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沙落雁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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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沙落雁图卷》背后的故事
许习文

2014 年元旦，汕头市博物馆新馆终于通过验收，正式全面对

骨，其精熟程度，绝非凡手所能。

外开放。为配合开馆，汕头市博物馆首次大规模精心挑选出四百多
件馆藏精品，与观众亲密接触。其中一级文物四件，这四件一级文

由于传世的宋元画作多数无款，因此这件《平沙落雁图卷》

物中，就包括吴南生同志所捐赠的镇馆之宝：《平沙落雁图卷》。

的身世也成了谜。一直到 1982 年冬，时任全国文物鉴定七人小组

吴老捐赠这件稀世之宝的过程中，笔者在中间做了引线搭桥的工作，

组长的谢稚柳先生南来避寒，获见此卷，从画风及材料看，即断为

知道这件宝贝背后的一些故事，借此次展出的机会，写出来与观众

明以前之作。认为其画法纯出马和之一派。马和之（1130-1180）,

共享。

钱塘（今杭州）人。生活于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官至工部侍郎，
精山水、人物，笔法飘逸，自成一家。从此卷的山树笔法来看，与

在吴老的收藏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件写于北宋熙宁四年的

传世马和之之作对证，如出一辙。马和之自南宋而后，其画法未见

《群峰晴雪图》。在传世中，有具体年款的宋画可说是稀如星凤。

传人。由于当时谢老手头缺乏资料，为审慎起见，定为元人之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吴老把这件宝贝无偿捐赠与广东省博物馆，成了
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次举办馆藏展览，这件宝贝都是摆放
在最显眼的位置。除了这件北宋山水，就要数这件他珍藏多年、建
国后得之于北京琉璃厂的《平沙落雁图卷》了。

《平沙落雁图卷》，水墨纸本，引首长 67 公分，画心长 382 公分。
引首“平沙落雁”四个大字隶书，字体方正，是典型的明代隶书。
手卷的装裱形式，在明以前是没有留引首的，直到明代，为了保护
画心，才出现在画的前端预留空白以作引首的装裱方式。故这件《平
沙落雁图卷》应是在明代装裱时引首的这四个字才由当时人所题。
画心开卷处，岸边林木蓊翳，有茅屋数楹，一男子侧卧于凉亭之中，
遥望远处洲渚的羊群。旁边岸汀苇畔，大雁三五成群，或浴水修翎，
或昂首呼侣，有闻声者俯飞而来。对面洲渚放牧的羊群神态各异，
或踡伏，或觅食，或嬉戏。一渔舟泊于浅滩处，舟上渔妇怀抱婴儿，
一男子准备生火做饭，一派安闲祥和气氛。全卷最精彩处在于中段
至末段，二百多只大雁排成几列雁阵，或高翔云表，或盘旋水际，
神态无一雷同。以淡墨写雁身，以细笔点染头翼。岸边芦苇细筋入

《平沙落雁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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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间短，故传世之作亦稀。谢稚柳先生的一言既定，使此卷也
成为吴老斋中的另一件重器。

北宋《群峰晴雪图》捐与广东省博物馆后，苏庚春先生也曾
委婉向吴老提出：省博没有元画。吴老当然也听出弦外之音。

这件元人《平沙落雁图卷》的最后归宿，成了吴老的一件心事。
那个时候，汕头市博物馆还在中山公园里的一处旧建筑中，保存条
件并不理想。显然，捐赠与汕头市博物馆的时机也不成熟。

时间一晃二十多年。2009 年，汕头市博物馆新馆工程接近收
尾阶段，库房条件也大大改善。有一回，与吴老闲聊中，吴老再次
提起这件《平沙落雁图卷》，希望能为“女儿”找到一个好“婆家”。
我乘机向吴老进言，北宋《群峰晴雪图》已捐与省博，《平沙落雁
图卷》留与汕头市博物馆，也是一个好的归宿。吴老点头示可。于
是我赶紧把这个信息透露与汕头方面，要他们趁热打铁，争取吴老
捐赠。这样 , 汕头博物馆的同志专门到广州，与吴老晤面，达成了
捐赠的意向。

为了迎接这件宝贝，汕头市博物馆做了大量工作，在 2010 年
春节期间举行捐赠仪式。那个时候，由于临近春节，为了减轻汕头
市博物馆的压力，我自告奋勇，亲自开车把这件《平沙落雁图卷》
送到汕头。路上还有点小插曲：当车子过了陆丰正在快速前行时，
忽然发现一辆小车没有任何警示停在超车道上！不留神差点追尾，
非常危急。我急忙变道，幸亏此时身后没有其他车辆，不然现场惨
烈之状不难想像。惊魂甫定，回头想想，此番有惊无险，说不定车
上这卷神物的护持呢！

