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会“双子星座”
-陈垣与梁启超

  广东新会近代人才辈出，其最著名者莫过于戊戌风云人物和后来

的学问大家梁启超。梁启超（1873 ～ 1929）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

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

东新会人。而在史学界，还有一位与其并称“双子星座”的大家：

陈垣。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这样推崇他们道：「任公（指

梁启超）之於新学，先生（指陈垣）之於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

时宗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京的粤籍文史学者不在少数，首推梁

启超、陈垣及容庚、商承祚、黄节等人。由于人才众多，以至于内

部有了“东莞之学”和“新会之学”的派分。梁启超早年名声鹊起。

但真正潜心于学术已在二十年代，同时又难以忘情于政治，故在京

华，粤人学术圈中之作用或稍逊于其新会同乡陈垣。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与陈垣两位新会大师曾经对唐代高僧玄奘年岁

及出游年份有场精彩的学术辩论。最终的辩论结果是 : 梁任公之元

年说终不能成立，而陈援庵先生之三年说可证矣。至此，史学界“玄

奘于贞观三年八月从长安出发，历经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正月归

国”达成了共识。这场辩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元年说”还是

“三年说”，而在于缜密推证的科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无论

是梁任公还是陈援庵，都遵从了这一原则，但是任公仅注意到《于

阗表》两《唐书》、《通鉴》等书的材料。而忽略了《通鉴》、《册

府元龟》、《圣教序》等书的记载，终被陈援庵看出了破绽。陈垣

依据《通鉴》、》《册府元龟》诸书材料。将梁启超的论据一一驳

倒。进而辨明其疑点。而最后推翻其言论。以扎实的功力和无懈可

击的缜密小胜任公，然任公之功不可没。正是因为他的开拓研究，

才导致了陈援庵的精湛考辨。

    两位新会籍学术大师以严谨的学风，求是的精神和缜密的方法，

将学术研究推向了高峰。他们商榷学术，相互尊重、“友谊比赛”，

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当今学人治学的榜样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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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师生同父子”
---- 陈垣与启功之情

 启功先生说过，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有画家，

有诗人，有学者，有书画鉴定家，但是“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

位，那就是陈垣先生。陈垣与启功，一对名师高徒，两代国学大师，

他们的情谊真是“信有师生同父子”，他们的交往给人以温情，令

人肃然起敬。

　　启功初识陈垣

　　启功字元白，1912 年生于北京一个没落衰败的满清皇族支系，

小时候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相依为命，生活困难，且时常处在时

势干扰的恐惧之中。启功高中未毕业，便因援助的来源断绝而辍学，

只好以临时教馆和卖画来度过穷苦困难的日子。

　　启功是一位对国学、书画艺术极有天赋的人，从小就具有诗书

画方面的才能。在启功的众多老师中，陈垣有点石成金之功。如果

没有认识陈垣，启功终其一生很可能就是一位教馆先生，但认识了

陈垣之后，他的人生拥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

　　1933 年，21 岁的启功笔下的书画文章，已有了佼佼之色。祖

父的老世交、藏书家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

的校长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傅增湘回来后，高兴

地告诉启功：“陈校长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

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

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一生是用不尽的。”这是启

功与陈垣的结缘。

　　初次见面，启功看到陈垣肃穆，不由得产生一些惧意，但陈垣

校长觉得这个青年人很聪明、很可爱，拉着他的手叫他坐下来，很

和蔼地对他说：“你的祖父和我的叔父(陈简墀，字昭常)都是同年(光

绪二十年 ) 的进士，我们还算是通家之好。”一句话，化解了启功

的拘谨，拉近了两人的心理距离。陈垣告诉启功，“现在看书先要

看《书目答问》”。这是陈垣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陈垣 13 岁时

就系统阅读《书目答问》，并根据书中的提示买书、读书。晚年启

功回忆起这一幕，动情地说道：“我从 21 岁起得识陈垣先生，直

到他去世。受陈先生教导，经历近 40 年。”

　　老师夸得启功“毛骨悚然”

　　1933 年秋季开学后，陈垣帮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

教国文的职位。开始几年，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

学老师的经验，一一教给了他，可以说是“耳提面命”。启功曾总

结了 9 条陈垣从实践中揣摩出来的“上课须知”，如：要爱学生；

不偏不向，不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为主；不要发脾气；好好备课；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要有教课日记；要

疏通课堂气氛等等。陈垣对启功的教诲，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

可见一斑。“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

学生看不见。”

　　启功毫无疑问能胜任这一教职，甚至比其他同事都强，然而却

遭遇不测风云。分管附中的一位院长以启功“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

学不合制度”为由，将他辞退了。陈垣很关心地对启功说：“既然

中学教师当不成，也不要灰心，今后出路一定会有的。”

　　1935 年，陈垣校长又找到机会，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

任助教。可是事情真不巧，一年多以后，以前辞退他的那位院长又

来分管美术系了，借口认为启功“学历不够”，再次把他辞退了。

尽管如此，陈垣校长坚持认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

应该扶持他走上为社会服务的道路。于是，在 1938 年秋季开学时，

陈垣请启功回辅仁大学聘任他为国文系讲师，专门讲授大学的普通

国文课。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英千里，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教育

