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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化成蛾－黃賓虹的筆墨之境 

袁潄 

 

一、    前言 

黃賓虹是清末民初的畫家，生於清同治三年(1864)，卒於西元 1955 年，享壽九十

二歲，一生治學書畫不輟，屬於愈老愈熟型的畫家。黃賓虹習畫從臨摹古畫入手，初

無特色，但大器晚成，鐵杵磨成繡花針；在傳統之中磨練功夫許久的他，自小到老筆

耕從來沒停過，到了八十多歲才開始漸漸形成自己的風格。 

黃賓虹的美學觀點與畫風是從上追宋元明山水畫中鑄練出來的。他遵古學古，認為

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精華在筆墨，並且以書畫同源為依據，非常重視筆墨的功夫。畫要

好必須從腕底功夫長期操練起，他認為學畫有進程：1、述練習，2、法古人，3、極變

化，4、崇品學1。學畫第一個進程就是練習的功夫，他自己用一生身體力行這四個進程，

自己的筆墨功夫從幼年打基礎，在青年期到中年期長期尊古學古學習中的畫家，在晚

年則將傳統山水畫中講究的筆墨推向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如何做到轉變畫風為

歷史筆墨增高闊的境地？他的創作思想如何？他晚年畫風變化的"化"境是如何形成

的？他所處的時代又給予了他什麼樣的影響？本文將針對此論述梗概。 

 

二、 長期修練的自古而化 

自七歲學讀《說文解字》，十歲請教鄉中倪翁(謙甫)畫法得「當如作字法，筆筆宜分

明。」2之畫訣至九十二歲辭世，「法古學古」是其一生尤其是八十幾歲前的重點，黃賓

虹經過長期傳統技巧修練的腕底功夫是其晚年能轉化的基礎。腕底功夫的表現最直接

的就是在中國畫最具特色的筆墨之中，因為「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

從筆墨而成。」3中國繪畫與西方繪畫最大的不同不但在對用筆的要求，更在筆墨的精

神表現。當中國選擇了毛筆這個工具作為心手最後傳達的媒介，便以盡物之性的態度

                                                     
1 黃賓虹著，<國畫分期學法>，收錄於趙志鈞輯，《黃賓虹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頁

17；原載於 1926 年《藝觀畫刊》第二號，用筆名盎然。 
2 黃賓虹著，《自述》，收錄於王伯敏，錢學文編《黃賓虹畫語錄圖釋》(杭州：西冷印社，1997)，頁 122。 
3 （宋）韓拙，《山水純全集》，收錄於傅抱石編，《中國繪畫理論》(台北：華正書局，1988)，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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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毛筆的特性極盡發覺之能事，其如宋代韓拙所說「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

精細者，或取氣格而筆跡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用皆在乎筆也。」4 所以，

繪畫裡的點線面要求要能充分表現工具所能盡到的樣態，並且以此作為品評的標準，

筆有筆法、墨有墨法，千年累積，毛筆工具之技術層次已到了極致。中國很早就有哲

人提出工具要與精神狀態結合的理論，例如戰國時(369-286B.C.)莊子《庖丁解牛》一文

中就揭示了人與工具之間的關係，工具不只是工具，還得像練武之人手上的劍與人合

一的狀態，或像庖丁手上的刀一樣游刃有餘。手上的工具是人的精氣神之延伸，而這

樣的境界並非一蹴可即，必須透過長期的操練養成。同樣的觀點自然也被要求於以工

具為表現媒介的書畫藝術之中，所以宋郭若虛(生卒年不詳)在《圖畫見聞志》中就曾說

道： 

用筆之難，斷可識矣。…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

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

思不竭，而筆不困也。5 

用筆不只是透過長期操練熟悉工具，用筆還得練到掌握自己的精神狀態，這就不是一

般技術層面的問題而已，而是提昇到了與工具之間的精神層次的對話關係，這樣的對

話關係包含對工具的物性認識、技術掌握與精神的貫通。這裡有一個從工具的物性轉

化到精神層次的問題，中國畫最難就難在這個境界如何達到，除了需要長期操練的時

間，更需要懂得轉化的天份，而黃賓虹就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黃賓虹認為：「國畫之筆墨如人之體之骨骼，佈局設色為其皮膚與服裝，二者不可