为了给这件《平沙落雁图卷》的身份正名，汕头市博物馆在
捐赠仪式过后，专门邀请有关专家进行研讨，笔者也综合有关资料，
认为此卷或为南宋马和之所作。

最近有浙江大学等单位主持的《宋画全集》也把《平沙落雁
图卷》收录其中，这是后话。
北宋《群峰晴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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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寓意与现代表达
——以关山月的“岁寒三友”题材为中心
庄程恒

对于关山月（1912 － 2000）花鸟画的认识，往往是从他笔下
刚健霸悍、富有革命英雄品格的梅花形象开始的，但也正是这种对
其画梅的普遍认可，使我们忽略了其梅花之外的花卉题材的重要性。
当然，笔者在此并非强调关山月在花鸟上有着与山水画等量齐观的
艺术成就，然而，当我们梳理其晚年花鸟画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
在其不经意的抒怀咏物的花鸟画中，恰恰为我们窥视其作为一个经
历过 20 世纪时代变革的知识分子内心的传统人文情结提供了参照，
从而也为我们探求传统中国画的诗画模式、笔墨语言和现代转型提
供了难得的视觉史料。

李伟铭先生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关山月创作的以毛主席咏
梅词意主题的作品为中心，探讨了关氏梅花一反古人画梅遗意，创
造出了将个人笔墨风格与毛主席革命英雄主义品格与风度相吻合的
梅花谱系新品种——“关梅”，同时也指出关氏晚年所创作的梅
花，更能体现其真正创造性的释放。120 世纪 50 年代，画坛曾经
一度对花鸟画是否能为政治服务、是否具有阶级属性、是否能反映
现实等问题的讨论，2 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画家的创造性，尤
其是带有明显文人画倾向的花鸟画题材更是便显出了如履薄冰般的

岁寒三友 1947 年 纸本设色 133cm×65.5cm 家属藏

谨慎。关山月此一时期通过对毛主席咏梅词意的图像化创造，可谓
在逆境中实现延续个人艺术生命的有效方式。3

逸笔草草之作，相反，由于其岭南画派特有的写实能力，而使其能
对笔墨和形象之间有更好的把握。 4 无疑，“关梅”构成了关氏花

的确，与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相比，1979 年以后的文艺

鸟画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将其与“关梅”关系紧密的“岁

思想和方针为画家个人创造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陈湘波先生在

寒三友”题材联系起来，可以更好发现关山月对传统题材寓意的表

对关山月各时期花鸟画做出宏观性的观察和分期，指出了关氏晚年

现方式更多体现出了个人情思和晚年心迹，同时也揭示他的文人情

花鸟画题材除了梅花之外，多为岭南风物，花鸟画成为他探索艺术

结和传统花鸟画寓意的现代表达。

语言，表达个人志趣、意愿、审美理想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认为，
关氏的花鸟画，虽然吸收了明清以来文人画的优秀传统，但不同于

中国花鸟画自成为独立画科以来，即在蕴涵着深刻寓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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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土壤中成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比德”、“比兴”传统在很大

插着秀挺的劲竹，竹子之后是红白相间而又繁茂的梅花。苍松、翠

程度上也促成了寓意题材作品的发达，直至近代而不衰，“岁寒三

竹、寒梅相互穿插，花木丛中，藏着三两成群的十只麻雀，一派雀

友”即其中之一。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是关山月除了表

跃喧哗的喜悦，表达了大地回春的主题，而点缀在茂密的松竹之间

现单独梅花形象外，最爱表现的一个题材。这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

的点点红梅，含蓄地透露出春回大地的喜庆气氛。如此繁茂、喜庆

寓意的花鸟画题材，历来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钟爱，也是身处逆境

的“岁寒三友”画面是当时较少见的。

时，士人最为引以自况的咏颂母题。关于其题材确定，至少可以追
溯到两宋之际。5 而近现代画史上，在上海就曾有由于右任、何香凝、

1979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结束文革的思想禁锢，

经亨颐发起的“寒之友社”，与沪杭的书画名家常相往来，聚谈之

迎来了新时代，很多画家都不约而同地以“大地回春”为主题进行

余则风雨泼墨，诗酒联欢，所画的题材皆为松、竹、梅、菊、水仙

创作，以歌颂新时代——“春天”的到来。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关

等清隽之品，用以自表其刚正不阿、不随流俗的性格。当时参加者

山月也不例外地在轻松的气氛中表达“春天”喜悦，以呼应时代的

均为一时知名之士，如黄宾虹、张大千、高剑父、陈树人等人，一

声音。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另一幅作于“一九七九年元旦前夕”的

时名重艺林。6 其中，以画梅见长的革命画家何香凝就曾与陈树人、

《大地回春》则以蓬勃向上的新竹配以三两枝娇艳的桃花表现了初

经亨颐合作两幅《三友图》，并由于右任题诗，以表达他们拜谒中

春的清新，跳跃喜鹊则点明了春天到来的喜悦。这种用花鸟画来表

山陵归来，对于时事的无奈之情唯寄托在荒寒的笔墨之间。7 但他

达一些鲜明时代主题色彩的手法，一直持续到他艺术生涯的最后。

们笔下的“三友”，依旧不脱传统荒寒寂寥之气象。同样，在我们
今日所能见到的，关山月作于 1947 年的《岁寒三友》中，也表现
了“岁寒三友”抗击满天风雪的铮铮铁骨，以隐喻友谊的坚贞。