局长，从辅仁的老师中找人，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启功去向陈垣

先生请教。老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

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

是聘书，你是老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委员，

是官员。”启功明白了，立刻告辞回家，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英

千里对他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

垣先生过目。恰好陈垣刚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搁在框里，挂在

墙上。章学诚的字很难得，30 块钱买的。陈垣看了启功用花笺写

的婉拒信函，没说别的话，只说：这信也值 30 元。这“30 元”是

对启功莫大的鼓励，但启功的感受，实在“毛骨悚然”，他觉得老

师对自己书法的赞赏，和章学诚相提并论，自然是不敢当。

　　1946 年启功被晋升为北京辅仁大学副教授，从此他逐渐有了

名声，不久又被北京大学聘为美术系的兼职副教授，专门讲授世界

和中国美术史课程。

　　启功不负师望，博学精进，一心教书治学，无意仕途登科，遂

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

家、诗人。

　　成就两代国学大师

　　1963 年，启功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应较好，

修改补充后，将出版。启功找老师陈垣题签。陈垣非常高兴，问启

功：“你曾有专书出版过吗？”启功说：“这是第一本。”陈垣问

了此书的一些情况后，忽然问启功多大岁数了，得到启功 51 岁的

回答后，陈垣就历数戴东原只 ( 活了 )54 岁，全谢山 50 岁，然后说：

“你好好努力啊 !”启功突然听到这几句跳跃性的话，立刻懵了。

稍微一想，几乎掉下泪来。“老人这时竟像一个孩子，看到自己浇

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粒籽，便喊人来看，说要结桃李了。”

　　1970 年，陈垣身体日衰。1971 年 6 月 21 日，在京逝世。获

知恩师陈垣驾鹤远行，启功十分悲痛，当即为恩师写一副挽联：

　　依函丈卅九年，

　　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



　　痛余文字誉陶甄。

　　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 3 年，创作了上百幅

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 120 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

的 163 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基金以“励耘”命名，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

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

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

心。”

　　北师大著名教授童庆炳说：“启功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博大的爱，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陈垣先生的爱，那真是一朝从师，终生感恩。”

　　如今启功先生也已作古了，陈垣及其弟子启功两代国学大师，

两位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伟人，他们师生之间的情缘及其交往的

事迹，被世人当作典范而永远流传。　　

花逢时雨俏
——阮云光的艺术历程兼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的现代艺术

阮云光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有一个焦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

我们对广州二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态环境的关注。1920 年阮云光入

读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美术别科，受高奇峰影响开始他的

艺术生涯，1925 年又考入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并在

1932—1936 年间两次东渡日本游学，这近二十年的艺术追梦过程

中，阮云光首先从实用美术学习转到西洋画的兴趣，又从对现代派

绘画的狂热转到了相对温和的折衷国画，这个复杂的过程颇能反映

南中国这段艺术史的丰富内涵。应该说，这期间恰逢中国艺术现代

化进程中，古典写实洋画、岭南画派和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现代艺

术有“三足鼎立”态势。作为一个热血的艺术青年，阮云光与当时

大多艺术青年的选择截然不同，他并不坚定在任何一个艺术阵营，

而是游走其中。如果仅仅是从艺术成就的视点来看的话，他的作品

可能无法被理解成为某种特定艺术领域的成熟，也许会被认为只不

过是多方面风格的模仿，或者会被认为是风格兴趣广泛的赶路人。

但重要的正是他作品呈现出面貌和兴趣的多样性，及其他被动接受

与独自创新之间的差异性，活生生的也能反映那个年代对艺术现代

性诉求的混乱和尴尬局面。其实，阮云光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所呈现

出的现代艺术与西方视点来看的现代艺术依然相距甚远。但关键在

于这些人从这种名为“现代”的艺术运动中挑选出他们认为必须要

感知到的要素，并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和发展。我们借助阮云光的足

迹巡视这种发展的多元和曲折，大概也就能理解对于那个时代的中

国来说所谓“现代艺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我认为这

种以接受环境作为主导的研究方式，在思考其它艺术家艺术逻辑问

题时也同样是有效的。

一、从实用美术到“纯粹美术”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1919 年开始增设美术科（后来易名为

“美术制版科”），阮云光便是在第二年考入该专业。清末民初，

在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全国设立工艺学校已然成风，其

目的无非从“器用之学”的角度丰富日用物品的生产，从而达到“物

质救国”的主张。我们很难说明“甲工”开设美术制版科与 1919

年那场震动画坛的“美术革命”或者稍早康有为的“国画变法”有

无必然的联系。但就“甲工”美术制版科的课程表来看，像“几何

画”、“投影画”、“水彩”、“着色法”和“摄影”科目比重明

显，“实用”的目的是显著的，为着这一目的，写实造型训练也就

成为了课程重中之重。显然，“甲工”美术制版科课程设置和办学

宗旨与 20 世纪初年学界关于中国画变法及其“美术革命”未必没

有逻辑上的因果和延续关系。

何小特



1917 年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中就指明绘画“非止文明所关，

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亦当派学生到意学之也。” 这种论调基于“吾

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的感叹。康有为认为中国画

疏浅失真，远不如油画逼真，这不仅关系中国文明的进步，而且改

进画法也与振兴工商业有内在联系，可见绘画作为振兴工商业的工

具性也被康有为为“经世致用”的政治抱负服务。革命家陈独秀继

1917 年康有为提出“国画变法”的主张之后，又于 1919 年同美

学家吕澂公开地树起了“美术革命”的旗帜，并提出“若想把中国

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

写实的精神。”陈氏明确指出“革王画的命”，并以西方的写实主

义来改良中国画，从某种意义上说，“美术革命”也就是中国画革

命，是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更是通过鼓动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从

