熟時期，大概在萬曆中葉（1615 年）至泰昌初年（1620 年）左右，

景的土坡旁邊曲折蜿蜒的河谷，延展到中心的平

比董其昌畫論稍為晚一點，其山水畫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畫論也大概在這個時候出現。“理

臺，推向低平的遠山。前景的土坡續漸向右上方

勢”是趙左論山水布局的要旨，這“理”就是“自然之理”。而在下筆創作時，先要構思山

伸展之際，小樹林又作為中段，向右上堆的山石

坡的方向、位置作安排整體，然後才合理地布置野橋村落，樓觀舟車，人物屋宇等等。

之樞紐，接入左方的奇巖，隨動勢上推，至山頂

由此可見，董其昌與趙左畫論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筆墨和視覺效果，後者卻強

平臺為止，下降而與畫中心的平臺相呼應。這個

調自然之理。不過，尚要注意董其昌並非無視自然之理，他說：“畫家以古人為師，已是上乘，

嵌在奇岩中的平臺，彷彿叫人感染到在激烈的運

進此當以天地為師……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

動後一個可安靜喘息的地方，在那裡可遠眺畫中

也。”觀察自然進行創作，是畫家的基本訓練，到最後必須達至“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才

深遠的山丘，又或隨平臺之下婉轉的溪流，回到

可以把藝術的境界提升到超越自然境界的地步，即他所謂“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

畫面前方來。所以表面上董其昌以重疊的直皴和
塊面，營造出變形的微妙效果。畫中前、中、遠
景的各個層面都在傳遞一種在升降、開合、起伏

【圖二】董其昌《婉孌草堂圖軸》紙本墨筆

畫”。正如上述的《婉孌草堂圖軸》所描述的其實是其好友陳繼儒在小崑山的讀書臺， 雖

111.3 x 36.8釐米 私人收藏

取材於自然，但董其昌卻以直皴配合整體布局的動勢，帶出自然山水的生命力；以描寫自然

的跳躍感，而發展出連貫不斷的“氣勢”，順著山水形態的交錯起伏在回環和流動。可見董
其昌將構圖與皴法的繪畫思想在一五九七年已經形成並且實踐出來，而這種思想也反映董氏
重視筆墨這抽象元素。正如他說：
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
將筆墨的地位推至高峰，也將藝術的境界提升至高於自然的境界。
松江畫派中一位為董其昌所推許的畫家趙左，也曾以專論文章形式發表其“畫須得勢”
的繪畫思想：

景物作為表現筆墨運動的場地。
董其昌對於明末清初畫壇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婁東畫派的王時敏直接師承董其昌，
而王時敏孫（1592—1680 年）兼畫學傳人王原祁（1642—1715 年）可謂將董氏以至松江畫
派繪畫思想的不同面向發揚光大。王原祁發揮了董其昌的局布和墨筆，又重申古人論“經營
位置”、“筆墨設色”大意，把明末以來的理論加以深化並實踐在創作之中。王原祁的布局
理論主要記錄在《雨窗漫筆》之中，他認為山水畫布局最重要是“氣勢”，而“氣勢”的產
生有賴於“龍脈”，若董其昌等人所說的“勢”為知識分子所接受理解，則王原祁借風水學
說的“龍脈”來說明布局，那就更加容易引起各階層的共鳴了。此外，王氏還認為“龍脈”
必須配合“開合”和“起伏”，布局才能臻至妙境。他說：

畫山水大幅，務以得勢為主。山得勢，雖縈紆高下，氣脈仍是貫串；林木得勢，

先定氣勢次分間架次布疏密次別濃淡……龍脈為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

雖參差向背不同，而各自條暢；石得勢，雖奇怪而不失理，即平常亦不為庸；山坡得勢，

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有時澹

雖交錯而自不繁亂，何則？以其理然也。而皴擦勾斫披分糾合之法，即在理勢之中。至

蕩，峰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

於野橋村落，樓觀舟車，人物屋宇，全在想其形勢之可安頓處，可隱藏處，可點綴處，

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開合起伏，

先以朽筆為之，復詳玩似不可易者，然後落墨，方有意味。如遠樹要模糊，襯樹要體貼，

必至拘索失勢；知開合起伏，而不辨本脈，是謂顧子失母。故強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偪

蓋取其掩映連絡也。其輕煙遠渚，碎石幽溪，疏筠蔓草之類，初不過因意添設而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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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

接，成為畫面中“合”的部份。前景右面的流水、中景

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映帶間，制其有餘，袖其不足，使龍之斜正渾碎、隱現斷續，

左面雲霧，與畫面頂部的天空，可以串連成為“之”字

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為真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形，是畫面“開”的部份。中景的山體是全幅最綿密之

