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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代画坛大家黄公望的山水画风及精神修为深受明清江南士人的推崇，明清两朝的虞

山绘画也深受其影响。但自黄公望之后，明代虞山再无大家出现。而有清一朝，以王时敏、王翚为首的

画坛因崇尚摹古画风而丧失了创新进取的精神； 加之在社会风气影响下， 文人情怀也由淡泊转向趋

利，这些都导致虞山画派日趋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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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虞山绘画流变考

范银花

(扬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一 明代虞山一地浅绛山水的流传

虞山一地的绘画史确切地说正是从黄公望开

始的， 虞山在元明以来画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因黄

公望而声名鹊起。 在此之前可见于文献的常熟山

水画家相当稀少，而以画名显者更难寻一二。翻看

一下清人鱼翼的《海虞画苑略》 [1]，起首第一位即

是黄公望。 鱼翼（1675～1745年，字振南，号天池，
又别号乌目山樵） 是清代常熟地方有名的画学理

论家，据温肇桐先生《虞山画学书志》统计，有清一

朝常熟画坛上有画学理论著作流布于世的就有18
种， 而其中最被后世研究家推崇的就是鱼翼的这

卷《海虞画苑略》。 此书所录常熟画家自元黄公望

起，至乾隆后期鱼翼之子最后补遗止，共载录邑中

名画家390人，流寓画家18人。
黄公望山水画中极力彰显的董巨画风， 乃至

他对董源、巨然的推介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他个人对江浙一带自然山水的领悟和淘洗，更

和他由汲汲仕途到遁引山林、 醉心全真这样一段

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这样，
才最终成就了他承接中国古代山水巨变第五人的

位置， 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绘画风格和技法的

转变， 受制于山水画家本人徜徉书画的胸次和情

怀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因而当我们关注黄公望

浅绛山水画风的流传时， 就不单单是他对南宋后

期院画陈陈相因积习的彻底改观问题了。 此中对

文人画史的推进想必亦无需更多赘言。
对宋元以降的文人画家而言， 他们所流传的

与其说是技法，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修为。就拿黄公

望来说，他面对现时社会的妄幻、无奈、彷徨，直到

空寂、无求、虚淡的超脱尘俗，无疑是元以后江南

士人内心所追摹的意态， 当然也是他们穷尽一生

所极难逮至的。但同是学大痴，元人与明人恐有不

同，元人学他主要为适性，明人则多了几分避祸的

无奈。
元明易祚之时， 江南士人和豪强世族在战争

中遭受了重大创伤， 随后的朱明王朝认识到江南

经济的重要性，为巩固新朝统治的需要，对自蒙元

以来江南散荡的士人群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

整治。有关这场政治风暴的惨烈，可见诸正史及各

家史料笔记。 此中最为痛苦的是， 在明廷颁布了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

家，不为之过” [2]的诏诰后，很多江南士人的退隐

被看作是故意与明廷作对，“于是乎， 江南士人被

置于一种出处皆危的窘境， 无论出仕还是退隐都

不安全”[3]。 这样“如何在仕与隐之间另辟蹊径已

成为他们急待解决的难题”[4]， 针对这种情况，徐

茂明认为江南士人经过近百年的摸索， 在如何应

对明廷极权这个问题上，逐步认同了“市隐” [5]这

一生存方式。
由于江南士人对国家政治观 念 的 弱 化 和 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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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士绅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吏治的腐败以及社会

风尚的转变， 人们对缙绅敛财的看法也发生了根

本的逆转” [6]。 科举做官的目的变成了公然的敛

财，而非济世救民。 为使读者明了个中景况，这里

转引一则明人陈邦彦的叙述：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

客或询其囊橐，必唾斥之。 今天下自大夫至

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 受铨天

曹，得膻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 官成

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
士当齿学之初，问以读书何为，皆以为博科

第、肥妻子而已。 [7]

这大概是对明中叶后江南士人群体性文化“堕落”
的生动描绘。

当然，这种群体性的“堕落”行为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说， 倒是助长了明代吴地文化特别是诗文

