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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中叶的苏州和十七世纪的荷兰，一个是繁荣的商业城市，一个是富裕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艺术的

商品化和欣赏者身份地位的转变，对吴门画派和荷兰画派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绘画群体都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商品化的影响以及画家在市场化环境下的艺术行为等几个方

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影响和各自的艺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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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商品化现象是明朝中叶的苏州和十七世

纪荷兰的共同特征。绘画商品化的产生与发展，

一般说来需要具备三方面的因素: 经济繁荣; 有一

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文化氛围浓厚。明朝中

叶的苏州和十七世纪的荷兰都具备了这些条件，

吴门画派早于荷兰画派，两者虽然在时间上相距

百年之遥，但其艺术特质表现出许多惊人的相似

之处，同时又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具有各自

的特征。吴门画派可以看作是中国绘画商品化的

滥觞，所以，吴门画派与荷兰画派的比较具有更重

要的意义。
一、吴门画派所处的时代背景

明朝初年朱元璋夺取政权后忌恨吴中人士役

属张士诚抵抗明军，对吴中采取了政治和经济上

的高压政策，对这一地区征收高额赋税，以至于出

现了百姓生计艰难的萧条社会景象。直到宣德、
正统年间，才逐渐减赋。之后又经过一段时期休

养生息，苏州地区的经济渐渐复苏，统治阶级对该

地区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钳制较明朝初年有

了较大的放松，至明成化年间，苏州地区已呈现出

一派繁华景象，工商业兴盛发达，“凡上贡锦衣、文
贝、花叶、珍饯奇异之物，岁有所益，若刻丝累漆之

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1］。纺织

业、建造也、制漆业、丝织业都极其发达，经济的发

展，商业的繁荣，财富的积累，为文化艺术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元朝末年，江南地区的苏州、无锡、松江等地

就是文人会集之地。明初苏州地方长官魏观、况

钟等人，都积极兴建学舍，聘请有学问的宿儒执

教，治学成绩显著。好学尚文的风气对苏州社会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习文重艺的文化氛围为吴

门画派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这一时期吴门地区文化的发展表现在

多方面，最为突出的便是苏州有“状元之乡”的美

誉。从宋朝至清末，苏州地区共出文状元 45 人，

就明代一朝自明太祖洪武四年科举开考( 1371) 至

明崇祯十六年( 1643) 前后 272 年间，全国共产生

状元 90 名，其中仅苏州府一域就计有状元 8 人，

进士 1025 人，状元人数占全国状元总数的将近十

分之一。［2］明代中后期文士归隐风气已经较为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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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科举不中的士人不甘虚度此生，希望做出一番

事业，诗文书画便成了抒发心志的重要载体，卖文

鬻画成为社会常态，于是文人、画家数量大增，艺

术创作和交易活动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这为吴门

画派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荷兰画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17 世纪的荷兰 摆 脱 了 西 班 牙 的 殖 民 统 治，

1609 年终于获得独立，成立了荷兰共和国。这一

时期是荷兰历史上发展的“黄金时代”。首先是政

治的民主化，人民逐步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与

此同时在思想上也更加的宽松与自由，导致当时

的荷兰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大量的人才。宗教信

仰变得自由而开放; 其次，金融资本的自由流通，

海上贸易的不断扩大给荷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许多其他国家富有的商人都携带着大量的财富纷

纷涌向荷兰，使荷兰迅速发展成为欧洲最富裕的

商业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宽松的学术氛围，吸引

了外国大批受迫害的学者到荷兰来生活和工作。
17 世纪的荷兰成为了欧洲名副其实的最具有活力

和创造力的国家。这都为荷兰绘画艺术的空前繁

荣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荷兰绘画艺术

也迎来了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三、新的绘画欣赏群体应运而生

( 一) 明朝中叶苏州地区绘画消费群体的特征

在绘画商品化的过程中，画家创作绘画作品

可以看作是艺术的显性生产者，绘画的购买者和

其他方式的艺术赞助人属于艺术的隐性生产者，

他们两者的有效结合才可能产生出实际的艺术

品。需求者的艺术品位对艺术作品水准的高低会

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明朝中叶的苏州地区绘画

的消费群体大体分为四类: 一是贵族高官; 二是富

商巨贾; 三是文人和鉴藏家; 四是普通市民百姓。
在这些消费者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二类富商巨