而达到提倡赛先生之科学精神的表现。在康有为和陈独秀这样的知

识界领袖人物的极力倡导下，美术变革变成了挽救中华民族生存危

机的一种社会理想，这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一种近代启

蒙性质的价值取向。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确立了极高的社会认知

度。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表明“甲工”受这一知识界狂澜的影响，但

“甲工”1919 年创办美术制版科却实实在在是在这样的知识界背

景中产生的。作为实用美术专业的纯美术科目所占的比重或许也能

表明校长黄强设置美术制版科的目的已不仅是着眼于振兴实业工艺

和日用品，而是要顺应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的发展，有指向性的培

养美术专材。聘请高奇峰担任美术制版科主任便是黄强超前眼光的

有力证据，要知道，高奇峰除了是美术制版、图案和摄影方面的专

才，在当时美术界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声望。

阮云光从实用美术走向纯美术兴趣也许就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中产生

的，我们可以断定高奇峰便是其艺术的导路人。在阮云光的旧藏中

有在他在“甲工”时期同学林介如所赠的《松涛丽影》，画中有题

识：“余自海上归来，不治绘事者屡月，而不作孔雀者屡年。艺园

荒落，墨烁笔枯，正苦无以应雅命。惟忆曩日与子从澂师时所习尚

末尽忘，爰默念故法以制之，工拙不计也！”由落款“曩日与子从

澂师时”可推断“曩日”正是“甲工”时期，那么高奇峰在“甲工”

