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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画家的代名词。以岭南为例，在岭南画派的画家之外，此时此

地还有国画研究会等其他的画家群体也很活跃。派外画家跟派内画

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壁垒森严，且颇有往来应酬。海上画派和海上

名家，亦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概念。比如，岭南画派的高剑父曾经生

活在上海，创办审美书馆，并在海上画坛颇有声望，亦算得上某一

时段的海上名家。但是，其身份不可算入海上画派。就岭南画派和

海上画派在场域意义上的情形而言，这是两者的相通之处。不过，

两者也有相异之处。比如，岭南画家“二高一陈”同出于居廉门下，

高奇峰尽管不是居廉的授业弟子，通过其兄高剑父的转授，也可视

为受居廉的启蒙。相对于居廉而言，“二高一陈”有着同门之谊。

并且他们的年龄相近，有着“共时性”的关系。海上画派则不同，“前

海派”的时间跨度长达近百年，从开派人赵之谦（1829—1884）算起，

分别有前期领袖人物任伯年（1840—1896）、后期领袖人物吴昌

硕（1844—1927）。我们可以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把他们视为同

时代画家；亦可以从微观历史的角度，把他们视为先后延续或递进

的关系。也就是说，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之间，不仅有着“共时性”

因素，也有着“历时性”因素。可以视为联袂登场，也可以视为长

江后浪推前浪。

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

近现代文化语境的转型，不仅改变了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客

观上也改写着画家的身份。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都表现出丰富而

复杂的状况。此前的中国绘画史，关于职业画家和非职业画家的身

份讨论，在此时被注入了“自由职业画家”的新类型。“鸦片战争后，

上海渐渐成为输入境外资本和舶来西方文化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内忧外患、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背景，各国商人和华洋移民杂处

并存的多元文化情境，营造出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艺术涵泳量和社

会宽容度”，（注释 4）这成为海派兴起的重要前提。稍晚而起的

岭南画派，产生于“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地区，曾经有“新派”、“折

衷派”、“岭南派”等不同的称谓。而 1908 年高剑父、高奇峰兄

弟在广州长堤德昌公司三楼举办的画展，作为岭南画派画家的早期

展览记录，在当年的时评文章中被称之为“总是 something”。（注

释 5）特定的场域特征，决定了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的画家，在社

会身份与文化身份的界定方面，必然有着这个时代的烙印。

社会身份的独立性，是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画家的共同特征。

海上画派的开派人赵之谦，早年曾经设馆授徒。同治十年（1871 年）

受命编撰《江西通志》之后，先后在江西鄱阳、奉新、南城县担任

县令，度过仕宦生涯。海上画派的前期领袖任伯年，曾经在太平军

中撑过大旗。自同治七年（1868 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

期间，生活在上海长达近 30 年，以鬻画为主要生活来源。海上画

派的后期领袖吴昌硕，学画较晚。曾经做过短期的“酸寒尉”，但

陈树人 月黑风严螺子崖

高剑父 东战场的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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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身份·符号——岭南画派与海上画派的比较研究