贾这个群体，他们经济实力雄厚，人数众多，购买

力强盛，是当时绘画收藏的主要群体，当时的苏州

地区商贾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一群体的

形成在当时亦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好学尚文本来就是苏州传统的文化风气，明

代科举之途竞争十分的激烈，官府规定了各省乡

试的录取名额，形成了考生人数多，录取人数少的

局面，文征明在《三学上陆冢宰书》就记载了参与

应试的士子之多与录取之少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才日多，生徒日

盛，……虽有一二幸进，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

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

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

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及今

人才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故有食廪三十年

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3］这就是当

时士人走科举之途的真实状况。
由于当时科举录取的人数少这一实际情况，大

量的文人、士子在入仕无望时为了生计而弃儒经商

者屡见不鲜。再者，许多士人本来就出身于商人家

庭，亦有许多商人本身就是文人，这些因素都进一

步拉近了士商之间的距离，社会各阶层也逐步认同

了商人的社会意义，出现了广泛的士商结交的现

象。这些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商人普遍都具有很

好的文化修养和较高的审美鉴赏能力，商人大量的

购买绘画艺术作品当然有附庸风雅的一面，但有许

多人对他们所购买的艺术品也确实是真心的欣赏。
所以常有富商对书法、绘画作品不吝一掷千金的行

为。商人文人化的现象为书法绘画市场提供了大

量的需求，商人成为了绘画商品的重要消费群体，

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对当时绘画商品化以及书画

艺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二) 十七世纪荷兰绘画欣赏者阶层发生的变化

荷兰绘画艺术的繁荣既受益于迅速发展起来

的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推动，又得益于新教卡尔文

派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主张，再加上继承了讲求

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民族艺术传统，使绘画艺术

在荷兰完全摆脱了天主教会、宫廷和贵族的垄断，

抹去了往日神秘、高贵的光环，真正融入荷兰人的

日常生活，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大众消费商品。
17 世纪荷兰绘画艺术所体现出来的大众消费、大
众审美特征，不仅使其成为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的

重要阶段，而且为现代大众艺术观念的确立和现

代艺术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绘画的题材和种类也较之前细分

化和多样化。除原来传统的宗教历史画和肖像画

外，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风俗画、风景画、
静物画和动物画也发展成为独立科目的画种。传

统的肖像画描绘的对象主要是王公贵族，而现在

只要出钱，就可以委托画家为自己创作有特定要

求的肖像，随着绘画市场和画商的出现，绘画成为

商品。于是画家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专攻某

一题材或努力提高绘画技法以期达到他人难以企

及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

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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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绘画商品化对吴门画派和荷兰画派的影响

( 一) 绘画商品化对创作主体的影响

明朝中叶绘画商品化的发展使绘画主体的身

份发生了变化。以前文人画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文

人士大夫，他们都具有“官吏”的身份。他们绘画

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抒情达意、陶冶性情。元

代的倪瓒所言:“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

求形似，聊以自娱耳。”［4］最具有代表性。
绘画走向商品化后创作者的主体基本上是文

人、士人，没有了官吏的身份，少了政治的忧虑，多

了表达情怀的自由。文人画家保持着创作的相对

自由性，像沈周、文征明等吴门大家他们的作品受

到了广泛的追捧，市场需求旺盛，因此被市场所左

右的程度较小，可以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审美情趣。
这一点与荷兰画派所处的环境不同，17 世纪荷兰