偏廢。」6 對於長年浸淫在中國山水畫之中的黃賓虹而言，絕對是在實踐中體認到如果

對筆墨的掌握不深入，絕難以傳遞自己對山水的看法，所以他對筆墨的重視在在顯示

在他的畫論文章與書札裡，並且用一生的時間研究筆墨功夫。 

從年輕開始從述古學古中打下深厚的筆墨功夫的黃賓虹是一個大器晚成的大家，七

                                                     
4 （宋）韓拙，《山水純全集》，收錄於傅抱石編，《中國繪畫理論》，頁 100。 
5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收錄於傅抱石編，《中國繪畫理論》，頁 100。 
6 黃賓虹，<讌集論畫錄>，收錄於《黃賓虹美術文集》。原載 1948 年 10 月 24 日杭州《民報》副刊《藝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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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歲開始變法的轉化便是自古而化生的最佳例證，這也可以說是其藝術成就能夠

“化”的首要基礎。 

黃賓虹非常重視研究分析古代的畫論與作品，透過研究分析古法裡的筆墨進而得出

自己的創作心得，這方面的著作論說非常多，例如《賓虹論畫》(1908)、《賓虹雜著》

(1919)、《賓虹畫語》(1923)、《古畫微》(1925)、《虹廬畫談》(1929)、《籀廬畫談》(1929)、

《畫法要旨》(1934)、《賓虹畫語錄》(1936)、《畫談》(1940)、《漸江大師事跡軼聞》(1941)、

《古印文字證》(1941)、《三僧傳》(1948)、《書畫之道》(1949)、《畫學編釋義》(1954)、

《宋元明清畫家年表序》(1958)等等。7他最有名的「七墨」觀點就是從古法發展出來的

理論，唐代張彥遠(618-907)曾說「運墨而五色具」，8明清時則發展為「墨分六彩」(黑、

白、乾、溼、濃、淡)，現代評論家王魯湘說黃賓虹革六墨的命： 

清代布顏圖曾經把『墨分六彩』的系統區分為正墨和副墨，把『白乾淡』稱為正墨，

把『黑濕濃』稱為副墨。…黃賓虹要反對明清山水畫的蒼白枯硬，首先就要革這個

「六墨」系統的命…他的「七墨」系統中，焦墨、宿墨是『黑』墨，漬墨、破墨、

潑墨是『濕』墨，在加上一個濃墨，七墨中就有六墨屬於布顏圖所謂的『副墨』，

由此比重可見，黃賓虹在墨法上對明清繪畫來了一個翻天覆命的革命9 。 

黃賓虹對畫史研究之深刻與透徹，駱堅群在〈竭力追古˙傳無盡燈：黃賓虹於畫史

傳統的堅持與選擇〉10一文中有詳細的描述與分析，例如:他學習董其昌（1555-1636）卻

也提出批判，駱堅群說他： 

在 1925年的著文中，(黃賓虹)直言指出董其昌「開間皴帶染法為變文、沈之舊，

因合古人勾勒、渲染二者囫圇為之，四王、吳、惲仍其意，於骨格筆法，稍稍就弱，

後世承其學風，變皴為擦，非淪晦暗，即入輕薄，古法失墬，蓋已久矣。」11  

我們可以從其中以及黃賓虹的畫論中看到黃賓虹既在古籍古畫中求學問同時也對

傳統有所反省，他的尊古並非一成不變的全盤吸收，而是帶有思考的理解。 

                                                     
7 對黃賓虹著作較完整的整理可翻閱趙志鈞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417-444。 
8 語出《歷代名畫記》。 
9 王魯湘著，《中國名畫家全集:黃賓虹》(台北：藝術家，2001)，頁 161-162。 
10 此文刊登於(台北：典藏古美術，157 期，200510)，頁 118-126 
11 駱堅群，〈竭力追古˙傳無盡燈：黃賓虹於畫史傳統的堅持與選擇〉，同上，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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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學古是以一種綜觀的高度在學習與檢視傳統，所以他能夠食古而化，不落窠

臼，達到他自己所謂「三眠三起，成蛾飛去」12 的化境。 

 