王嘉

近现代文化语境的转型，对 20 世纪中国绘画史产生了蔚为深

刻的影响。作为传统条件下滋生、发展而来的视觉习尚，在自我改

革的现实需要和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之下，已经没可能继续沿着原

先的轨道前进。哪怕是被称为“传统派”的画家们，除了他们使用

的绘画工具和材料跟古人一脉相承之外，不管是创作思想，或是视

觉效果，都有着不得不产生变革的坚强理由。至于在这段历史中致

力于研究西方绘画，并不同程度地从西方绘画中汲取有效元素来弘

扬中国画的先行者们，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们用艺术作品

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理想、观念与追求，更是有着不可抗拒的生机与

活力。历史仿佛注定了要在这个坐标位置上埋下一个拐点，它不仅

把作为视觉艺术的中国绘画推向新的旅途，更为重要的是以几乎全

面刷新的方式颠覆了曾经熟悉的“旧”的绘画语言，并在“新”的

绘画语言中植入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与品质。特别是岭南画派和

海上画派，分别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地理区域为基础，竖

起堪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记。这对于我们研究 20 世纪中国绘

画史，不啻是颇为重要的经典话题。

在区域美术研究的领域里，岭南画派和海上画派的研究成果都

已经非常丰富了。尤其是近 30 年来，随着老、中、青学者的共同努力，

关于这两个画派相关代表人物的基本史料，陆续被发掘、整理和出

版。以史料为依据的新观点、新方法，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宏观

研究前提下的个案研究，以及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研究，也得

到比较全面的展开。不少学术机构，也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

平台。以岭南画派为例，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

物馆、岭南画派纪念馆、关山月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画院、

广州画院、广东省文史馆，以及香港艺术馆等单位及有关学者，通

过展览策划、画册及专著的出版、发表学术论文等多种方式，展开

相关的立体研究。近年来，海上画派的研究成果也颇为显著。以上

海文史馆、上海大学、上海美术馆、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为代表的学

术机构及有关学者，在海上画派的研究和展示等方面，开展了大量

的工作。这就为我们进行岭南画派和海上画派的横向比较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场域视角下的岭南画派与海上画派

岭南画派和海上画派的比较，是在时空特征相近的场域视角前

提下的互相比较。首先是时间因素，两者在时间坐标上的位置，尽

管头尾有一定的差异性，却也有相当程度的互相重叠。这就带来了

两者在时间意义上的可比性。参照丁羲元《论海上画派》的观点，

海上画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自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

代，即上海开埠到太平天国时期。其二自 19 世纪 60 年代末至 19

世纪末年，即同光之交太平天国以后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其三自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注释 1）也有人把 1840 年至 1938 年期间

称为“前海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上海绘画称为“后海派”或“新

海派”。（注释 2）岭南画派的时间界定，参照黄鸿仪《岭南画派》

的观点，则是自 20 世纪初开始，至 1951 年高剑父在澳门去世为止。

（注释 3）从历史时段而言，岭南画派之兴起，虽晚于海上画派。

但其存在时间，至少在“前海派”结束之后还继续存在了 13 年。“前

海派”兴起在先，“岭南画派”收尾在后，两者重叠于 20 世纪初

期至 30 年代，前后大约 30 年左右。

跟场域视角有着密切关系的因素还有画家个体、群体及其相互

关系。事实上，海上画派不是海上画家的代名词，岭南画派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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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功利性。当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社会功利模式在

近代社会发生转换之后，画家以何种方式谋生，成为一个现实的话

题。不管是在号称“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或是在“开风气之

先”的广东，以绘画为主要谋生方式的画家，必然面临着功利性的

现实话题。海上画派的画家在绘画的格局、立意、笔墨、题材等方

面的大胆革新，对民间艺术的吸收与融合，对浓艳奔放的世俗内容

的表现，客观而言有着浓郁的功利成分。岭南画派从西洋绘画中吸

取有效因素，在表现语言、方式和技巧等因素上的创新，甚至高剑

父主张的“影画之道，汹则汹绝，险则险绝，艳则艳绝，悲则悲绝，

霸则霸绝”的创作思想，以及岭南画派对飞机、大炮、汽车等现代

生活内容的表现，客观而言也有入世和功利的动机。

第三是抒情性。通过特定的符号方式和笔墨语言，表达那个时

代的抒情内涵，是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的又一个共同特征。赵之谦

花鸟画中的书法用笔、大胆泼辣的鲜活色调；任伯年人物画中的节

奏感和层次感、花鸟画中的明丽、生动、巧妙、润泽；吴昌硕花鸟

画中的奇纵恣肆、沉着稳健、铁线银钩等，焕发出海上画派的朝气

蓬勃与生机活力。陈树人在上世纪 40 年代写于重庆的《寄怀高剑

父一百韵》，用文艺复兴“三杰”比拟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的“岭

南三杰”，其实就是对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

术思想的肯定和发扬。尽管海上画派的吴昌硕在绘画中使用西洋红，

重视汲取各种有效元素发扬中国画。但是只有岭南画派是真正从思

想到实践都朝着“世界主义”的方向前进。这就决定了岭南画派的

抒情性，在偏离了中国传统路线之后，从另外的角度发展和推进了

中国绘画的审美与创作。这跟海上画派主要从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

中寻求借鉴，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价值。

重要的不是画派

岭南画派与海上画派的比较研究，可以开展的工作有很多。以

画家为线索的比较研究、以近现代文化语境的转型为线索的比较研

究、以绘画与市场的关系为线索的比较研究，甚至以色彩方式、笔

墨方式、绘画题材、诗画关系等为线索的比较研究，在既已取得的

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横向比较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区域之