时期曾教习阮云光写中国画是可以定论的。除了高澂的指导，从现

存阮云光的藏书看来，《桐荫论画》、《黄山谷全集》、《画学心

印》、《寒松阁谈艺琐录》、《毛笔写实图案人物集》都是 1919

年到 1924 年间（1920 年—1923 年阮云光就读“甲工”）的关于

传统中国画的出版物，这些都表明了阮云光当时对中国画的浓烈兴

趣，正是高奇峰教导和阮云光自己的兴趣为他打下中国画的基础。

现存阮云光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国画作品是 1933 年的《平沙落雁》，

《今日蝶来多》和《竹雀》两张虽无纪年，但无论从画面的生疏用

笔构图还是落款简拙都表明是初学作品，或许就是“甲工”时期的

习作。

阮家为乡中大族，主要经营布匹纺织业，商业网络遍布省、港、澳

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南洋地区。阮云光入读“甲工”美术制版

科必定与家族实业有至关的联系，从现存阮氏《手工印花法手册》

笔记推断他在美术制版的学习用功是不浅的。然而，现存的藏书和

《阮云光手抄藏书目录》中都未能发现此期关于图案或其它实用美

术类书籍，为何阮云光从有明确目的的实用美术学习最终转向纯美

术兴趣，无论是高奇峰的影响还是几套线装的传统中国画书籍，抑

或是被推断为阮云光“甲工”时期习作的所为花鸟画，都表明阮云

光集中兴趣在中国画上，然而奇怪的是，“甲工”毕业后，阮云光

既没有利用所学为家族实业服务，也没有继续在国画道路上深究，

却是考入了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这一并不符合常规逻辑

发展的现象极为耐人寻思的。或许，我们要回顾 1920 年到 1924

年间广州的美术环境去寻找答案的可能性。

二、所谓“纯粹西洋画”与现代派的困境

显然，留学欧美学习古典写实的西洋画与现代知识启蒙始终保持着

紧密的关系。要知道 19 世纪末期李铁夫、冯钢百等人求学欧美开

启中国美术留学生持续的滚滚热潮，是有知识界通过鼓动写实主

义、自然主义从而达到提倡赛先生之科学精神的持续争论作为强大

的思想推动力的。那么，20 世纪最初期所谓的“西洋画”实指那

些掌握话语权力的早一批留学归国的古典主义洋画家们（官学派），

直到 20 年代初才有所变化。赤社和“市美”的创建成为了广州现

代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它不仅向广州画坛输入了一种关于

“纯粹西洋画”的新标准的讨论，同时还在广州催生了许多私立美

术学校和现代美术团体，其中私立博文美术学校（1922 年开校）

和何三峰、谭华牧等在广州开设主潮美术学校以及赤社在 1921 年—

1924 年间三次会展影响都很大。1937 年吴琬在《二十五年来广州

绘画印象》文中阐述赤社对于民国十年画坛的影响：“至民国十年，

就起了一个轩然的大波，广州画坛才算到了黎明时候，那就是广东

全省美术展览会开幕了。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是在民国十年十二月

一日开幕的，在民国十年十月间，先出现了一个赤社第一回美术展

览会，这个会的出品全是西洋画。正从日本归国不久的胡根天先生，

就是赤社的创办者，他带给广州画坛以秀丽的、雅健的写实主义和

印象主义之间的作风的作品，指示了从事西洋画的青年们以正确的

途径。赤社第一回展出品者，胡根天之外，就是陈丘山、梁銮、徐

芷龄、雷毓湘等。作品约二百件，油绘、水彩、木炭、色粉都有。

能够称为纯粹的西洋画展览会，在广州的，这算第一次了。” 但

很快又受到“市美”那些掌握西方艺术更新型知识和潮流的教师们

的挑战，文中说“赤社在那时候，算是比较能够发展的了。在广大

路赁一所很体面的房子，兼办美术学校，每年照例开展览会一次，

社员也增加了。从墨西哥回来的赵雅庭先生，也是社员之一，以百

多号大小的画布，写一个人，雄健的笔触，沉着的色调，是颇喧动

过一时的。赤社同人的画风，后一辈的多受了冯钢百的影响，无形

中做成稳健沉实的趋向，和何三峰、谭华牧的作品把广州洋画界划

分了两种不同的形态。” 可见赤社和“市美”的创建成为了广州

现代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它们为广州画坛提供了关于“纯

粹西洋画”标准的讨论。

相信这场轰轰烈烈的洋画运动及时雨必定给正处追逐艺术梦想的青

年阮云光很大的触动，1923 年阮云光“甲工”毕业后，并没有遵

照家族的期待，带着所学的美术制版知识为家族企业做贡献，而是

在“西洋画”和所谓“纯粹西洋画”在广州蔚然成风成行的风流下，

于 1925 年考进了“市美”西洋画系。中国的传统观念书画艺术是

闲雅之余事，于家族事业相比无足轻重，那么，艺术的道路必不是

阮氏家族的意愿。如果说入读“甲工”美术制版是阮族对阮云光在

05、阮云光“中国美术史”学习手稿 1

07、赤社第二回展场刊，
1922 年广州，卢子枢旧藏

11、何三峰 庄严的圣迹 《广东美术》
第二次全国美展广东出品专刊 1937 年 5 月

12、丁衍镛  读书之女 原刊《美展汇刊：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刊行》
第一至第十期、增刊，全国美术展览会编辑组，1929 年 4 月 10 日至 1929
年 5 月 7 日



企业上的托付，那么阮云光毕业后为何不回去展示他的所学才能而

是继而考入了“市美”西洋画系呢？是阮云光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

勇敢与家族说不吗？还是他以“进修”为借口继续自己的艺术之梦

呢？现存 1926 年阮云光在“市美”一年级时期的三张图案作业也

许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图案构成是“市美”每一个专业的

必修课之一，而“图案构成”是阮氏家族布匹染织产业与同行重要

的竞争指标。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甲工”只要完成技术工程

学习，而“市美”是关于观念和设计的学习，是推进的一步，如此，

对阮家来说便是合乎情理了。果是这样的话，说明阮云光只是以家

族事业为重的借口得到经济的支持得以入读“市美”去完成他的艺

术梦想。

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成立于 1922 年，是华南地区最早成立的公

立美术学校。学校的主要奠基人胡根天同时也是赤社创办人之一，

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15 年，他与同学在东京发起组建了中华

美术协会，此后又陆续在东京、上海、广州等地参与创建了艺术

社、赤社（尺社）等现代艺术团体。阮云光就读“市美”期间，恰

逢 1927 年胡根天提任校长主持校政期间，胡根天延请了不少留日

归国的洋画家担任教职，包括许敦谷、陈丘山、关良、谭华牧、何

三峰，以及稍后到任的丁衍镛、倪贻德、陈之佛等人。这些辗转于

东京、上海、广州的洋画家们带来了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崭新知识

与观念，使得广州洋画运动在短时间内得到不断推进，关于印象派、

后印象派、野兽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样式的模仿、实验蔚然成风，

所谓最“纯粹的洋画”从此有了更新鲜的认识。阮云光正是在这段

短暂的学习和交往中，邂逅了现代艺术，并与之结了一段露水姻缘。

牧与胡根天、丁衍镛、关良等赴上海创办了人文艺术大学，何三峰

留存广州先后创办了烈风美术学校和磅礴美术院。直到 1930 年，

只有谭华牧的名字才再次出现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本校教员一览

表”中。然而，这些留学于日本，辗转于上海、广州的导师们带来

了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崭新知识与观念，虽然在“市美”只有短暂

的教学实践，亦使得热血的学生们“对于艺术，十分倾向现代画派，

好的教授，获得同学们的衷心拥戴”关于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

主义所共有的浪漫激情恰恰呼应了热烈的艺术青年的个性表达而得

到追捧。阮云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美展是艺术运动的途径》，

谈的是“艺术争战”问题，从西方美术的印象派、古典派谈到未来

派，从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谈到日本，从沙龙展、沙龙落选展、

德意志的新艺术同盟展谈到日本的文展和日本美术院的创立，论证

了美术展览对新艺术运动发展的重要意义。显示了他对于国内外的

美术展览的高度关注和西洋美术史的了解，同时使用“艺术战争”