1995 年，为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而作的《三友迎春图》即
是晚年此类题材的又一代表作，和广州艺博院藏的《大地回春》一
样属于“岁寒三友”主题，所不同的是该画表现了雪中的松、竹、

关氏晚年花鸟画研究，或许应从作于 1979 年的《大地回春》

梅三友，近处以老辣的笔墨写遒劲向上的梅干，寒松挺立于右边而

开始。画面主体为一枝雄壮的松干占据了画面的主要视线，背后穿

斜枝向下，形成对角之势，画面右下直挺的两枝秀竹正好打破了这
种对角的呆板，而画中红梅与松竹的青绿色对比，鲜艳的朱色，在
雪景中显得格外突出，使画面气氛对比强烈。远处两只冲天而上的
飞燕更进一步点明了厉经寒冬过后，春天到来的欢快。画外题跋：
“兴亡家国夫有责，傲雪经寒梅竹松。五十年前画抗战，今图三友
燕相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赋此并图三友迎春于珠江南岸”。8
可谓恰到好处地运用书画题跋的形式升华了主题。关氏对于传统题
材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是下意识探索的，作于 1992 年的《三友图》
的题跋之中，正表达了他对此创作手法的得意之情：“题材古老画
迎春，继往开来源最真。形式内容求统一，岁寒三友美翻新”，透
过画中挥洒自如畅快淋漓的用笔和设色，流露出一种对于“美翻新”
三友题材的自信。

当然，为反映时代主题的需要，关氏有意将原有松、竹、梅
共经寒岁，凌寒抗霜的萧疏之境转化为经霜之后喜迎春到的热烈气
氛。值得注意的是，在关山月“岁寒三友”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可
以找到他反映个人情思的作品了，尤其是在 1993 年，他的妻子李
三友迎春图 1995 纸本设色 140cm×245cm 关山月美术馆藏
大地回春 1979 年 纸本设色 95.7cm×176.9cm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秋璜去世之后的几件作品，一定程度反映关氏对传统托物言志、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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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哀悼李秋璜诗《哭老伴仙游》二首，《文汇报》 1993 年 12 月 19 日。
寒梅伴冷月 1995 年 纸本水墨 178.2cm×192cm 家属藏

物抒怀模式的延续，也为我们理解他这类作品提供了新的解释空间。

在李秋璜去世周年，关山月仍有赋诗。

10

值得注意的是，在

随后几年的中秋，关山月多绘以“三友伴婵娟”或“寒梅伴冷月”
关山月与其夫人李秋璜终身相伴，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爱情，
堪称现代画坛典范。在关氏的花鸟画作品中，屡屡可以见到每年为
妻子庆生而作的花鸟画中，除却《玫瑰图》（1955 年）和《九雀图》
（1977 年）之外，以三友题材的居多，其中有《红白梅》（1980 年）、
《梅竹双清图》（1981 年）、《红梅》（1981 年）以及《三友图》
（1988 年）等。而在 1993 年，李秋璜去世，关山月除了书写“敦
煌烛光长明”条幅多张，还有赋诗哀悼，《哭老伴仙游——为爱妻
李秋璜送行二首》云：
其一

为主题的作品感怀亡妻，寄托自己的思念和孤寂之情。其中作于
1995 年中秋的《寒梅伴冷月》中，以纯水墨的形式描绘了雪里寒梅。
画中梅干虬曲如龙腾空而起，充满张力的用笔，梅花凌寒独开的品
格跃然纸上。一轮冷月当空，所有景物都笼罩在一种凄冷寂静之中。
题识中以律诗感怀他与妻子一生的遭遇：
立业成家系一舟，金秋往事涌心头。敦煌秉烛助摹古，
文革遭殃伴屈牛。陪索善真求创美，共泛洋洲壮神游。窗前
梦境阳关月，寄意寒梅感赋秋。11

最后一阕“窗前梦境阳关月，寄意寒梅感赋秋”中，“阳关月”

生逢乱世事多凶，家破人亡遭遇同。注定前缘成眷属，

一语双关，即是回忆关外之月，也暗喻自己；同时“感赋秋”，即

恶魔日寇拆西东。我逃寺院磨秃笔，卿浪后方育难童。举烛

是感赋中秋之“秋”，也是感赋妻子李秋璜之“秋”。诗中的这一

敦煌光未灭，终身照我立新风。

语双关的隐喻，是我们解读他描绘的三友主题作品的关键连接。作

其二

于 1996 年中秋的《三友伴婵娟》以横幅形式展现了秋月下松竹梅
相伴的景象，老松挺立，矫健苍劲，占据画面中心，左边红梅出枝

生来遭遇坎坷多，舍己为人自折磨。牛鬼蛇神陪受罪，
文坛艺海度风波。溯源梦境披荆棘，出访洋洲共踏歌。风雨
同舟半世纪，卿卿安息阿弥陀。9

相伴，右边生起翠竹数竿相扶，构成三友之势，竹梢处一轮明月（婵
娟）当空。与此前热烈喜庆的“岁寒三友”气氛不同，此幅设色极
为简淡，松以水墨略施赭石写就，又以淡红点梅，石青染竹，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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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伴婵娟 1996 年 纸本设色 68.5cm×410cm 家属藏
感觉到秋夜的寂静，正是其心境的写照。而在随后的几首悼亡的诗