间的美术现象和美术作品的比较研究，还可以从“前海派”和“岭

南画派”的比较，扩大为当代的海上画家与岭南画家的比较研究。

通过多种角度、多个层次的比较研究，发掘独立个案研究中被忽视

或被错过的话题。并进而为两个区域的当代绘画创作提供借鉴，应

该说这正是我们开展区域绘画比较研究的真正价值。

所谓画派，其实只是某个时段、某个区域、特定条件下产生的

绘画群体。任何画派都是有边界的，都有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酝

酿、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海上画派从“前海派”到“后海派”，

岭南画坛从 20 世纪上半叶的以“二高一陈”为主体的“岭南画派”

到当代岭南画家群体的兴旺，都遵循着这个规律。从另一个角度上

讲，任何画派也是没有边界的。体现在，任何画派都不是在封闭环

境中发生、发展的。任何画派的存在，都不是内部的自我发展，都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外辐射与交流的过程。任何画派的存在，都必

然是在跟画派之外的更为广阔的领域相比较而存在、相促进而发展。

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之间，也不是互相孤立的两个群体。至少，在

20 世纪初期至 30 年代，两个画派有过历史阶段的“共时性”关系。

并且，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曾经生活在上海，也曾经多次前

往上海，这为两地画家之间的近距离比较提供过历史契机。

从中国绘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未来而言，画派的存在仅仅是一个链

主要从事文化活动，晚年在上海生活长达 40 余年。相对独立的社

会身份，特别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职业画家”的身份因素，成为

海上画派画家的主要特征。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

早年是同盟会会员，致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民国之后，除陈树人

任职于国民政府之外，高剑父和高奇峰都是以“自由职业画家”的

身份，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和美术活动。这种情况，跟海上画派颇

有近似。

文化身份的多样性，为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的画家们提供了多向度

的发展空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两个画派的共同特点。

区别在于，海上画派的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是在传统前提

下往纵深方向发掘新内容。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

更多的是倾向于在开拓视野的过程中，致力于“折衷中西”，这是

一种横向发展的路径。尽管两个画派在总体发展态势上走的是不同

的方向，但是这两个方向并不是互相孤立或互相对立的方向。因为

海上画派的画家们在视觉样式上对西方文化和中国近代文化的借

鉴，岭南画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吸收，对于两个画派的发展

壮大，都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传统与当代、国风与洋风，为这个时

期的视觉艺术平添了多样化的文化身份。特别是高剑父、高奇峰、

陈树人的留学背景，以及他们所持的开放的文化态度，在近现代文

化语境转型的特定历史阶段，为中国绘画史研究提供了至为宝贵的

精神内容。

符号与笔墨

视觉符号在中国传统绘画里，蕴含着丰富的话题。特别是中国

文人画传统世界的诸多符号，在近现代文化语境转型之后，面临着

被改写、分裂、转换、刷新的境遇。“文人画符号表现日益强化而

话语阐释日渐退场的发展趋势，在以近代城市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海

派绘画的催化下，出现了价值与形式的分裂化局面，人们有了各取

所需、各行其是的更大自由。” （注释 6）岭南画派作为这个时期

的重要绘画群体，在视觉符号方面也表现出若干共性的或个性的特

征。跟视觉符号相对应的是笔墨因素，在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的创

作中，也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大致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流行性。海上画派的画家对流行的视觉符号，有着敏锐

而超前的感知能力。他们深知中国传统的视觉符号，有哪些最能够

打动以近代新兴市民阶层和资产者为主体的消费者。他们以主动的

创作态度，把握和引导着的消费者们的视觉需求。他们的绘画作品，

占据着艺术市场的主流，成为风靡一时的焦点。面对开放的情境，

海上画派打破了传统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某些界限，把中国画创作

推上“消费带动生产”、“生产引导消费”的商品流行时代。岭南

画派的画家，在流行性方面则杂糅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

义等多方面的元素。高剑父、高奇峰在从日本归来之初，更是以鹰、

狮、虎等猛兽题材，赢得社会的关注。跟海上画派的市民符号和商

品符号相比，岭南画派则更为明显地使用了政治符号和精神符号。

任伯年 人物册页

高剑父 涛声清在空

任伯年 花鸟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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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东经史学派”对浙江书风的影响及意义