三、 對筆墨的論說進化 

自然萬物有外觀之貌，這外貌如何轉化為繪畫？黃賓虹認為，作畫在意不在貌，

不應重外觀之美，而應力求內部充實，追求「內美」，他說：「江山本如畫，內美靜中

參。」13所謂內美就是指自然造化的內在精神，而內在精神又從何彰顯？他說：「國畫

精神，全關筆墨。」14他自己在傳統筆墨上畢生追求，最後得出筆墨的最高境界為「內

美」，要如何達到這個「內美」？他歸納傳統並提出自己的筆墨美學論點：用筆之法五

要為平、留、圓、重、變；墨法七要為濃墨、淡墨、破墨、積墨、潑墨、焦墨、宿墨。 

古代用筆法最早是以書法用筆為主要規律，趙孟頫（1254-1322）說：「石如飛白木

如籀，六法還應八法通。」15所謂六法指的是南齊謝赫16(約 450-550 年間)六法，八法指

的是書法永字八法。將書法入畫法一直都是中國畫的一個美學觀點，黃賓虹早年研究

金石訓詁古文，對於書畫同源的說法與米芾（1051-1107）17一樣。他認為畫早於文字可

證於象形字之起源，文字本身是以擬象的圖畫形像開始的，所謂以書法入畫實則是「畫

先於書，訣在書法」，18所以黃賓虹說：「吾嘗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畫。」19運用書畫

互通的概念而發展出的筆法五要，與傳統的筆法論有所不同之處在於他將自然之規律

納入其中。在此先來看除了書法的永字八法之外，傳統的畫論裡有關繪畫筆法的觀點

                                                     
12 黃賓虹於其著《畫學之大旨》(約 1939年寫)中說：「莊子云：『栩栩然之蝶，蝶之為蟻，繼而化蛹，

終而成蛾飛去。』凡三時期。學畫者師今人不若師古人，師古人不若師造化；師今人者，食葉之時代，

師古人者，化蛹之時代，師造化者，由三眠三起成蛾飛去之時代也。」，節錄自趙志鈞編《黃賓虹美術

文集》，頁 59。 
13 洪再新，〈大器晚成:近代山水畫大師黃賓虹論〉，收錄於王伯敏,錢學文編《黃賓虹畫語錄圖釋》(杭州:

西冷印社，1997)。 
14 黃賓虹與友人書，收錄於《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381。 
15 趙孟頫自題畫詩，此取自傅抱石編，《中國繪畫理論》，頁 100。 
16 南朝齊梁畫家，著《古畫品錄》。 
17 米襄陽〈畫學樂卿跋〉：「畫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往如畫。」，取自傅抱石編，《中

國繪畫理論》，頁 100 
18 駱堅群，<畫先於書與舒和之至:黃賓虹的書法觀與書法>收錄在《典藏古美術》台北：典藏出版社，

156 期，2005，頁 60-65。 
19 <黃賓虹畫語集粹>，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112。見陳柱《八桂毫游圖記》，刊 1936 年《學術

世界》一卷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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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從這裡出發才能清楚知道黃賓虹的筆法說有那些推進。 

最早提出繪畫筆法的應屬五代後梁畫家荊浩 (生卒年不詳)，在他《筆法記》中提

到：「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筆絕而斷謂之筋，筋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古，