统的中国画语言与西方的视觉经验结合起来，以表现来自现实生活

中，更多地以“岁寒三友”作为比赋的形象，如《悼念爱妻仙游二

的感受，是关山月始终坚持不懈的艺术探索方向。值得注意的是，

周年》诗云：

关山月晚年坚持用古体诗表达新时代内容和个人情思，这在同类画

其一

家是较为少见的，但正是其对中国画传统诗画结合模式的践行。我
们在关山月的晚年岁寒三友主题作品中，看到的是其对传统文人情

铁骨寒梅伴冷月，虚心翠竹荫清泉。敦煌窟洞长明烛，
照我砚边秃笔坚。
其二
板桥写竹总关情，和靖栽梅伴作卿。竹韵梅魂漂艺海，
烛光不灭照航程。12
可以说，铁骨寒梅形象正是对其妻子品格赞誉，也是其妻之
化身，不断地激励着他前进。板桥竹、和靖梅所构成的竹韵梅魂，
是他们共同自励、自勉的品格追求。而在次年春天即 1996 年 2 月
26 日，关氏又作一首感怀诗：“孤寂窗前观冷月，又闻蕉雨竹枝风。
松梅笔下留冬雪，温暖岁寒三友中。”13 可见此时关山月笔下的“岁
寒三友”和传统文人画的用意是一致的。但这正说明了关氏对传统
托物言志、借物抒怀模式的谙熟与活用，从而使我们看到关其个人
情感的表露，这也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
关山月和 20 世纪的许多中国画家一样，无可避免地面临传统
笔墨的现代转型的困境，也同样面临雅俗的选择。14 岭南画派是近
现代中国美术变革洪流中具有革新抱负的中国画学派，自觉地从现
实出发，通过写生展开了对中国画的改造，并从唐宋绘画及东方文
化圈中寻求属于本民族的传统，以回应来自西方的冲击。如何将传

思的转化和延续，正如其晚年所讲的“继往开来”，尤其是通过花
鸟画的笔墨实验，来探讨文人画传统，表现时代精神和新的个人情
感，这或许就是其花鸟画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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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李伟铭《关山月梅花辩》，《天香赞——关山月梅花选集》，第 11 － 15 页，海南出版社出版，2000 年。
2. 关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花鸟画问题的争论详见何溶《山水、花鸟与百花齐放》，《美术》1959 年第 2 期；何溶《牡丹好，丁香也 好——“山
水、花鸟与百花齐放”之三》，《美术》1959 年第 7 期；俞剑华《花鸟画有没有阶级性》、葛路《再谈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美——关于花鸟
画创作问题》、何溶《比自然更美——纪念于非闇先生，兼论山水、花鸟和百花齐放》，《美术》1959 年第 8 期；《美术》1959 年第 8 期；
程至的《花鸟画和美的阶级性》，《美术》1960 年第 6 期；金维诺《花鸟画的阶级性》，《美术》1961 年第 3 期等。
3. 同注 1。
4. 陈湘波《赢得清香沁大千——关山月先生的花鸟画艺术简述》，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 20 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
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 年，第 81 － 85 页。
5. 程杰《“岁寒三友”缘起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 年第 3 期。
6. 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年，第 73-74 页。
7. 何香凝美术馆编《何香凝的艺术地图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年，第 86-87 页。
8. 关山月《三友迎春图》题识，关山月美术馆藏，1995 年。
9. 关山月美术馆编《关山月诗选——情·意·篇》，海天出版社，1997 年，第 118 页。
10. 《爱妻仙游周年悼》曰：“痛别仙游瞬满年，后生有志慰安眠。长明蜡烛敦煌梦，照我丹青未断弦。1994 年 11 月 15 日晨于广州。”，
关山月美术馆编《关山月诗选——情·意·篇》，海天出版社，1997 年，第 145 页。
11. 关山月美术馆编《关山月诗选——情·意·篇》，海天出版社，1997 年，第 162 页。
12. 关山月美术馆编《关山月诗选——情·意·篇》，第 172 页。
13. 关山月美术馆编《关山月诗选——情·意·篇》，第 172 页。
14. 关于这方面的专论详见石守谦《绘画、观众与国难——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家的雅俗抉择》及《中国笔墨的现代困境》，《从风格到
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 353-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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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机制的生成与重构
——论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性维度
文 / 魏祥奇