赵广青

在清代前期，董其昌书风流行海内外的同时，一些书家则致

力于隶书的创作，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董书衰

微、隶书中兴的现象。其中以浙江地域的书家最为突出，这种现象

的出现对清代后期由“帖学”转向“碑学”有着重大影响。究其书

风转变的原因，这与“清代浙东经史学派”崇尚经史学、在历史研

究中注重出土的金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书法现象实质是当

时清代学术发展在艺术领域的鲜明体现，隶书中兴又对此后金石碑

版之学研究深入产生深刻影响，艺术创新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由

此可见一斑。

清代前期浙江地域的崇董书风

清兵入关以后，或是出于稳定政治、拉拢汉族知识分子的需要，

或是出于对汉文化的羡慕和喜欢，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特别是

诗词、书画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极大兴趣，并且亲身实践。由于康熙

皇帝的喜爱和推崇，清朝前期的书风基本上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之

下。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在科举考试时被录取的机会较大，在

仕途上的际遇也比他人更为顺畅。因此，清代前期在书坛上享有盛

名者，基本上都是属于来自江浙一带、气格近似董其昌的书家。清

前期浙江地域学习董其昌书法的主要有高士奇、陈邦彦、查昇、毛

奇龄、姜宸英、陈弈禧、杨宾等。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竹窗、瓶庐等，

浙江钱塘人。高士奇的书法以小楷见长，其中行书直接从董其昌入

手，书风特点圆润流畅而缺少生气与个性。浙江海宁陈邦彦（1678—

1752），字世南，号春晖、匏庐，其书法以学董其昌能得其神髓

而著称，备受康熙的欣赏。甚至在当时有人把他的作品裁掉名款，

冒充董其昌的作品谋利（注释 1）：

圣祖最喜香光字，遇外吏进呈之本，有疑似者，辄为沉吟曰：

“其陈邦彦书耶？”高宗尝出内府香光真迹数十轴，召公询曰：“内

中孰为汝所书者？”公审视良久，叩首谢，亦竟不能自辩也。

从此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董其昌在当时的影响，同时也反证

了陈邦彦在当时的名气之大。

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西河，浙江萧山人。毛

奇龄是清代著名学者，治古文经学，自视甚高，平生在音韵、经学、

历史、地理等方面均有研究。 （注释 2）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及不谐

于俗的气度，在当时的书坛上也颇引人注目。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号湛园、苇间，浙江慈溪人。

其书法也是从董和米入手，直追魏晋，在临习书法时，他有自己的

临习方法，但无论怎样也摆脱不了当时董书的笼罩。姜宸英自称（注

释 3）：

予于书非敢自谓成家，盖即摹以为学也，传与不传殊非意中

所计。 

姜宸英以“摹以为学”取法已上溯到晋唐宋元，毕竟比那些

墨守董书的书家略高一筹。这也算是在当时董书笼罩时一种新面貌。

查昇（1650—1707），字仲韦，又字汉中，号声山，浙江海宁人。

查昇的书法作品风格也脱离不了董书的样子，深董书的飘逸秀润之

致。用笔突出轻重波挑变化、婉转流畅。查昇对董书从技法到意韵

都经历了长期的浸淫和刻意的揣摩，与当时的书家相比，在继承董

注释：

1. 丁羲元《论海上画派》，见载《海上画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出版。

2. 参照李万才《海上画派》第三章第二节《海上画派辩》，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3 年 1 月出版。

3. 黄鸿仪《岭南画派》第一章，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3 年 1 月出版。

4.卢辅圣《中国文人画通鉴》第六章第二节，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5. 吴子复的《二十五年来广州绘画印象》，见载黄小庚、吴瑾《广东现代画
坛实录》，第 144 页，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出版。

6.卢辅圣《中国文人画通鉴》第六章第二节，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条、一个环节、一个现象、一个因素。它必然会消失于历史的沉淀，

必然会融入更为宏观的历史叙事。从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到明清

以来的吴门画派、新安画派、常州画派等，最终都不是为一时、一

地的绘画粉丝们提供福祉，而是以更为给力的方式，成为后来者研

究、吸收和借鉴的样板。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的历史意义，也正在

于此。对于今天的画家而言，一方面是直接从前人的绘画创作中汲

取营养，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绘画艺术。另一方面是通过研究前人如

何把艺术创作融入时代、引领时代，从而在前人经验基础上获取前

进的动力和方法。任何画派的成功，都不仅仅是作为画派自身而存

在的。只有当它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它才真正具有历史的穿透力

和文化的驱动力，在绘画史上拥有真正的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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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浙江地域的隶书书家