绘画商品化的绘画赞助方式画家按照出资人的需

求进行创作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方式，画家如果不

能够满足出资人的要求就有可能无法赢得这一部

分的市场。
绘画商品化与画家职业化使画家必须投入更

多的精力，提高了绘画的水准，这一点处在商业化

浪潮中的吴门画派与荷兰画派的情况如出一辙。
( 二) 绘画商品化促进和丰富了绘画表现形式

和内容

市场的拓展和需求的增长，有力地刺激了绘

画创作的繁荣，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的合流，促进

了两大传统的进一步融合，使许多画家行利兼具，

扎根在坚实的现实生活土壤中，具有时代精神和

开拓精神。
在绘画商品化的浪潮中，吴门画派与荷兰画

派一样在创作的题材方面都比传统的绘画表现形

式上更加的贴近生活，呈现出多样化与世俗化的

面貌。即使像沈周、文征明这样的大家，作品备受

市场的追捧，但与传统的文人画家相比他们也需

要更加关注购买者的喜爱与实际的审美需求。从

今天见到的传世作品来看，文征明的《湘君湘夫人

图》、唐寅的《王蜀宫伎图》、李士达的《竹林七贤

图》等均属于颇受欢迎的历史或神话人物故事题

材。另外，描绘当地风景名胜、风俗内容的绘画作

品以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瓜果、虫鱼、鸟兽等

题材都为广大民众所喜爱，拥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吴门地区商品画创作者特别是众多依靠卖画谋生

的中低阶层职业画家则更加钟情于此类题材的创

作。客观而言，绘画商品化同时也拓宽了绘画的

表现形式和创作的题材内容。
17 世纪荷兰绘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绘画题材

和风格方面同样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荷兰画家

勇敢地挣脱了千百年来以神话和宗教题材的束

缚，而把现实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家们

描绘的大多是普通市井生活的场景，各行各业人

物的众生相、自然风光、室内摆设、静物蔬果、花卉

树木等等，生活中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他们表现的

对象。荷兰人虽然经济比较富足，但他们的生活

又崇尚简朴，他们反对巴洛克的奢华。这与荷兰

所遵循的加耳文教所推崇的人的灵魂与现实生活

的统一是一致的，新的教义认为一个经商的商人

如果经商成功，那么他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上帝也

会保佑他平安顺利，这样的信仰对当时人们的思

想意识和文化观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荷兰人

崇尚的一句谚语: “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

了荷兰。”荷兰人和荷兰画家都特别热爱和珍惜他

们拥有的一切。
在 17 世纪的荷兰绘画中，人们更加喜爱充满

浓郁生活气息的小幅人物画、风景画和静物画，为

了适应以普通人为主体的市场需求，在描绘寻常生

活场景的作品中，艺术家们发挥了油画艺术的写实

语言特点，在画面上展现了充满人情味的世俗生活

情趣。这一时期的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都获得

了极大的发展，表现花卉鸟兽的静物画也发展成为

独立的绘画科目，各种绘画题材都达到了专门化的

程度。而对于广大欣赏者而言，这一时期的绘画更

多地表现了人性的温情，表现出在这个充满欢乐的

世界里人们在生活中所获得的愉悦。
( 三) 绘画商品化促使精英艺术向大众艺术

转化

绘画商品化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绘画审美大

众化，艺术进入社会世俗阶层是中西古代艺术向

近代艺术转型的一个共同特征。在明朝中叶吴门

画派活跃这个时代，原来高雅脱俗的文人画显得

十分的亲民，适用于多种场合，不再局限于王公贵

族、深宅高墙之中。文人画不再只是局限于社会

精英阶层所欣赏，而是各阶层人士和广大民众可

以流传把玩的艺术品。这些文人画家不再矜持神

秘而显得和善可亲，吴门画派中为数众多的普通

画家中有的甚至庸俗计较。他们的作品更多时候

是迎合了普通商贾附庸风雅的要求和广大民众的

大众审美需求，商品化使绘画题材与形式都有了

更多自觉的样式。在吴门画派之后的清代扬州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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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到海上画派时期的任伯年、吴昌硕等，中国画的