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是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活跃

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而言，绘画是作为一种“形式”，还是作

于广东画坛的两个主要中国画人群体，其画学思想有“革新”与“传

为一种可被阐发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将其绘画视为一

统”的主张分野，相互竞争也相互依存，但在 1980 年代以来开展

种“形式”，是一种超脱一切世俗烦扰、探求个人内在生命意义的

的学术研究中，显而易见的是受到“革命”与“传统”话语模式的

寄托。在这里我并不否认高剑父在探索折衷日本画法上的努力，也

控制，对于研究的继续推进和反思，今天已经构置了诸多阻碍。本

不否认国画研究会画人鬻画自给的现实，但绘画作为一种“思想的

文既是对这一美术史叙事方式和语言体系的疑问，提出 1920 年代

方式”，在 1920 年代的广东画坛，的确有着“精神慰藉”的形式性。

至 1930 年代的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最为关注的并不
是绘画本体笔墨语言的差异，而是内在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呈
现，最终“人”的思想和观念在历史境遇中逐渐浮现出来。

我们习惯于在图像文献中探究笔墨和图式结构的成因，在文
字文献中析出只言片语的论断，暂且不论这些引用是否能够准确勾
勒和描述其绘画创作的轮廓，困境在于：着力于形式分析并无法将

话语机制与历史叙事

美术史研究推向思想史的维度。1920 年代中国思想史的形态，亦
不能依赖于讨论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画学论争，不仅这些

“话语机制”作为历史叙事的观念与逻辑形式，其触及时代
思想中最活跃、也最富有权力意味的表达结构，在政治和社会生活

论争被搁置于画学理论的层面，其仍仅是历史语境中内在思想史格
局的一种“外在显现”。

的公共领域中，其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影响在 1980 年
代伊始至今的学术研究中，仍未受到普遍而充分的认识与反思。近

我们相信，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在画学论争文本

年来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兴起的“新史学”观，注重对 20 世纪以来“权

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是我们梳理和认知 1920 年代广东画坛形态

力话语方式”的分析与阐释，都为我们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

的有效通道。但限于从美术史的修辞方式去解读“传统”抑或“现

照的经验：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

代”的画学观念，必将使我们的研究囿于简单现象陈列和学究式论

的二元论，在德勒兹“千高原”的知识谱系中重构一种新的结构关

证的层面，亦难以从文献出爬梳出清晰的创作思想主张，我们要注

系，在既有的对立概念中寻找新的关联性，通过丰富的个案研究我

意论争文献中的“诡辩性”，我们很容易在阅读中发现一些“悖论

们就可以发现，一切知识的形式都处于不断“流变”的秩序之中，

性”的表述。这就不得不怀疑，这些论争文本与现实情境之间存在

一切的价值观念都在不断的生长和困境中被重置。

着巨大的差异：文本是在一种被解读和有意阐释中被生效的。

这是我们重新认识“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研究的基础：

那么，如何将美术史研究中对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

摒弃“传统”与“现代”的话语“描述机制”，进而思考其背后的

叙事，切入到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范畴之中？将是我们理论反思的基

话语“生成机制”。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岭南画

点。“话语机制”在哈巴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中被赋予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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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意志”。同样，1980 年代以来的勃兴的美术史研究，同样被置

因为在既往的岭南画派研究叙事话语中，
“传统派”、
“保守派”

于一种被预设的政治观念之中，并不断延续着肯定“革新”与“现

抑或是“守旧派”1920 年代对于岭南画派画人的诘难，一直是佐

代”的价值，忽略“保守”与“传统”的论调。20 世纪中国绘画

证岭南画派画人勇于革新、不囿于时代局限的文献，我们在一种“革

史的相关研究，同样在发掘最具有论辩意义的“新思想”个案，并

新价值的可贵性”叙事模式中不断再现岭南画派画人在母题与主题

构置了一整套的话语逻辑方式。这其中有两个观念持续在发生着暗

上的突破性。亦因此，讨论岭南画派画人对于传统绘画认识和表现

示的作用：其一是肯定“变革”的“进步性”，这其中有着达尔文

上的“复杂性”，在研究结论中相对被轻描淡写。陈树人终生的绘

进化论思想的影子。

画实践都在追求一种诗意的画境，文人气质，而高剑父和高奇峰早
年学习传统绘画，很多作品都追求笔墨意趣和图式结构。换句话说，

革命派话语的构成模式

岭南画派作为“革命派”的形象在美术史专业学习中被勾勒出来，
尤其是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与“辛亥革命”——这场被国民政

显而易见的是，美术史的理论修辞作为一种政治叙事结构的
延续，尽管在 1980 年代以后政治思维模式逐渐在向学术研究转换，
然而其理论观念转变相对滞后。关于岭南画派的研究，自然一直注
重其“革新性”的探寻，诸如勾勒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画家