清代前期，董书曾风靡书坛时，一些想摆脱董书笼罩力求新

面貌的书家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这时隶书开始悄悄崭露头角，一些

擅长隶书的书家也逐渐多了起来。浙江绍兴的戴易（1621—？）

是较早学习隶书的一位书家，我们从戴易遗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其

字形严谨，点画沉着，但是还没有汉隶古朴浑厚的气象，反而有点

像唐人隶书的面貌。

继戴易之后擅长隶书的书家有朱彝尊（1629—1709），其隶

书用笔流畅飘逸、轻松舒展，结体上取其方扁端正、从容雅典。其

书得益于汉代《曹全碑》，虽说是学汉隶，但是不能得其形似。

到了康熙王朝后期，隶书的发展逐渐有了好转，隶书大家也

逐渐增多，出现了隶书中兴的局面。其中代表的书家有万经（1659—

1741），万经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万

经擅长隶书，史书有记载，其晚年罢官回乡，家产已罄，只好写隶

书出售，以此养家糊口。其隶书用笔沉稳苍厚，结体端正，得益于

汉碑淳朴浑穆之气。万经除了在书法技法上有所成就以外，其理论

也有所建树。他著有《分隶偶存》2 卷。书中所记汉代以来各家书

论中有关隶书和八分的记述，溯源穷本，详加考辨，其中有关分、

隶、楷三体名称与实指的排比引证以及对汉、唐隶书特点的总结对

比，都能发前人所未及，成一家之言。甚至考订汉魏碑版及排列、

评论历代善隶书者三百多人，对当时学习和研究隶书者均有很高价

值。同时，《分隶偶存》的出现，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当时隶书

逐渐复兴、书法界开始对隶书给予重视的趋势。

清前期浙江书风转变原因及意义

清前期浙江书风由董书转向隶书原因，与浙江地域的学术背

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浙江书家多数受“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影响，

从而对隶书的发展有了推动的作用。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古代的

金石文字和碑版资料被众多浙东学者视为研究历史和经学考证的重

要资料和可信依据，因此很多学者争相寻访金石碑版方面的收藏。

这样从而带动了文字学领域的研究，对于古代的钟鼎彝器和碑刻石

板文字大多数为篆书、隶书。金石学和文字学的发展及相互作用，

使得浙东学者对金石碑版的潜心研究不可避免的对以文字为表现载

体的书法艺术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浙江地区的许多金石学者本

万经隶书七绝诗轴 纸本 52.5×13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身就是书法家，他们对金石研究的兴趣引入到书法的创作实践中去。

其中浙江嘉兴的朱彝尊既是学者，又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其尤好

金石学，不管是商周铭器还是秦汉碑版无不搜集，要追溯源流。朱

彝尊学习书法也是因为搜集金石碑刻的活动密切相关的。我看到朱

彝尊的书法是取法于《曹全碑》，是因为浸淫日久，熏陶渐深，遂

操觚染翰，濡毫游艺的原因。可见其金石研究与书法实践的深刻联

系。另一方面，很多浙东书法家受到当地学术风气的熏陶，通过师

友交谊的联系，在自己的书法实践中主动吸收金石研究的成果，从

而完成对隶书书写的创新，如朱彝尊和丁敬等浙东同乡的交往最深。

其隶书兴趣即是奠基于早年与近邻丁敬的交往，两人经常一起交流

讨论，嗜好碑版金石和篆刻，从金石碑版中吸取创作的养分。这也

说明了浙东学术对当时书法艺术的深入滋养之功。

    金石学在当时越来越引起时人的重视，从而促进了“碑学”