美術史學者一般都認同王原祁這段繪論是受到董其昌影響。譬如董其昌說畫山水以“取
勢為主”、“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又提到“今人從碎處積為大山，此最是病”正與王原
祁的最後幾句話異曲同工。但是再比較趙左的畫論，如“山得勢，雖縈紆高下，氣脈仍是貫
串”，與王原祁說“先定氣勢”、“龍脈為畫中氣勢源頭”；趙左認為畫山水得“勢”，“氣
脈”便會貫串，王原祁說先定“氣勢”，“龍脈”就自然成為“畫中氣勢的源頭”，然後“之
斜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為真畫”等，都顯示王原祁與趙左畫面統一感之
形成，思想也有一致的地方。
當然以整體來說，王原祁的布局理論還是與董其昌的比較接近，特別是強調布局中的抽
象元素方面。他在《雨窗漫筆》中又道：“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
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艷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他認為時人盲目追求自然之理
而不知“畫理”，又缺乏鑑賞筆墨的眼光。在文人畫筆墨的討論上，王原祁不但繼承了董其
昌，還說得更加具體：
古人南宋北宋各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用龍脈有各用開合起伏處，是其氣味得力關頭
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礡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
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
他發現元代畫家畫山水，布局和用筆是分不開的，根本是一同考慮的事。他說“山樵用
龍脈多蜿蜒之致”就是整體布局的氣勢，而“仲圭以直筆出之”就是整幅畫構成的最基本單
位─筆。王原祁在倣吳鎮（1280—1354 年）和王蒙（約 1308—1385 年）時體會到“筆”
這個繪畫最小的單元是與整幅構圖互相配合的。王氏在題畫中曾說：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
染略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要于位置間架處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
而王原祁在《雨窗漫筆》裡說：“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
中亦有起伏。”當中的“開合”指繪畫章法中的展開和聚攏；“起伏”指繪畫章法中的起止
高低。 與以上兩段題畫一同理解，可知王原祁筆的聚散，與墨的濃淡分布是“龍脈開合”
的取小單元，與整體的“龍脈氣勢”是互相關聯，下筆作畫時必須先定“氣勢源頭”，並同
時兼顧筆墨應當如何配合。
王原祁六十一歲時所作的《倣吳鎮山水圖軸》（圖三）整幅山體布局的氣勢，由左下角向
右上角伸展，雖畫面仍明顯分為前、中、後景，但“龍脈”迤邐，起伏連綿，全幅氣勢相

處，但王原祁卻巧妙地在山間加入一條險要的石梯，當
中的留白緩和緊湊的局面，正是“分股中亦有開合”之
處，又使由主峰所構成的龍脈在中景呈“Y”字形分開，
繞過一些屋宇樓閣又再結合起來。王原祁的皴筆也與山
石的形體配合，前景小丘皴筆較短；中景用長披麻皴強
調山坡的陡峻，形成山體高聳的氣勢；雲霧後的一座山
峰，屬於畫面較次要的部份，山的形狀與主峰不同，是
長方形的結構，王原祁就用了近乎董其昌直皴的筆法，
用墨也較淡，在映襯之下，主峰也就更加玲瓏起伏。王
翬（1632—1717 年）跋云：“此幀雖倣仲圭，而氣韻位
置實得董巨三昩，剗俗入雅，可謂超絕。”可見此幅面
貌與吳鎮的山水距離頗遠，但正如王原祁說“要取淡中
之濃，要於位置間架步步得肯”，他的目標並非定留在

【圖三】王原祁《倣吳鎮山水圖軸》紙本
墨筆 94 x 53.1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學習吳鎮渾厚的筆墨，而是要以更單純的筆墨求位置間
架有清晰的條理，最終要得“董巨三昧”。
王蒙遺世的畫跡面貎不一，其中最具個人面貌是如
《夏日山居圖》般千崖萬壑，重山複嶺，層層而上的綿
密構圖。畫山時山石的輪廓與皴筆不分，皴筆短而細，
亂而繁，人稱牛毛皴。王蒙皴筆在凸處和邊緣處較疏，
在凹處和深暗處較密，突顯山體凹凸之形，加強延綿起
伏、山石盤旋上疊的效果。王原祁以“山樵用龍脈多蜿
蜒之致”概括了王蒙在布局和用筆巧妙之處。王氏《倣
王蒙山水圖軸》（圖四）的結構雖然並沒有王蒙般綿密，仍
以高遠法構圖。但從其題識中所說：“山樵皴法變化，
人學之者不能得其端倪。余謂山樵用筆實有本源，脫略
長短精細之跡，察其中之陰陽剛柔，探取生氣，面目自
見，真董巨骨髓也，不識有會時否？”可知，畫家並非
要模倣王蒙布局的表面，而是從王蒙處尋索深厚的傳統
筆墨功底來設景造勢。從畫中可見王原祁倣王蒙的皴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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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王原祁 《倣王蒙山水圖軸》紙本
墨筆 95.7 x 49 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比倣別家的密集，短披麻、牛毛等皴法的運用，是按