府与 1949 年新中国政府都承认的政治变局——之间耐人寻味的关
联，都成为一般研究者在粗略描述岭南画派时最突出的特质，而相
关岭南画派对传统画学的探索则只字不提。简而言之，岭南画派的
美术史形象被“革命”的思潮所定义。

的革命经历，以及其作为进步的革命者的身份和形象；总结岭南画
派“折衷”日本绘画的晕染技法、倡导写生等语言变革的绘画实践。

再者，对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研究在近年来逐渐被学界所关

但我们在研究中仍然相对忽视岭南画派画人对于传统绘画研究的兴

注，应该说，关于 20 世纪前期绘画史研究的学术推进使学者逐渐

趣和成绩。

意识到一个更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一个大的转变在于，当代中
国政治和经济改革思潮中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自信”，所谓的“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话语方式不断出现在官方报告文本之中，
“传
统”作为一个“话语”关键词在本世纪初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虽不
至于重构一种新的美术史景观，但“传统”与“革新”的关系的确
成为学术研究的兴奋点，“二元论”的思维和写作模式的影响也逐
渐消退。以至于在今天的美术理论与批评领域，“传统”演变为一
种“流行”的修辞方式，甚至被拿来与“当代性”进行并置。

继续提问：1920 年代的“传统绘画”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文化和国际事件带来的影
响，在相关研究中被表述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价值被重新思
考”，正如尼采所言是“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郑昶的逻辑极富
有代表性，在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相关论争文章中，这种
高剑父 富贵图轴 纸本设色 112×55cm 款识：诗到清平能动主，
花虽富贵不姣人。拟云溪外史赋色。张孟皋画富贵，燕支和墨模粘
一片，谓得自桂岩家法，予未敢学也。剑公。印章：高仑长寿（白
文长方印）、高仑高兴（白文方印） 广东省博物馆藏
陈树人 自画像 1938 年 纸本设色立轴 64×41cm 款识：廿七年
十六日树人自画，时客汉臯 印章：陈树人（朱文方印 )）、思陵廔（朱
文方印）、树人之印（白文方印）题跋：吾真欲写却凭谁，尚有天
然笔一枝，莫怪人嗤阎立本，丹青写相岂相宜。树人又题。 广州
艺术博物院藏

简单的逻辑推理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辛亥革命·新遗民·高剑父与潘达微

事实上，早在 1920 年代经历或参与了辛亥革命事业的文化精
英，就已经对辛亥革命的成就与代价进行了相当清醒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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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折射出的政治格局中军阀纷争的现状，使早期投身社会革命事

谓明哲保身的处世之策，革命热血的聚冷多少令高剑父怅然若失，

业的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意识到其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其