的萌芽，对此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石碑刻中的书法

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在当时形成一批具有很高收藏价值和书法价值

书风格笔法上，显得更加纯熟和准确。

杨宾（生卒不详），字可师，号大瓢，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杨宾一生致

力于书法，与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如姜宸英、陈弈禧、查昇、汪士鋐、何焯等均有

密切交往。所著《大瓢偶笔》，于古今书家、碑帖名迹、学术要诀及笔墨刻工等，

无不详加评骘阐发，是研究清代前期书法的重要资料。 （注释 4）杨宾的书法，

点画瘦劲峭拔，字形匀整茂密。这可能由于他写字时用悬肘撮管的原因吧，所以

行笔十分迅疾果断，线条流畅爽利，但是显得有些单调，字形缺少了些变化。

陈弈禧（1648—1709），字六谦，又字子文，号香泉、葑叟，浙江海宁人。

陈弈禧的书法早年学习董其昌，虽然如此，他想摆脱董其昌的书法，我们今天看

到他的书迹，他对米芾书法用力甚多，着意于结体的变化，字里行间虽有欹侧跌宕。

但是风格还是圆润秀美一路的。

在以上的书家看来大多都是学习董书，他们都是浙江地域的书家。浙江地域

学习董其昌的书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统治者的喜爱和推崇。时人竞

相收藏，很多官员常以董书进呈皇帝，治者的喜爱和推崇。时人竞相收藏，很多

官员常以董书进呈皇帝，以此得到皇帝的赏识。二是因为地域文化的原因。董其

昌的交游大多以江浙一带为主，董其昌在书法上又推崇恬静之美，这正好吻合浙

江一带的地理环境，也反映当时浙江地区文人气质。

姜宸英作品

毛奇龄作品

査昇作品 陈奕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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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窥北魏，畅流隋唐──李文田行楷书法作品赏析

梁达涛

李文田（1834-1895），字畲光，一字仲约，号若农，谥文诚。

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1859）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屡典文衡，

识拔绩学，历任浙江、四川主考，提督江西、顺天学政，内阁学士，

礼部右侍郎等。清代蒙古史研究专家和碑学名家。学问渊通，工诗

文，擅书画，书宗北魏，畅流隋唐。著有《元史秘注》、《朔方备

乘札记》、《西游录注》、《和林金石录》等。

李文田的书法最为世所称颂的是他的行楷对联，端庄老成，笔

酣墨畅。近人麦华三先生对李文田的书法评价甚高：“若农乃以从

容自在之笔调一写高古拙朴之北碑，一时书家奉为正宗。清末写碑，

陶睿宣近于呆板，赵之谦过于轻佻，惟若农老成持重，雍容大方，

为北派正传（注释 1）。” 

李文田学习书法是从唐人开始的。陈伯陶《李文诚公传》谓：

“书由唐碑入北魏，自成一家（注释 2）。” 早年为应付科举考试，

用功于唐碑。观其三十岁前的作品，出入于欧颜之间，而颜的面貌

更多。北京图书馆藏李文田书《新会邑馆记》拓片 （图 1）（注释

3），是李文田早期书风的代表作。是碑在北京宣武区粉房琉璃街，

分刻二石。新会邑馆是由邑人陈焯之于咸丰二年（1852）捐建，主

要是供家乡上京应试学子所用。此碑款为“咸丰三年孟夏李星辉撰，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顺德李文田书”，可知碑文由李

星辉所撰。 李文田何时就任武英殿协修一职未见史料记载，李文田

于咸丰九年（1859）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充武英殿纂修官。

因“协修”官地位在“纂修”官之下，可知李文田书此碑时间当在

咸丰九年（1859）至咸丰十年（1860）间。此作用笔挺拔，点画清峻，

结体方正，取法《多宝塔》，为标准的颜体。李文田曾作《大松冈

祖茔记》（图 2）述其家世，风格与《新会邑馆记》类似，以端庄

的“颜体”写成，当为同一时期作品。

李文田入仕后，书风为之一变，转向北碑。李文田对北碑的探

索，亦有一个过程，初期的碑派书风呈“外露型”，对碑的“金石味”

刻意为之，点画犀利，略带“火气”。同治九年（1870），李文田

书“余思普及能爱物，仁术无私维济人”行楷联（图 3）。这种风

格的作品非常少见，此作为其三十七岁时所书。用笔虽重，且极力

图 1  《新会邑馆记》（节选）

图 2  《大松冈祖茔记》（局部）

李文田乃清末岭南书法名家，然其书风一生变化不大，成就最突出者为其行楷书。李文田学书以篆隶为根基，而畅游于北朝及隋唐碑刻，

其书老庄稳重，出碑入帖，笔酣墨畅。本文通过分析李文田的对联、小楷、信札等传世作品，探讨其在不同时期的行楷书风特点，并对其

成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朱彝尊 《隶书五言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彝尊《隶书七言联》 164.2×39.4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注释：

1.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九。

2.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56.