憑藉，而筆墨韻味才是主要的目的。 所以王原祁說：“有真山川可以見真筆墨，有真筆墨

著局部山石造型來施加。且皴筆的每一條單線有提按

可以發真文章。” 正合董其昌所說：“昔人乃有以畫為假山水，而以山水為真畫者，何顛

轉折，一組線條也有動勢方向，由線組成的面亦是如

倒見也。”

此，不同塊面也互相呼應，布置出主峰上有一道山脊

王原祁的族弟王昱（約 1662—1750 年尚在）二十歲就開始從王原祁學畫，對於老師的

玲瓏突出，並形成此幅布局的氣勢龍脈，從主峰一直

指導都記錄在其《東莊論畫》之中，他憶述老師說：“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

延伸到前景的岸邊。

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並說：“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但他自己對於

大體上王原祁在用筆用墨的的繪畫理論與董其昌

位置和筆墨卻有如此見解：

並無二致，但王原祁超越董其昌的是在於用色的理論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回抱句托，過

方面，提出“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色不礙墨，

接映帶，須跌宕欹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疏密，流麗活潑，

墨不礙色” 的說法，將筆、墨、色一道來講。他說：

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

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

王原祁雖然也說過“先定氣勢”，但不認為筆墨為“次講”的事，反而要與布局位置是

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為色，筆墨自為筆墨，不

一併處理。此外，王原祁認為“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為重”，而王昱則認為先培養“理氣”，

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

然後“趣”就會自然萌生：
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

而已。
開宗明義說明“設色即用筆用墨意”，如果只是

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色自為色，筆墨自為筆墨”布局就會失勢。上海博

可見王昱比王原祁稍為重視“理氣”。

物館藏王原祁晚年作品《設色山水軸》

，布局

王原祁另一位弟子唐岱（1673—1752 年之後）的繪畫風格、構圖和筆墨與其師有許多

具虛實疏密交錯之致，山石的組織互相呼應，與留白

相似之處，也同樣得到康熙的欣賞，到雍正時正式入宮廷供職。唐岱著有《繪事發微》，此

的地方對照。王原祁此幅的皴筆較少，而且用淡墨，

作其中之一的要旨是“舉畫中六法三昧，前人言而未盡者，以至於山水根源，陰陽向背，丘

以墨就色，好讓設色山水色墨交融，產生渾厚華滋的

壑位置，用筆用墨，皴染著色，種種諸法抒管見以志一得。” 與其師著述之旨頗一致。 論

效果。由此可見，王原祁將董其昌的文人筆墨理論加

到布局要旨，唐岱說“畫山水在得體勢”，原文如下：

（圖五）

【圖五】王原祁《設色山水軸》紙本設色
128.2 x 55.9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以發揮之餘，更提出文人較少談及的用色方面，豐富

了筆墨運用的抽象元素，並在他的作品中體現色墨不分相輔相成的酣沉斑爛之美。

夫山有體勢，畫山水在得體勢。山之體石為骨，林木為衣，草為毛髮，水為血脈，雲煙
為神彩，嵐靄為氣象，寺觀村落橋梁為裝飾也。蓋山之體勢似人，人有行走坐卧之形，山有

雖然在筆、墨、色的追求上，作品必然走向抽象發展。但是王原祁與董其昌一樣沒有否

偏正攲斜之勢。人有四肢，山有龍脈分幹。譬之看人站立，其手足分寸骨節長短無不合體，

定以天地為師的創作觀念。王原祁在一幅《倣梅道人》中題道：“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

看人坐卧，或一手伸而長，一手曲而短，非伸者長曲者短也，不過是形勢換耳。故看山近看

山回抱村墟落頗似梅道人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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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此形勢，遠數里則少換，再遠數十里則又換，逾遠逾異，移步影之說豈不信哉？故看正

地為師也。”又說：“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為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于平中求

面山如此，看側山不同，看背面山又不同。正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正面山之形勢，側

奇，綿裡有針，虛實相生。”反映王原祁既注重山水的自然之理和客觀實體，同時也沒有忽

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側山之形勢，少有不合便成背謬，此山之移步換影之說也。如人

略藝術上的“趣”。不過“理”對於王原祁來說是“不得不形似者”，即離了它便不象那個

在日光中站立，足步少移，其全身之影皆換。左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在足動移之勢，右足動則