发展从传统、经典的审美范畴，向近现代转型。有

些作品中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江湖气息、市井气

息，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适应了近代市民的审

美，最终完成了传统的、经典的绘画向近现代绘画

的转型。
17 世纪的荷兰世俗性绘画也呈现出了空前的

兴盛，这一时期荷兰的首府阿姆斯特丹，人们都热

衷于用昂贵的绘画作品装饰他们的住所，尤其是

外间或沿街的房子，许多面包房、肉店、铁匠铺、鞋
铺等等都悬挂了各种题材的绘画作品，他们普遍

的观念是以拥有尽量多的绘画显示财富与荣耀，

这与吴门地区广大商人“贾而好儒”大量收藏字画

的风气如出一辙。
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中称荷兰画派的艺

术是一面“自然的镜子”，但又不是完全像镜子一

样镜像自然，而是强调它的朴实性、叙事性手法，

使绘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一种亲切的美感。［5］荷

兰画派对现实主义的伟大贡献是把描绘、反映现

实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对待绘画创

作像诚恳的面对生活那样，没有刻意的美化描绘

对象，其平实的尊重现实的叙事手法是相对于传

统绘画最伟大的进步。
明朝中叶开始的商品经济对绘画艺术的冲

击，以及 17 世纪荷兰的绘画商品化同样都在促使

精英艺术向大众艺术转变，扩大了接受者的范围，

客观上也培养了大批喜爱艺术能够欣赏绘画作品

的广大民众，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

来看，商品化对绘画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五、吴门画派与荷兰画派在商品化中的艺术

行为与成就

( 一) 不求名利、精研绘事是吴门画派与荷兰

画派大师的共同特征

在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明代中叶苏州地区民

间的社会风气十分推崇“竟以求富为务，书生惟藉

进士为殖生阶梯”［6］。以沈周、文征明为代表的吴

门画派的领袖人物，他们不仅绘画技艺精湛，而且

诗文功底亦十分的深厚，但他们既不求富，也不求

官，淡泊名利。他们的书画作品备受市场的追捧，

在乞诗乞画者络绎不绝的情况下，仍然潜心艺术创

作，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沈周、文征明等吴门画

派中的大家，他们生活在经济繁荣的盛世之中，又

能做到清心寡欲、不求名利，专心致志、精研绘事，

这是他们在艺术上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他们这种处世的人生态度表现在绘画中，体现出来

的就是一种沉雄苍郁的气势，空灵清秀的风格，格

调高雅是他们绘画中潜在的高人一等之处。
维米尔在 17 世纪的荷兰灿若繁星般的画家

中其地位仅次于伦勃朗。他的画简洁、宁静、诗意

盎然，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维米尔的作品虽然

售价不低，但他对艺术创作始终是一丝不苟，对自

己的作品总是不断地进行修改以求完美，经后人

对他的作品进行 X 光的透视，发现他的大部分作

品都在完成之后又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调整和修

改，从而达到他自己所期望的效果。由于极度的

严谨认真所以他的作画速度太慢，以至于出售绘

画作品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的生活开销。试想，

如果维米尔唯利是图，不求质量批量生产，或许在

当时他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但是对于他的艺

术成就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在

他传世的不到 40 件作品中表达出来的静谧、永恒

的美摄人心魄、震撼人心，可以看出他的每一幅作

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推敲的，他笔下的人

物、风景以及所有的画面形象都达到了一种罕见

的珠圆玉润、天然混成的效果。在商品化时代的

艺术家如果不是淡泊名利、潜心艺术，是绝不可能

达到这样崇高的境界。
( 二) 吴门画派的大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沈周的绘画风格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明画

录》中记载:“沈周工山水，宋元诸家皆能变化出入，

而独于董北苑、巨然、李营丘尤得心印。”“其画自唐

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

条贯，莫不揽其精微。”［7］凡是认为有益的他始终都

能采取一种学习包容的态度。董其昌虽把沈周划

归为“南宗”，但沈周对“北宗”的南宋院体画和浙派

的画法也有所吸收，沈周不但画水墨山水，也画青

绿山水，而且都能以严谨的态度对待。
从绘画技法上来看，为了适应书画收藏家及

广大爱好者乞诗乞画的需求，要做到随所欲应之，

人人均满意而去，就必须具备适应各种口味的艺

术表现手段，他的水墨山水画有“细沈”“粗沈”之

分，在粗笔画中又有“粗而繁”和“粗而简”两种类

型，粗而简的作品特别适合应付那些登门索画，要

求立等可取的买主。
文征明以沈周为师，有许多与沈周相似之处，

《明画录》中对博学多才的文征明这样评论:“其山

水出入赵吴兴、叔明、子久间，兼得北苑笔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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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的绘画同样也有“粗”“细”两种风格，也有