这样的字眼也充分体现了一个艺术青年的热血澎湃。现在我们已经

无从得到阮云光在现代画派流连的图像材料，仅于 1931 年参加香

港“青年会第二届美术展览会”刊登于该展览会的特刊作品《紫藤

花下》黑白图片就显得非常珍贵，这张女人体是目前我们能见到阮

云光唯一的油画图版，风格介乎后印象派与野兽派之间，但偏向野

兽派更多，从图像来看似乎受谭华牧的影响更多。谭华牧 1919 年

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受教于日本著名油画家藤岛武二

（1867—1943），热衷于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放纵和抒情表达，

加之谭华牧热爱写生，终成简练稚拙的风格。《紫藤花下》虽缺少

谭华牧稚拙趣味但人物的简练概括和背景隐约的斑驳光影都说明阮

云光或多或少受到了谭华牧的影响。但是《紫藤花下》依然多了一

种隐含中国画线条的意象性表达，可否推论为同时也受到了丁衍镛

的影响？要知道，丁衍镛在阮云光就读的“市美”时期影响力和地

位是非同寻常的，他的地位足可以危及司徒槐的校长之位。当然，

我们仅有直接的材料表明阮云光与何三峰的情谊，而仅见的油画图

版的风格则又更接近谭华牧和丁衍镛的趣味，然而，这种从图像的

分析得出的结论间接地也大致表明了当时对所谓现代艺术的认识和

传承关系：对那个时代的现代派艺术来说，个性借助现代形式的直

接、强烈的表现，是倡导者们对西方艺术最新发展动向的一个大致

的理解，这样的形式上的接受过程对于有一定认识的老师和懵懂亢

奋的学生来说都同样是有效的。而且实际上，沉醉于狂热的个性表

达也隐含了中国古典文人画简约化、意象化的情感处理方法，谭华

我们推断阮云光对于现代艺术的狂热在 1927 年至 1931 年的短

暂期间，其中受导师关良、谭华牧、何三峰影响最大。何三峰是

1919 年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画选科学习的“特别学生”。1924

年毕业后回国后与谭华牧、陈士洁创办主潮美术学校时以及 1926

年参加赤社的展览，他的作品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29 年全国

美展，张泽厚在《美展之绘画概评》中说：“何三峰君是一位无名

画家。他此次出品的，仅有一幅不大的油彩画，题名为《画室之中》。

他虽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可是他用色和笔触，都全是创格，且他

用的一种笔触很稳健而老练，用色清秀而雅洁。题材的一种神秘精

神，也充分无遗的表现出来的。这位作家，是极有希望的。第二次

全国美展会，我相信他是（会有）很好的作品公诸国人的。”原刊

1929 年《美展汇刊》何三峰作品取名《画室》也许就是张泽厚所

提的《画室之中》，我们还能在 1937 年《广东美术》第二次全国

美展广东出品专刊中见到何三峰另外一张作品《庄严的圣迹》，这

两张作品都是黑白图片，结合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其风景画《观音山

下》（布面油彩）我们可以看出何三峰擅用室外光线技法作画，画

风糅合印象派的激情和日本画的装饰趣味，风格主要还是在印象派

和后期印象派之间，无论户内还是户外，也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

都坚持印象派注重自然光色的变化研究。应该说，阮云光与何三峰

的师生情谊是很深的，阮云光旧藏有何三峰两张素描作品，一张是

《女人体》另一张是何三峰《自画像》，虽然单从阮云光 1928 年

素描作业来比较，看不出什么师承关系，但在那个时代，赠送自画

像是一种非常友谊的风尚。所以当何三峰去逝后，阮云光曾撰文缅

怀这位旧日导师。或许，阮云光主要受何三峰艺术思想观念的影响，

比如最近的西洋画进展情形，什么是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后期印

象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等，这些西方最先进的艺术信息可能

就从他们的交流中获得。作为追逐艺术最新潮流的学生，阮云光和

其他学生一样是渴望知道的。“绘画是自然物体的复述吗？这样的

问题，就在那群青年人的脑回转着，他们对于自己的教师冯钢百先

生也怀疑起来了。”而阮云光正是在这样大胆革新的学习风气下逐

渐成长的。

1928 年“市美”易长，广州当局撤换胡根天，让留法的司徒槐当

校长，引起教职员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导致持续数月的学潮。在这

场学潮中“好的教师，相继离校”胡根天、陈之佛、倪怡德、丁衍

镛、关良、谭华牧、何三峰等教师都被迫或愤然离开了市美，谭华

牧、关良、丁衍庸等人都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折中的前卫态度，他们

无论是在态度和方法上其实都是共通的，那么，他们的影响在可触

及的范围也就都是普遍的了：一种热烈的、个性的、掺加入西方最

新型的图像形式表达就成为了大多初学者最直接能触及的现代艺

术，因此，样式的模仿、反复的实验蔚然成风，终能把西方形式与

中国古典精神融和并重新消化为一种西方又不是西方，传统又非传

统的个性语言，这样所谓“自己的现代主义”也只有少数几个极有