以诗文和书画语言抒发自我的失落为其作品注入了思想史的意味。

政治理念几乎无法得到推行，以至于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困境。

而 1926 年高剑父创作的《镇海楼》，则更具个体精神情感的写照
意味。其题跋曰：“万劫危楼，祇剩得蔓草荒烟，淡鸦残照，丙寅

高剑父在 1920 年代从政治舞台转向艺文事业，也在于一种失

秋月，剑父。”而革命事业的盟友于右任则题写“乾坤再造”，其

落的政治情怀无从施展，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高剑父一直强调

中之意耐人寻味，嘱托其超脱一种世俗的功名理想转而构筑个体内

自身作为“革命者”的身份，“画人”的角色也是在岭南画派的相

在的精神世界。

关研究中被凸显出来，创设“春睡画院”之后，高剑父似乎发现了
一种新的“自我存在”方式。尽管在高剑父的一生中，与政界要人

潘达微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在辛亥革命结

之间仍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交往关系，但其始终在思考一种带有政

束之后目睹了广东政局的乱局，甚至旧时的革命党人在新的政治权

治抱负的文化主张，但显而易见，其并没有机会被推行开来。高剑

势争斗中惨遭毒手。诸如，潘达微在广东光复后接受警察厅长陈景

父似乎是一位最“对位”的“辛亥遗民”画人，这种转换在于从积

华的邀请，出任警厅所属的孤儿院院长，并创办广东女子教育院，

极的政治和社会追求到个人精神生活的退隐：也必然会重新发现、

以收容贫苦妇女特别是逃出主家的妾俾为主，同时在河南歧兴南约

面对和思考传统文人生存方式、理解传统文化中“超脱物外”的生

创办了缤华女子学堂，反对缠足，创立“乞儿救济会”，出版《乞

存哲学，“绘画也就成为一种方式、一条通道。”高剑父 1914 年

儿呼天报》，殚精力竭于慈善事业。旋即因为“二次革命”失败，

创作的《看尽世人梦未醒》证明了这一点，其款云：“笑它两眼黑

龙济光诱杀陈景华后关闭了孤儿院和教育院，并将教育院中的女子

如漆，看尽世人梦未醒。民国三年秋九剑父高仑写生，时寓北京客

拍卖和驱逐，几乎击垮了潘达微改变现实生活的信念。以至于其在

次。”在研究者看来，这件优秀的绘画带有很强的政治寓意，象征

1917 年春尽出版了诗文和画集《天荒》杂志。

着高剑父某种惆怅、孤寂、直至轻蔑的思想世界，军阀混战时代何
潘达微在出刊感言中称：“人世苍茫百感哀，拼将心力付蒿莱。
余情漫道无归宿，断幅零缣费剪裁。一回捡拾一辛酸，恨草啼花半
泪痕。愿向情天重抖擞，纵罹忧患不须论。”在这短短几十个字的
诗文中，
“苍茫”、
“百感”、
“哀”、
“无归宿”、
“心酸”、
“恨”、
“啼”、
“泪痕”成为关键词，近乎绝望而又超脱的情绪构建了一个游离生
死之外的虚境。《天荒》虽名为“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死难的生前友
好”，但从收录的文字和图像来看，纪念的就不仅仅是革命的死难
者，而是一个群体的精神失落——抑或这种失落并非显而易见，但
内在的一种共通的消沉气质，使这种悲怆的情怀得以被纪念。那么，
我们再回头看潘达微的山水和花鸟画作时，又将是另一番滋味。

晚清遗老·广东国画研究会

如果说高剑父及其“新派”绘画在 1920 年代得到了诸如陈炯
明等革命军政要员的欣赏和赞助的话，那么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的
绘画则主要得到广东地域晚清遗老群体的支持。广东虽然孕育了近
《剑父画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 12 月 7 日

代中国政治革命，然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主张，在广东并

高剑父 镇海楼 纸本设色 80×42cm 1926 年 款识：万劫危楼，祇
剩得蔓草荒烟，淡鸦残照，丙寅秋月，剑父。乾坤再造，于右任。

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广东不论是文化界或教育界，对于新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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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荒》画集封面
《天荒》画集封面二
潘达微 吾粤两般千古事，黄花开后又红花 丁卯黄花节雨窗写此，
感慨不胜，冷残时客香澥。 美国罗承勋藏
潘达微 莽莽溪山有古今，相看时见岁寒心，扁舟容与多无计，红
叶满林秋又深。空山结想，净福难消，劳顿平生，故多感慨，苹荪
先生得毋笑我不达邪？冷残。 香港许礼平藏
潘达微 远浦归帆。曾见香光有此，背拟其意，一种飘逸处不可学也。
冷鸥方家大雅正之，冷残。 广东省博物馆藏
考察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的文化思想语境时，传统学术的
象征“学海堂”的兴衰似乎极有代表意味。

学海堂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开始课业，道光四年（1824
潘达微在画室

年）落成，创办人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后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开
办，学海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停办。1911 年时陈伯陶和

新文学的接受程度，远远不如上海、北京等城市。[ 图 11-12] 诸
如 1928 年南京政府设立的大学院取代教育部，下令搁置孔子春秋
二祭，马上遭到包括广东在内多处地方政府的反对。1928 年，广
东省政府下令所有学校纪念孔子诞辰。广东文化界同样回应了这股
“尊孔”、“祭孔”的思潮，诸如有不少国画研究会画人参与编辑
的《非非画报》，在 1928 年第 4 期主题设为“孔子号”。

其中刊载了 30 余幅北京、山东曲阜等各处孔庙的摄影图片；
刊文有子英《大学院通令废止祀孔平议》、老农《孔子为中国之大
侠》、罗海空《演孔》、杜其章《由孔子诞联想到双十节》等；另
刊载黄般若所藏汉代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之《孔子见老子像》、杜

一些遗老希望能够重新恢复学海堂，延续其认同的学术道统；但直
到 1920 年届以八十的晚清进士易学清等又向广东省长公署呈请规
复。当局亦同意恢复，借清水濠省图书馆，并聘姚筠、卢乃潼、汪
兆铨、汪兆镛、何藻翔、周朝槐、潘漱笙、沈泽棠、林鹤年 8 人为
学长教授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等。而复学一年后因张锦芳去职
而停止。

政局动荡不安，传统派学人不乏有机会推行自己“复旧学”
的理想。不少广东晚清遗老去到香港，甚至陈伯陶、朱汝珍、岑光
樾、温肃、区大典、区大原在 1923 年在香港开办学海书楼，教授
四书五经和诗词；当时的粤商李瑞琴、利希慎、周寿臣、陈廉伯、

其章藏元代王振鹏绘制的《圣迹图》（《孔子学琴于师襄》、《将
西往赵简子》、《删述六经》3 页）、杜其章作《孔子画像》等。
便可体会到传统派学人在广东文化界仍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在

考察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的文化思想语境时，传统学术的
象征“学海堂”的兴衰似乎极有代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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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善允和政坛人物等都比较支持，所谓之保存国粹在他们看来似乎
已经演变成一种责任。经学固然能够对有中学背景者的西学者和新
学者产生冲击，然而对即将把握时代的，接受新教育的学生而言，
这些反击便显得尤为无力，毫不吸引。又譬如一直到 1935 年陈济
棠主粤时，提议恢复读经，也试图恢复孔祀，广东士绅更联合署名
致书陈济棠，请其修复孔庙，领衔者为吴道镕。