书画乃至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 他们权可在自家

的院落里做些叠山理水、莳花植木的工作，三五好

友觥筹交错、逡巡其间，吟诗作画，玩点小情趣来，
那管得了他家国之事。就江南的绘画氛围而言，在

经过了明初近百年的王权更替和巩固后， 所有当

初被用于政治目的的工具都不再起作用， 以戴进

为首的浙派也开始走入末路穷途， 吴门绘画的兴

起让江南士人重新找到了慰藉心灵之处。 江南绘

画在拐了个大弯子后， 又重新选择了黄大痴倡导

的路子。
虞山就其特质而言， 它是一处最适合于表现

安宁散逸生活的所在， 也是一个可以让心灵得以

暂时逃避现实的处所。可以说，虞山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开发和景观营造是在明中后期开始的， 它完

全迎合了江南士绅阶层文化消费的需要。 有关虞

山文化在一片“市隐”声中重新升温的问题，这里

我们还可以作些解释： 首先是元代文人画之集大

成者黄公望是常熟人， 他在江南画人的心目中的

地位举足轻重， 虞山是他晚年隐居和最后的归葬

之地， 那一片迷蒙的湖山不知给他带来了多少灵

感和才思，于此后学自然要来瞻仰和膜拜。 然而，
有明一朝虞山本地并没有出现类似黄公望的大

师，可以说是比较平庸。 黄公望作为一代宗师，他

在山水画艺术上创造了一个绝难逾越的高度，而

他精神上的涵养和人格的震慑力， 也非一般汲汲

功名之人所能领悟神会的，对虞山一地而言，明清

两朝只用来吸收和消化他的东西怕是也来不及，

更遑论有振袂之人的出现了。董其昌在《画禅室随

笔》 中的说的一段话， 倒是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

题，他说：“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

人，黄子久衢州人（当为董之谬误，盖黄多出入三

吴故），吴仲圭钱塘人，惟倪元镇无锡人耳。江山灵

气，盛衰故有时。 ”[8]他认为:大画家出现的地方是

和那个地方的“灵气”分不开的，也即是王微说的

“本乎形者融灵”的问题，董其昌所谓的“元季四大

家，浙人居其三”，显然是在说浙江的山水灵气比

较多，故而多出大家。 我们把他的观点挪用一下，
正是虞山的灵气比较多， 所以才会有黄公望这样

的大家出现，但这个灵气它是纵横变化的，也有它

的盛衰荣枯，而明代正好时运不佳，故而虞山画人

多平庸之辈，要学大痴画，必要绕着弯子，到苏州

向沈周、唐寅、文征明等当时学黄名家讨经验，风

头全被姑苏占尽了。如明初中期常熟画家孙艾（字

世节，号西川翁）就是沈周的弟子，工诗画，山水宗

黄公望、王蒙。 当然，此时的虞山琴学一派的发展

倒是非常了得，可资一观。而虞山绘画史在经历明

代近300年的韬光养晦后，方才等出一个精致的名

人来，这就是被清代人称为“画道甲天下” [9]的虞

山画家王翚。
二 王翚的摹古盛名和“虞山画派”的兴衰

有关清代虞山画派发展的情况， 我们大致可

以1680年王时敏的去世为界将之分为前后两个阶

段来谈， 这是王翚由汲古创新走向自我摹仿的转

折点， 也是虞山画派在艺术之途上趋向衰落的前

征。据方闻先生推言：“1680年王时敏去世后，他的

得意门生王翚便是当仁不让的大师， 王翚本身的

变化过程也到了尽头。”而“17世纪90年代，皇上诏

命由他主持《南巡图》绘制工程抬高了他的身价，
却未能促进他的画艺。 他日复一日地束缚在摹古

的路子里，最后，诱惑他自我摹仿起来”[10]。
明末清初江南画坛浸淫的仍是董其昌南北分

宗、崇南贬北的画学思想，王时敏是董氏的嫡传，
居于受人敬重的画坛盟主的地位， 王翚得到他的

首肯也就意味着整个画坛对他的认可。 可以说是

王时敏一手确立了王翚在当时江南画坛的地位。
有关王翚（1632～1717年）绘画的天赋和成绩，有

说他出生时“墨香满室，三日不散”，也有说他是

“天资灵秀，固自胎性带来”，当然这些不足以信，
只是后人附会而已。 我们还是来看看他早年工于

绘事的情况吧。有学者考证了王翚的家谱流传，一

直考到宋淳熙年间的一世祖王坚（王翚属于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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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但就绘画而言，若说对王翚有些影响的家学