“粗文”“细文”之说，与沈周不同的是，文征明的

“细笔”成就高过“粗笔”，而粗笔与沈周的粗笔相

似，而且数量较多，粗笔肯定作画的速度较快，适

于应付一般购画人的需求。由此可见，吴门高手

的绘画创作方法为市场和环境所迫带有鲜明的实

用主义色彩。他们在坚持自己艺术追求的同时又

不脱离市场的需求，收放有度、高低兼顾这一点在

商品经济的潮流中显得游刃有余。
( 三) 荷兰画派的大师拒绝凡俗、追求卓越

与一生都备受市场追捧的沈周、文征明不同，

荷兰画派的许多大师似乎没有那么幸运，伦勃朗、
哈尔斯、维米尔等荷兰画派的大师他们晚年的生

活都十分的贫困。伦勃朗的一生，有成功和欢乐，

也有挫折和痛苦，在艺术上他始终不懈地探索，拓

展自己的创作领域，深化着自己的艺术境界，伦勃

朗的作品融精湛的技艺、强烈的情感、深邃的内涵

于一体，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成名作《杜普

教授的解剖课》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如果伦

勃朗实际一点，不把艺术的追求看得那么重，继续

用被认可的模式创作《夜巡》，应该可以肯定会受

到同样的认可。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变

革之路，力求赋予《夜巡》这幅作品新颖的面貌。
《夜巡》画面中人物形象众多，他们大踏步地

面向观众走来，体现了英雄的气概，画面气势恢

宏。从绘画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这幅画在这一

时期的作品中堪称完美。伦勃朗把光线集中在两

个主要人物身上，使这两位人物在画面显得十分

突出，与画面形象突出的两个人相比，其他的人有

的被安排在偏远的角落，有的只露出半个头，很多

人物都处在阴影之中，形象有些模糊不清。因为

画面上的每一个人都付了同样多的钱，这样的艺

术表现方式引起了大多数出资人的不满。伦勃朗

的声望迅速下降，开始负债生活，声誉因此受到了

严重的影响，但是这一切并未动摇伦勃朗对自己

选择的艺术道路的坚持和追求。
伦勃朗作画从不墨守成规，他的创作总是在

不断的探索创新。其实他若能按照世俗认可的方

式作画在当时就能再度功成名就，但他选择了不

媚俗，坚守自己的风格不妥协。这种拒绝逢迎媚

俗的反叛精神正是推动艺术向前发展的伟大动

力。伦勃朗因此也吃尽了苦头，当主流时尚对他

不屑一顾，当他和阿姆斯特丹权贵阶层的审美趣

味相左，他除了散尽家财之外，也尝到了生活穷困

潦倒的苦涩滋味。他始终坚持绘画重要的不是迎

合客户的喜好，而是刻画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精

神，是独立的艺术追求。伦勃朗与阿姆斯特丹上

层之间的审美对抗，也将自己的艺术创作游离与

市场规则之外，这在世人眼里来看是不识时务的

甚至是可笑的，但我们今天来看，伦勃朗对自己艺

术目标的探索和勇敢追求却是十分的弥足珍贵。
这也是成就其艺术永恒价值的重要原因。

总之，从吴门画派和荷兰画派的发展来看艺

术的商品化促进了绘画创作的繁荣，吴门画派的

大师掌握了艺术创造中的主动精神，既使欣赏者

不由自主地受到了画面的感染，也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欣赏者世俗性的要求。由于他们在艺术上

具有的权威性、创新性、多样性和包容性，在很大

程度上避免了作者为适应买家而造成的被动与质

量低劣，从而推进了艺术的发展，赢得了后世的认

可，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功者。而荷兰画派

大师的辉煌艺术成就则是直到他们死后百余年才

成被世人所肯定。他们生前备受人世间辛酸的煎

熬，但他们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艺术追求挥洒

出了最由衷的色彩和生命热情，正是他们这种壮

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将人类艺术追求的步伐向前推

进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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