東西的基本造形律。更重要的是，“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

全身形影合右足動移之勢。看山何獨不然，人之看山遠近偏正不一，山之體貌既殊而四時之

神現”，皴染等的筆墨技巧所造形的情趣，才“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因此，

色風雨晦明朝暮變態更自不同形勢，雖不同而山體更要入骱。山有山腳山腰山肩山頭，其最

與董其昌山水畫一樣，他們的畫不是“眼中之山”而是“紙上之山”，山川形態是作畫資料

難入骱者山頭也。畫山頭多不得一點又少不得一點，要在入骱而已。且畫山則山之山峰巒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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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俱要得勢，嶺有平夷之勢，峰有峻峭之勢，巒有圓渾之勢，懸崖有危險之勢，遙岑遠岫有

結論

層疊之勢，石有棱角之勢，樹有矯（左寧右頁）之勢。諸凡一草一木俱有勢存乎其間，畫者
可不悉哉？主山，一幅中綱領也。務要崔嵬雄渾，如大君之尊也，群峰拱揖而朝四面輻輳。
布局立稿落筆時一得大勢，作者先自悅目暢懷，遂筆筆得趣皴染如意有自得之樂。故洪谷子
云意在筆先，俟機發落筆心會神融自然得山之形勢也。然人心不靜則神不全，意不純思不竭
草草落筆則山之大勢不得意興索然。故畫山水起稿定局重在得勢，是畫家大關節也。
文中“草為毛髮，水為血脈，雲煙為神彩”和“移步換影”之說等，都是脫胎自北宋郭
熙（約 1020—約 1100 年）《林泉高致》的〈山

明末清初畫壇以倣古方面的成就最受注意。但畫家倣古到了最後實為自己的面貌，於是
以自己的面貌創作時，布局便是下筆前必須先考慮清楚的事情。不論松江畫派的“勢”，與
婁東畫派的“龍脈說”，都表示他們極度重視山水布局。與古代畫家一樣，松江和婁東畫家
無不因愛山水而下筆繪畫山水，真山真水是他們創作的啟迪。所以諸位擅長倣古的畫家，在
畫論中也有談及布局與自然之理的關係和重要性，可見他們的繪畫思想在師古人與師自然之
間並沒有衝突。
另一方面，畫家的討論都談及自然之理與藝術上的筆墨表現，他們對於這兩個方向的追

水訓〉；“諸凡一草一木俱有勢存乎其間，畫

求與傾向，其實是有著一連串鐘擺式的發展。首先是董其昌認為“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

者可不悉哉？”與趙左論“山得勢、石得勢、

決不如畫”，藝術上筆墨高於自然境界；稍後，趙左說“而皴擦勾斫披分糾合之法，即在理

山坡得勢……若一氣呵成”意思接近。文中又

勢之中”，筆墨應包括在自然之理之中；入清，王原祁繼承了董其昌的思想，更加把布局和

以人的骨骼比喻山的形體，人的骨骼不對，人

筆墨，甚至是用色一起處理；然後到了王原祁的兩位傳人王昱和唐岱在接受這位師長的

就無法活動，也沒有生機。這樣的比喻明顯是

之餘，卻又重新反思自然之理的重要性。

重視“自然之理”，也較接近是趙左畫論之旨。

從整個繪畫史的宏觀角度來衡量以上畫家的成就，當推董其昌和王原祁為至高。董、王

唐岱山水畫，用筆沉厚，布局深穩，都是

二人之所以在畫史中佔據這樣崇高的位置，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是二人對山水布局的共通之

得力於王原祁。但另一方面為迎合宮廷需要，

處在於思想上是自然之理與筆墨並重，但是在作品中所見顯然是利用自然真實來表現筆墨之

其用筆更加細致、規矩，風格具有富麗華美的

美，結果作品中的筆墨抽象表現必然比自然真實的具像表現來得強烈。其實，自元代以來的

裝飾性。如乾隆六年（1741 年）的作品《晴巒

文人畫主流就是筆墨造詣，墨精墨妙者最能得文人之間的認同，這也是董其昌和王原祁之所

春靄圖軸》（圖六）中，山體造型結組、陰陽受光

以能成為畫壇翹楚，名垂畫史的重要因素。

面的處理都有著豐富的層次感和立體感。這點
與其他婁東畫派畫家的風格不同，卻與在康熙
朝的宮廷畫家如焦秉貞（活動於 1680—1720 年
間）等參考西洋畫法作畫的宮廷畫家有類似的
表現。而西洋畫的真實之美當中包括了中國畫
繪畫思想中的自然之理，這對唐岱的繪畫和繪
畫思想不無關係。

導

【圖六】唐岱《晴巒春靄圖軸》紙本設色
282 x 159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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