传统，当从他那擅长花鸟、与沈周有些诗画过从的

四世祖王伯臣开始，他的祖父王载仕（字浮玉，号

鼎卿）亦是一位为时人所推重的山水画鸟画家，父

亲王士春（字云客）也专擅山水。 凭借较为扎实的

基本功和勤恳的钻研，20岁时，王翚成为当时娄东

“二王”之一的大画家王鉴（1598～1677年）的入室

弟子， 旋即又遇到了对他一生绘画产生巨大影响

的王时敏，这个机会是王鉴为他创造的。在学传统

这一点上，王时敏彻底改变了王翚的艺术道路，导

引他去研究、临摹古人，他和王鉴时常以忠言诫语

相告，王鉴劝其“学当造古人”[11]，王时敏更是不时

为其“洗髓伐毛”[12]，而王翚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

训导。从他这25年的临摹作品来看，基本可以看出

他是在规抚的技巧上不断深入， 甚至还专门研习

古人仿古的方法，并且达到了“凡唐宋元明诸家无

不摹仿逼肖”的地步，务求做到“笔墨神韵一一独

真”，他临得最多的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图》，这些

劳作和经历让他在45岁时获得了画坛“集大成”者

的荣誉。 而这一荣誉可以说都是在董其昌、 王时

敏、王鉴、吴伟业等清初江南名流的极力鼓吹下，
被逐渐抬升起来的。

40岁时的王翚在王时敏、 王鉴的训导和荐举

下，“于画道研深入微， 凡唐宋元名迹已悉穷其精

蕴，集以大成”，并且很快就名传江左，“惊爆海内，
远近丐求者，户外履满，欲作铁门限久矣”。 “集大

成”和“惊爆海内”俱可见王时敏所题王翚《摹古巨

册》，此时他的名声已经超过了他的两位老师，而被

当时晚明文坛元老吴伟业、曹溶称为“画圣”[13]，王

时敏去世之后， 他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江南画坛

的正宗传人。这25年是他努力遍访名迹，潜心规抚

古人、揣摩古人意趣的25年，也是他个人精神状态

最好的时期。到了康熙后期，他和王时敏之孙王原

祁基本把持了当时的江南画坛， 而当于康熙三十

年（1690年）前后应诏赴京主持史无前例的巨幅绘

画《南巡图》的工程时，他的声名更是遍波大江南

北，轰动朝野。
王翚画名上的成功对有清一朝虞山绘画的影

响是双重的： 他以一己的勤奋和悟性能通晓历代

名家古迹的真髓，并且具有极高的临摹本领，这是

他最为可贵的地方， 但这些对于一个想突破创新

的画家而言是不够的， 他必须还要 “伤跕石门之

流”，“饱游饫看”，遍览各地山水以穷其要妙才对，
可惜他一生中的25年都花在了如何临摹古人作品

上了，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硬伤。 他的“模古而

出新”的“新”更多的是将众多古人的技法混融一

体，也即他自己所说的“一石一水，皆有位置”[14]，
这虽然暂时挽救了清初绘画的颓败之势， 但很快

就现出它的弊病来。 王翚的仿古如果仅仅是他个

人的爱好，甚至是他为迎合王时敏的“独赏”也就

罢了， 问题的关键是他经由这样的一种仿古的方

式主控了整个清初的画坛，他由此获得的声誉、地

位和家资遂成为当时人追慕的偶像， 也即清初这

股尚古风气已经全然脱离了对绘画本身的意义探

求，而进入了另外一个追名逐利的怪圈中去了。他

对虞山画派后学的影响就是这些人只是一味地仿

效王翚乃至其他三王，也即是说，他们做的只是为

仿古而仿古， 但似乎当时的人并不太介意这样的

重复行为，不然也不会有什么“小四王”、“后四王”
的出现了。这“小四王”就是四王的后世子孙，其中

有王原祁族弟王昱，王时敏曾孙王愫，王翚曾孙王

玖，王原祁曾孙王宸；“后四王”中王三锡是王昱之

侄，王廷元、王廷周是王玖二子，此外还有一个王

鸣韶。 如果说“四王”还是有着对古典情怀的独特

把持的话，那么这后来的子孙只是在自毁家底，产

业未能继承，反倒把“‘四王’获得成功的‘模仿’之

业从观念上推向了它的反面，为后世批判‘四王’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15]。 当然学“四王”的

不仅仅是他们的子孙，举国上下都在学虞山派，声

名上来了，艺术的观念和精神却在每况愈下。这当

中或可言说的倒是王翚的学生杨晋， 他当年随王

翚进京主绘《南巡图》，图成后就滞留宫中，名望颇

重， 当然他的功夫还是在临摹内府所藏各家真迹

秘本上。王翚前期的摹古并没有错，至少他为保存

古代绝世名画做了很大的贡献， 但他对清代画风

的形成绝对是负面的， 当然这也不是他所愿意看

到的。清代真正有艺术感悟和成就的画家不是“四

王”，而是遗民派画家渐江、萧云从、石溪、龚贤等

和自我派画家梅清、石涛，可惜他们的势力未占上

风。
就虞山画派而言， 它的影响超过了它本身的

成就，它的兴是因为王翚的盛名，它的衰除了模仿

不能长久之外，似乎还应包括以下一些因素：其一

是清初江南地区士人群体文化心态的变迁， 特别

是由仕官文化向士商文化的转变； 其二这股势力

还与来自思想界由明代心学向实学的转向， 以及