禀赋者才能拥有的。

三、关于折衷中国画

那么，在那个时代何谓“自己的现代主义”，在这句话是值得深加

注意的，每一个艺术阵营都坚持自己的解读。康有为、梁启超、陈

独秀影响下的秉持写实主义美术观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被承认为

有知识并能使民族复兴有望，“写实”的科学性与救国两者之间的

逻辑显然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新文化的传播媒介和实质内容得以被承

认。但是倡导西方现代艺术阵营的倪贻德在此断然说，“他们根本

不需要真正的艺术。”他认为“比较有些知识的人呢，他们又把艺

术曲解为说明事实的工具，不问他表现的技术究竟怎样，只要是取

着有意义的题材，便一致拍掌喝起彩来。我们的艺术界，就这样的

陷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中。所以比较前进的青年画家，正应当互相联

合起来，作一番新艺术的运动。中国前期的洋画运动已经告了一个

结束，现在正是一个新的时代将要来临的时候——我是时常这样的

感觉到。”“他们根本不需要真正的艺术。”言下之意，像倪怡德

这群奔走呼号的先锋斗士，实际上是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而不

得势的。“比较有知识的人”有权力、有能力来解释何为“真正的

艺术”，当时艺术界的权力分配可想而知，那些掌握了艺术话语权

的人们并不关心他们这批苦心经营西洋最新艺术样式的“比较前进

的青年画家”，现代艺术在二三十年代遭遇的困境由此可见一斑。

13、谭华牧  母女俩 纸本水彩 13×12cm 年代不详 家属借藏于广东美术
馆（谭华牧模仿罗兰桑作品）

14、阮云光参加“广东艺术界欢迎高剑父先生赴世界宣扬文化归国美术展
览会”国画部分，《X光镜增刊》1932 年 7 月 12 日载

17、李凤公刻阮云光名章



对阮云光来说，选择李铁夫、冯钢百抑或是谭华牧、丁衍镛、何三

峰实际上也就是对两个艺术阵营的选择。1925 年入学的阮云光开

始并不存在这样的难题，因为当时的西画系主要还是以冯钢百为主

导的写实派，直到 1927 年胡根天提任校长后为西画系注入了现代

派洋画力量后这样的选择才真正摆在像阮云光一辈学生面前，大量

材料都表明胡根天注入的现代派力量直接影响了“市美”的学习风

气，直接导致学生“对于自己的教师冯钢百先生也怀疑起来了”，

1928 年“市美”易长风波背后虽然是时局的政治权力角力结果，

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写实”与“现代”的话语争夺。可以说，

阮云光就读“市美”的四年正是“市美”最为动荡激烈和主义多元

的四年，前面分析阮云光与何三峰的师生情谊及其《紫藤花下》的

现代派选择都证明了他最终选择了现代主义道路。但是，这位激情

又被动的青年似乎并不满足也并不自信于他刚选择过的道路，总之，

在艺术的道路上他尚未坚定专一，只经过几年短暂的激情过后，他

又把兴趣转向了岭南画派的折衷路线。

如果我们再次回首二三十年代的广州所谓艺术的现代化，能与秉持

“写实主义”美术观分庭抗衡的也只有岭南画派的折衷画法，显然

是他们也同时掌握着当时的知识权柄和传播媒介，而他们的社会和

政治地位更是大大使之加分。其领军人物高奇峰曾主持《真相画报》

编辑和“甲工”美术制版科主任职务，在当时政界和艺术界名望甚

高。高剑父更是“全国美展”“广东省美展”等官方美术活动的主

要领袖人物。早在 1910 年代，高剑父与其从兄高奇峰就从水墨画

领域的改革方案中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理念，并由此对虎、鹰、

荒野等浪漫主义题材的进行了大胆表现，二三十年代正是岭南画派

大放异彩之时。对于有心致力于中国画改革的画人来说，岭南画派

折衷西洋写实和注重写生方法是很方便从中获得革新传统中国画的

有益启示的。我们知道阮云光在“甲工”时期就有了和高奇峰学习

国画的基础，他的大量关于传统中国画的藏书中其中一本是胡锡铨

著的《山水入门》，而他现存的作品中《寒山暮鸦》正是临摹书中

胡锡铨临戴文节（戴熙 1801—1860）的《寒山暮鸦》，只是奇怪

的是阮云光落款并未注明这是一件临摹作品。我们还能推断阮云光

与国画研究会成员有一定的接触，在他的常用印中有一方李凤公携

刻的名章，而这一方名章阮云光在三十年代作品中使用最多。另外，

阮云光入学第二年“市美”即增设中国画系，其中重要的教师同时

也是当时国画研究会著名画家李瑶屏便是阮云光故乡香山人。这些

都说明了阮云光一直都有接触国画的丰富土壤。当然，最终把他引

向国画道路并一路走下去的，也只有高调革新的岭南画派了。

我们无从知道阮云光具体什么时间投入岭南画派的阵营，也不知道

他具体从岭南画派哪位画家系统学习过，或许他从未正式加入过该

阵营。但我们还是能从以下一些材料判断他与岭南画派有着密切的

关系。1932 年阮云光的名字已出现在“广东艺术界欢迎高剑父先

生赴世界宣扬文化归国美术展览会”职员一览表上，名列国画布置

部，而同组人员有当时早已名声鹊起的鲍少游、何漆园、方人定、

苏卧农等人。另外在更早的 1930 年，阮云光曾作诗送别高剑父，

诗《送剑父师环游世界》云：“不负悬孤树远模，一帆风顺祝前程。

壮游瀛海宣文化，得志应惭泛五湖。”由此可见至少在 1930 年前后，

阮云光便与高剑父有一定的交往，至少可以说他离岭南画派的门墙