辛亥后政局的不断变更，使得老派学人大有机会去改造这个
破碎形态的“现代社会”。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辛亥革命被认为
是“表面的”，它并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正如林毓生曾谈到“堤
的闸门经过长时间可能腐蚀；当堤最终溃决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
阻止住毁灭和破坏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冲击”。辛亥革命之后，
在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整个社会是一种堕落、残破、
腐败、野蛮的景象，中国发展的趋势似乎总要陷入绝境。可以说，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极为痛苦的拉锯战，新学者在传统文人群
体消退之后才算是真正取得控制权，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
文人群体依然掌控着中国文化界的局面，他们运用传统的知识和方
法来应对“现代”的问题，他们寄希望于系统性的知识结构行之有效。
黄宾虹的广东友人黄节（右三）和邓实（右四）（1906 年国学保存
会藏书楼开楼时摄影）
1917 年 3 月 25 日（丁巳闰二月三日），南社广东分社举行第一次
雅集于广东六榕寺。蔡哲夫、汪精卫、尹笛云、叶敬常、铁禅和尚
等 40 余人参加

广东国画研究会“复古”的画风，其所表现出的传统文人内
心的世外桃源景象，所流露出的旷古幽怀的思绪，符合传统文人在
“世无道”的混乱中的避居习惯，也是他们苦于寻找的精神超越的
归宿。广东国画研究会创设时期的现代化思潮给予着各种文化集团

学海堂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开始课业，道光四年（1824

以文化责任与文化理想：当知识精英不再以传统的经世济民的功业

年）落成，创办人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后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开

为目标之后，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寻找自我辨识的新空间，

办，学海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停办。1911 年时陈伯陶和

他们也在追求精神的自我完善和道德的自我提升。

一些遗老希望能够重新恢复学海堂，延续其认同的学术道统；但直
到 1920 年届以八十的晚清进士易学清等又向广东省长公署呈请规
复。当局亦同意恢复，借清水濠省图书馆，并聘姚筠、卢乃潼、汪
兆铨、汪兆镛、何藻翔、周朝槐、潘漱笙、沈泽棠、林鹤年 8 人为
学长教授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等。而复学一年后因张锦芳去职

重构话语机制 • 传统绘画的形式意味

学界关于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叙事观念，普遍接受
了“革新”与“传统”的话语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将两者的绘画作
为美术史的课题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主要在这一话语机制中生效。

而停止。
关于笔墨结构与风格学意义上的形式分析，包括图像学研究
政局动荡不安，传统派学人不乏有机会推行自己“复旧学”
的理想。不少广东晚清遗老去到香港，甚至陈伯陶、朱汝珍、岑光
樾、温肃、区大典、区大原在 1923 年在香港开办学海书楼，教授
四书五经和诗词；当时的粤商李瑞琴、利希慎、周寿臣、陈廉伯、

方法的借用，都是在思考绘画本体、乃至回应 20 世纪初中国绘画
史观念的转变，这些讨论助益于美术史的基本文献与理论研究，但
是否应该撇开“绘画的问题”而讨论其本后存在的一种“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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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更是跨越至思想史的语境中去重新审视“绘画”在其中扮演的
角色。

绘画作为一个视觉图像，不可否认其“再现性”的图像价值
以及笔墨对情感和经验的表现力，然而绘画与创作者之间也可以是
“分离”的。这种“分离”在于绘画仅仅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
甚至不能被称为“思想的方式”在自我的逻辑中不断变化，岭南画
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在 1920 年代的确在思考“革新”与“传统”
的时代命题，但也可能并非如此。绘画是一种寄托自我精神情感和
生命奥义的载体时，“得意”才是最为重要的内涵。

值得讨论，勃兴于 1920 年代广东画坛的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
研究会的绘画创作，是在视觉式的图像在主题上表现出的差异更值
得我们思考，亦或是“绘画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所具有的“象征性”
的思想维度更有待于我们延展开来？

当然这种思考会消解美术史研究的传统界限，正如阿瑟 • 丹
托在《艺术的终结之后》中的论断，传统的审美艺术观念正在终结。
这里并不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但是的确能够描述 1920 年代岭
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所处社会和思想境遇的一个截面。 1920
年代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的画学活动，“现代”与“传
统”的话语模式显然在失效。

绘画有着自我的语言体系和图式结构，传统绘画中的叙事性
往往仰赖于对题跋中文本的阅读才能获得理解，这时“绘画”转变
为“图像”，被辨识成为观看中最重要的内容。剥离款识和文本，
绘画也可能就只存在一种形式的意味。高剑父在绘画实践中探索一
种新的语言体系和图式结构，但没有政治理想的失落情怀，对这种
“残破”形式意味的解读可能将流于形式本身，或者也根本不会生
成如此丰富的画学景观。正是高剑父转向对绘画领域的探索，绘画
从而成为一种安放精神困境的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