3. 姜宸英《湛园书论·书自作书后》，载《明清书法论文选》。

4.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61.

的珍贵拓本脱颖而出。而浙江地区的书法家也在实践中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成为浙江地域文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清

代前期浙江地区的书法家书风转变，和隶书创作之所以能有所新的

转变是离不开“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崇尚金石

文字学才使当时浙江地区书法创作有了时代的革新，更对后来的“碑

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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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澄波陈书”楷书联

图 10 “左书种德”楷书联

图 11 “操心所得”楷书联

图 13 “玉房金斗”行楷联

图 14 李文田自作诗

图 12 “约文标能”楷书联

图 15 “时人佳句”行楷联

如作于光绪四年（1878）的“左书种德”十言联（图 10），光绪

十二年（1886）的“操心所得”七言联（图 11）、“约文标能”

八言联（图 12），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到了晚年，李文田则更注重用笔的灵活性，而不再是单纯的铺

毫，旨在追求变化。观李文田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的“玉房金

斗”行楷七言联（图 13），时文田五十九岁，可看出他在用笔上

的一些调整。此联为集唐诗句联。上联出自顾况《乌啼曲二首》之一：

“玉房掣锁声翻叶，银箭添泉绕霜堞。”下联出自白居易《缭绫》：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李文

田的对联作品以集句联为主，尤以集唐为最，其有一印为“仲约集

唐”，在作品中常见。作品以碑为基调，然渗入行书的用笔，时而

出现枯笔，注重作品墨色及点画粗细的变化。从作品的风格来看，

当以羊毫生宣为之，整体呈现出结字为方用笔偏圆的特色，是李文

田书风走向成熟的表现。

光绪癸巳年（1893），李文田六十岁时所书的自作诗一首（图

14），此作为小莽苍苍藏，载其《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中，文与《李

文诚公遗诗》有出入。从款文可知李文田按试宣德时曾作诗一首，

录此以赠友人。此作用笔与前相近，行、楷掺杂，出碑入帖，注重

变化，可证李文田晚年书风的特点。

另一“时人佳句”行楷联（图 15），为憨斋藏，《广东历代

书法展览精品集》有载。此作风格与前两幅相同，当为同一时期作品。

此联亦为集唐诗句联，上联出自张祜《硫黄》：“时人尽说韦山甫，

模仿碑刻的痕迹，但力度不足，略显糜弱，且部分笔画交待不清楚，

如“普”字的几个点，“术”字的上部笔画含糊，显然不是一件成

功之作。李文田的这种尝试可能受到赵之谦的一些影响，试看赵之

谦同时期的作品（图 4），在结字上两者有相似之处，然赵书笔力

厚重，更显老到凝练。

然而，李文田此类大字作品只是一种尝试，并没有深入研究。

试看其同年作品（图 5），此作节录《抱朴子》语，为赠送洪钧之作，

笔法严谨，一丝不苟。从这幅作品可以看出，李文田的书风再次发

生转变，他试图把北碑写得温润而不是狰狞，他有意识地把隋唐碑

刻与北碑结合起来。因此，他在临写唐碑时亦带有明显的北碑意味

与隋碑笔调。如光绪五年（1879），李文田作《临唐碑十二种》 （图 8）

（注释 4）书册，碑中除《半截碑》为行书外，其余十一种均为唐楷。

此书册中，李文田取北碑的间架，而吸收隋碑的笔意，遂其作比之

唐碑，结体更显宽绰，而用笔更为轻松。

可见，无论写唐碑或北碑，李文田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有意

识地吸收适合自己的表达技巧。大约到了四十岁，李文田书风面貌

开始形成，并逐渐走向成熟。同治年间，李文田购买了不少碑帖善本，

尤其以汉隶与魏碑居多。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加之观摩大量的碑帖，

文田眼界大开，已不再局限于某碑某帖，而是寻求融合。作于光绪

元年（1875）的“澄波陈书”八言联（图 9），时李文田四十二岁。

此作用笔厚重，方中有圆，万毫齐铺。此类作品在李文田的对联中

较为常见，往后十年左右，李文田基本保持这种风格进行创作。

图 4 赵之谦“猛志奇龄”楷书联

图 5 《抱朴子》楷书轴

图 6 节临《张猛龙碑》

图 3 “余思仁术”楷书联

图 7 《苏孝慈墓志》 （局部）

图 8 《临唐碑十二种》（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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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见：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编．岭南书论（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66．