清代的考据学风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大致来说，
这一时期江南士人的裂变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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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终校：王 霞）

节已说了， 从明中后期开始江南士绅阶层的读书

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向，先前那种“甘于淡泊，鄙视

钻营”，以社稷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被“博科举，肥妻

子”的风习所取代，延伸开来就形成了明清两朝士

人入商、商人入士，士商相互渗透的状况，这种现

象相当普遍，由明一直延续到清，且愈演愈烈。 画

家群体中由明入清的董其昌是最好的典型， 而四

王家族中除王翚家贫一些外， 基本也都是显要出

身， 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

首辅相国，它的父亲王衡也是翰林院的编修，王鉴

的祖父即是明代文坛大名鼎鼎的王世贞， 而明清

以来的士绅家族或本就是地主出身同时兼营商

业，或本为商人后又捐官入仕的非常的多。另一种

就是那些坚守儒家道统，敢于言论社会“是非”的

“正身之士”，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是

随着晚明专制皇权统治的松弛，而逐渐“由隐而显”，
代表着以社会批判角色的力量而存在的江南士人

群体中的一部分， 他们与上述士商的区别正在于

他们的清议之风。 显然“四王”及虞山画派所依仗

的文化背景属于前者而非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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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vement of the Yushan School of Painting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N Yin-hua

(Art Institute of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Abstract: HUANG Gong-wang, an outstanding painter from the Yuan Dynasty, was highly regarded for
his landscape paintings as well as moral characters by scholars in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also had a fundamental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ushan school
of paint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owever, in the Ming Dynasty after Huang Gong-wang’s time,
no more painters from Yushan were well noted. When it came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painting field lost the
innovative spirit due to the great promotion of ancient painting styles made by the leading figures of the field
WANG Shi-min and WANG Hui. In addition, affected by the social conduct at the time, the scholars and
artists tended to be more concerned for fame and gain. All of these factors led to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Yushan School of Painting.

Key words: HUANG Gong-wang; Yushan Painting School; WANG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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