并不远。现存阮云光的作品《拱桥林荫》明显是临摹高剑父的《林

中桥隐》，但用笔设色显然要生硬单调许多，而且落款依然没有说

明此为临摹作品，因此我们也大概认为这张作品并未经过高剑父本

人过目，阮云光也许是默临或者对临图片，所以和上面所说临摹胡

锡铨的《寒山暮鸦》的情况一样，并未落款说明，这是不符合中国

画临摹的传统做法的。可惜高剑父《林中桥隐》并没有落年款创作

年代不可考，否则也能成为阮云光具体学习岭南画派的纪年。但从

上述阮云光赠诗、迎接和临摹的行为也能推断他在精神上是要靠近

高剑父的，他要跻身岭南画派！

我们甚至大胆推测阮云光 1932 年开始游学日本也与此有关，他要

从岭南画派的源头开始学习，他的决心是坚定的。除了从日本带回

来的三本《磷寸票》（火柴盒包装图案）贴满了本子，这种搜集的

痴迷程度表明他顾忌家族布匹染织生意的切实需要，同时对图案有

着持续的兴趣之外，其它材料都毫无疑问表明他对日本画和中国画

的融合有莫大的兴趣。阮云光在日本正赶上了当时日本画坛的“百

花齐放”，一批从法国回来的画家，组成很多美术团体：独立展、

二科展、春阳画会、光风画会，还有原有的国体帝展，院展等，画

展频繁，气氛活跃，还有“世界名画家藏品展览会”、“巴黎东京

新兴美术同盟展”接踵而来，但阮云光的兴趣似乎只在新型的日本

画上面。他购买了大批日本画册集，如荒木十亩的《女子毛笔画临

本》、朝花社的《澂谷虹儿画选》、小室翠云的《翠云小品画集》，

川端龙子的《龙子画集》，《现代大家美人画集》和《帝展号昭和

十一年第一回》，《日本美术全集》等等。可见他对日本画是有目

的地学习吸收的。现存阮云光的花鸟画册页画稿，用笔细致工整、

设色华丽兼有装饰性，疑是阮云光细意揣摩、用心临摹的渡边省亭

(1851 － 1918) 之作。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定是在日本时期所临还是

回国后临摹的画册，因为还有不少现存作品都是他直接临摹画册作

品或作品局部的有力证据，特别直接取材于《帝展号昭和十一年第

一回》的情况最多。其中《彩虹楼台》的日式屋顶就酷似《帝展号

昭和十一年第一回》冈部光邦《古都之春》远景的塔楼。另外阮云

光几张《木芙蓉》叶子的造型和设色方法也有《帝展号昭和十一年

第一回》中佐藤华岳《葡萄》的影子。这些都说明了阮云光无论是

在日本期间还是回国后他都保持着对日本画最新发展的关注，在阮

云光的一些作品中，不仅呈现了日本画风中飘逸、工整、精致秀丽

的情致，而且还隐约透出一种朦胧的异域情调。现存的大量国画大

都是其晚年的作品，面貌皆不统一，有岭南画派风格也有单纯的日

本画风格，又夹杂了许多纯粹的传统中国画风格，大概广东美术馆

收藏的《笼中鸟》最能交代他兴趣广泛的特点，《笼中鸟》网状鸟

笼暗示了他对图案与装饰元素的兴趣，双雀置于画面一角又说明了

他构图的大胆或受日本浮世绘潜移默化，鸟雀工中带意赋色交代体

积又体现了他曾致力于岭南画派技法，而它们相依相栖间一缕柔情

似乎在表达了画者细腻多情的性格。画家未必是刻意在一张画中安

排如此多的信息的，但它却侧面表露了阮云光艺术道路的曲折与兴

趣的广泛。

阮云光从 1920 年入读“甲工”起，到 30 年代中期，游走于不同

艺术阵营，他曾轰轰烈烈致力于现代派艺术，但并不像大多当时大

多现代艺术家一样，与古典主义洋画家们保持着距离，也没有与立

足传统的国粹派无法沟通，然而当他最终要投入岭南画派的怀抱时，

却被抗战扰乱了步调，他回到了家乡后，又辗转于香港、澳门、广

州、中山各地几乎再也不参与前沿的艺术活动。从 50 年代开始，

他除部分时间在打理家族布料织造的业务外，似乎更多的把精力已

倾注于艺术教育，而他的绘画生涯也已进入了稳定的闲雅怡情状态，

并直到最后。然而，阮云光在二三十年代这段充满复杂经历和矛盾

心态的求学经历见证了广州美术现代化的蹒跚步伐，阮云光的艺术

历程经纬，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如果我们单单从阮云光

现有作品图像简单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关系，就会因为受作品面

貌的单一及其表达的温和所局限，而无疑显得仅有看秋天景色平淡

而伤情的可惜，却很难从中体会当时艺术界的风云变幻和阮云光曾

经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追波逐浪的浪漫情绪。艺术家的禀赋不

同，但他们的经历却是因为时代的丰富性而显得耐人深思，因此，

我们更应该借助各种材料的眼睛去帮助我们回顾阮云光在那一特殊

时期的多元性和曲折。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阮云光在“甲

工”、“市美”、“旅日”三个时期的艺术历程揭示了这样一个令

人惋惜的事实：阮云光赶上了各种艺术阵营急剧上演中国艺术现代

化的好时代，他虽然也能在那场现代化的急行军中粉墨登场过，成

就了一段段与不同艺术阵营的露水姻缘，但毕竟错失了与其中任何

一个阵营的充分对话，终又回归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画闲雅怡情的精

神寄托。也许，这才是大多画学者的最终归宿。

2012 年 2 月于广州小洲村

（何小特：广东美术馆策展人）

20、《第三回帝国美术院美术展览会图录 日本画
之部》 文部省编 株式会社审美书院大正 10 年



守望传统 
——广东“国画研究会”  