2. 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六十九年 [1980]：253．

3. 图版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82 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61．

4.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影印本。

5. 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 60．北京：线装书局，2003：116．

6. 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李文诚公缩临醴泉铭》影印本。

图 19 信札（局部）

图 20 赠友人行书作品

图 21 苏轼《洞庭春色赋》（局部）

骨韵姿势皆肖。犹忆曩寓邸第时，师每下值，不脱衣冠，就案评骘

余书毕，信手展纸背临欧书，顷刻累幅，皆他人矜意所不逮，盖不

惟绝艺入神，亦精力过人远也（注释 6）。” 可见李文田对欧书用

功之深。

李文田的小楷作品主要见于其对碑帖的题跋中，如跋《华山碑》

顺德本（图 17），或小字扇面中（图 18），用笔饱满，结体略作斜势，

大小错落，一任自然。从李文田的小楷作品可以看出，他在小字上

肯定花过较深的工夫，其用笔之精熟凝练，从容自在，绝非简单地

把大字缩小来写可以达到。

再看李文田的信札。李文田书信中帖学意味更浓，书卷气十足，

不拘泥于一种字体，有小楷、行书、草书。如李文田写给丁日昌的

信札（图 19），载《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中册》，此作以行书为主，

时有草书，从笔意上看当受王羲之、苏轼、赵孟頫等影响较大。在

他的一些行书作品中，苏字的味道更浓，其以欹侧取姿，结字稍扁，

用笔肥厚，融苏字于北碑中。（图 20、21）

综上所述，李文田的书风可以概括为“碑底帖面”。清代是碑

学大兴的年代，学碑几乎是每位学书者的必经之路，李文田也不例

外。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李文田并不属于学碑顽固派，而是博采

众长，吸收帖学的精华，走碑帖结合的路子，其书厚重而不失流畅，

散发着文人的风流气骨。李文田的这种书风，对广东书坛作出了重

大贡献，后来学李者较多，在中国书法史当记一笔。

图 18 小楷扇面

昨日余干吊子孙。”下联出自韩翃《和高平朱参军思归作》：“狂

歌好爱陶彭泽，佳句唯称谢法曹。”此乃李文田的精品之作。笔画

重处沉稳，雍容大方却不觉臃肿，如“佳”、“句”、“山”等字；

轻处灵动洒脱，略带行书笔致却丝毫不显糜弱，如“说”、“法”

二字。在一字之中亦注重点画轻重的对比，如“称”、“谢”二字。

整幅作品和谐统一，他摒弃清人刻意追求斑驳及线条颤抖扭曲的弊

病，结字端庄舒展，用笔婉约遒劲，碑帖结合，趣味横生。章法上

正文行气疏朗而款字茂密，虚实相对，各字笔画之繁简又形成自然

的疏密对比，颇有完白山人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艺术效果。

尤其李文田惯有的签名方式，“李”字大而重，“文田”两字小而细，

与正文相得益彰，实收点缀之效。

在清代，碑学大兴，书家注重写大字，对联无疑是很好的表达

形式。李文田除留下诸多对联作品外，其写给友人信札、碑帖题跋

等小字作品同样值得注意。李文田的信札作品似不经意为之，然细

心观察，却别有一番味道。

先看李文田的小楷。他的小楷主要以《九成宫》、《多宝塔》、

《灵飞经》为根基，后融入《张猛龙》、《苏孝慈》及其他隋碑特

点，结字严谨，然笔势开张，虽为小楷，却有大字风范。《李文诚

公行状》云：“公年过六十尚能作蝇头小字。……少年习颜柳，晚

年因应制日，多爱欧书之严整秀丽，宜于小字，故又专习率更焉（注

释 5）。”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李文田缩临《九成宫》一册

影印本（图 16），临摹甚精，虽险劲略逊，然融入己法，更显舒展。

吴道镕为之跋云：“其结体运笔，收束精神，细入毫发；而肌理血脉，

图 16 临《九成宫》（节选）

图 17 跋《华山碑》两则（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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