二十世纪初，岭南画家群中，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造的“岭

南画派”和以赵浩公、李凤公、黄君璧等人为首形成的“国画研究

会”为广东画坛的两大主流，前者折衷中西、融和古今，开创了岭

南画坛的新格局。后者则仍以传统绘 画为阵地，延续国粹，两派

的相互对峙与融合促进了近代广东美术的兴盛。如今，两者在岭南

画坛上就像盛开的并蒂莲花，仍然保持着着旺盛的生命力。 

广东绘画自清末以来，由于封建社会思潮的局限，有陈陈相因之势。

直至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以广州为重镇，东莞和香港诸地为

辐射地区，出现一批以弘扬传统画学、维护国粹艺术的绘画团体。

他们深感清末民初以来广东画风萎靡不振，正统的国画受到来自于

东洋、西洋绘画以及当时所谓的“折衷派”的新国画的冲击，因此

试图结合广东地区的国画力量，把历代绘画加以简练揣摩，振开风

气，从而形成了近代岭南绘画史上一个独有的美术群体──广东“国

画研究会”。 

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前身“癸亥合作画社”算起（1923 年）到“国

画研究会”的解体（1937 年），前后经历近十五年时间，期间参

与的画人一度达二百余人，成为这一时期广东地区人数最多、影响

最大的一个绘画组织。这一绘画组织在当时的广东画坛影响极大，

其流风遗韵一直绵延至今。主要社友共有 14 人，他们分别是潘和、

姚礼修、黄般若、邓芬、罗卓、李耀屏、卢镇寰、黄君璧、黄少梅、

张虹、卢观海、何冠五、卢子枢、赵浩，都是当时广州知名的国画

家。后来，随着“国画研究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当时纷纷要求加

入的画家还包括黄宾虹和李凤公等诸多名家。 

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会员们仿古、摹古，在古人的作品与精神世

界中寻求灵感，因而在其艺术风格中，均有一种共通的特性：以宋

元以来的绘画为宗，作品中古意盎然。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仿古而不

泥古，弘扬传统而不守旧。虽然画会中不少画家曾有过临摹书画，

以假乱真甚至作伪的经历，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这种借鉴与创作

中的探索。 

赵浩公既是“国画研究会”的元勋，也是诸家中成就较为突出者。

他曾师事以摹古为专长的寓粤名家王竹虚，浸淫于古画，尤得宋元

诸家神髓。赵氏所画大多临写古人之作，能得古人精妙。他最擅长

花鸟，既有宋代的院画也有恽南田的没骨一路。 

卢振寰以北派山水著称，能得山水之奇峭与浑厚。 

温其球以画大景山水见称，在水墨的运用方面尤见功力，皴法、构

图及意境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是“国画研究会”成员中成就斐

然的多产画家。他的山水画既有石涛一路风格，也有元四家、董其

昌一路面貌；既有逸笔草草之作，也不乏精致绝伦佳构。 

牟翔 

黄少梅是以画仕女出名的，其传神之法得自于费丹旭。但与费氏略

有不同的是，他更注重环境的渲染与意境的刻划。山水也是其常写

之题材，且多为水墨意笔。 

黄君璧以山水著称，所画山水，笔墨氤氲、气势雄壮，偶作工笔仕

女及花鸟，清新秀逸。 

黄般若是当时的青年才俊，黄少梅侄，花鸟、人物、山水兼擅。 

邓芬以画罗汉、仕女著称，亦兼擅鸟雀，他所画小鸟简洁生动，时

有“邓芬三笔雀”之誉。 

卢子枢书画鉴定及创作兼擅。画擅山水，从“四王”上窥宋元，苍

劲秀气。 

其它画家如姚粟若、李耀屏、李研山、容仲生、张谷雏、冯缃碧、

罗仲彭、铁禅、石霞、蔡哲夫、郑伯都、黎泽澂、胡剑庵、梁伯誉、

尹笛云、尹如天、崔鸣周、何冠五、沈鹤巢、利佳士、梁鸾澂、曹

举知、徐亦澂等虽然在“国画研究会”中声名不一，但都能在传统

的学习中有所心得，并笔之于画，自鸣天籁，其作品也都有可圈可

点之处。 陈树人   《粤山雪景》   10947cm

高奇峰  《柿树幽禽》  12948cm

坚守传统是广东“国画研究会”这一画派的最大特色，尽管在当时

的时代环境下，他们的画作缺乏创新的精神，有些作品墨守成规、

缺乏生命力。但总的来说，在当时特定的时空环境下，他们在发扬

国粹、弘扬传统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民国广州乃至全

国画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发扬国光和弘扬国画传统做了重要的

贡献。尽管同时代的另一股力量“岭南画派”走的是传统国画与西

方绘画技法相结合的道路，但“国画研究会”传达出来的传统国画

的精髓，是非常宝贵和值得学习借鉴的。 

国画研究会成员合影

黄君璧   《雪景山水》  57100cm

癸亥合作画社第二回展览场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