跡畫不敗謂之氣。」
20
這裡提到的「筋肉骨氣」是筆勢，是畫面裡線條的運筆態勢，不

過古法總是言簡意賅，頗令人費解。明代李開先（1502-1568）在《中麓畫品》中則寫

到： 

畫有六要：一曰神筆法：縱橫妙理神化。二曰清筆法：簡俊瑩潔，疎豁虛明。三

曰老筆法：如蒼藤古柏，俊石屈鐵，玉坼ㄔ
ㄜ

ˋ

罐罅
ㄒ
ㄧ
ㄚ

ˋ。四曰勁筆法：如強弓巨弩，彉機

蹶發。五曰活筆：勢飛走，乍徐還疾，倏聚忽散。六曰：潤筆法：涵滋蘊彩，生氣

藹然。
21
  

這篇與荊浩一樣講的是筆勢，但內涵描述得更為詳盡，並且以神、清、老、勁、活、

潤等六字作為筆法風格美學的說明。雖然李開先比荊浩清楚許多，不過這六字仍然有

抽象的象徵，即便有以物比擬的說法作了稍許解釋，還是無法具體。另外明代唐志契

（1579-1651）在《繪事微言》言：「古畫譜，言用筆之法未嘗不詳，乃畫僅知皴刷點拖

四則而已，此外如斡，如渲，如捽，如擢。」22這篇比較實際講的是執筆運筆的方法，

但卻少了美學的提煉。古代畫論中提及筆法者大體以此三則為例。 

黃賓虹的筆法五要「平、留、圓、重、變」推進的是他將以上所述的運筆方法與

筆勢美學融合在一起，提出這五要既是執筆運筆的方式，也是自然法則的五個筆法美

學。例如，他解釋「平」說： 

用筆言如錐畫沙者，平是也…夫天地間之至平者莫如水，…雖然，其至平者，水

之性，時有不平，或因風回石沮，有激之者使然，…而成為波折，故不害其為平，

筆有波折，更足形其姿媚。筆法之妙，起訖分明，此之謂平，非平板也。23 

以自然水象作為筆法的比喻與運筆的擬態，將傳統抽象的筆勢說法用一種更為形

                                                     
20 取自傅抱石編，《中國繪畫理論》，頁 98。 
21 取自傅抱石編，《中國繪畫理論》，頁 102。 
22 同上註，頁 104。 
23 黃賓虹著，<畫法要旨>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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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方式說明，這就使得畫法與創字六法裡的象形有一個明確的結合，這種說法比以

書法的永字八法來說明畫法更是還原所謂「道法自然」的美學觀。過去傳統有用屋漏

痕的意象來說明書法的筆跡特質，而他說：「用筆言如屋漏痕者，留是也。」24將屋漏

痕的運筆筆勢特色以「留」來說明，這不僅將書法的美學融會於畫法，也將筆法的運

筆手勢關鍵提出了新而貼切的字詞，出古人所未到處，這又是黃賓虹自古而化更出新

意的一個例證。 

此外，他還將古法用筆的書法性以「圓」字標舉出，不只是說書法通畫法的筆法：

「勢取全圓，如同鈎勒。書法無往不復，無垂不縮，所謂折钗股，圓之法也」，25 同時

也以圓來說明大自然的規律：「日月星雲，山川草木，圓之為形，本於自然。」26 圓既

是自然之真實所以古代以圓為太極圖像，他常以太極概念裡的「去而復返，迴旋返復」

來說明筆法的關鍵在於一鉤一勒之間有去有回的圓勢規律，這圓字的提出不僅代表筆

勢也是自然法則更是切中中國哲學的根源。第三要「重」在古畫論中並未提出此字，

但清代王學浩（1754-1832）在〈山南論畫〉中有提到「點苔最難，需從空墜下，絕去

筆跡…其點處，粗細大小，無一可循筆跡，真得從空墜下之法。」，27什麼是「從空墜

下」？傅抱石認為此四字是使畫面不至停僵的重點，但也是不傳之祕不易理解。清秦

祖永又說：「功夫到精熟時，自得從空墜下之妙」28，這個「從空墜下」似乎是一個技

術臻於很高的境界才能作到的狀態。而黃賓虹在這些畫論的基礎上，述說其「重」之

意： 

米虎兒筆力能扛鼎，王麓台筆下金剛杵，點必如高山墜石，努必如弩發萬鈞。金

至重也，而取其柔；鐵至重也，而取其秀。要必舉重著輕，雖細亦重，含剛勁於婀

娜，化板滯為輕靈。倪雲林、惲南田畫筆，如不著紙，成水上飄。其實粗而不惡，

肥而能潤，元氣淋漓。」29  

                                                     
24 同上，頁 35。 
25 黃賓虹著，<畫談>收錄於《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62。 
26 同上 
27 清王學浩<山南論畫>，傅抱石編，《中國繪畫理論》，頁 264 
28 清秦祖永<繪事津梁>，傅抱石編，《中國繪畫理論》，頁 265 
29 <畫談>，收錄於《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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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也提到點法需如「墜」，在唐書法家孫過庭(約 648-約 703)《書譜》中提到書法

美學：「奔雷墜石之奇」30，「墜」是書法美學的其中一個指涉而被引入繪畫說明畫法。

這個「墜」在王學浩所說是要達到無跡可循的狀態，而與黃賓虹所說「重中有輕有柔

有秀，如不著紙」的意思似乎接近。墜而無跡，重而若輕，都是將矛盾予以統一的作

法，其中筆法的難處自然是要功夫精熟之後才能做到。孫過庭《書譜》中還提到：「重

若崩雲，或輕若蟬翼」，31本來是輕重兩種筆法各自分說，而黃賓虹卻將兩個不同筆法

予以結合成「舉重若輕」，使得這個寓矛盾於統一的特色以「重」字提出，這是他長年

於書法中累積研究化出的畫法心得，深入淺出捻精提要，誠屬不易。 

至於「變」，雖然早自古籍《周易》：「天地變化，草木蕃。」32中便已提出自然法

則有此定律，但在筆法中強調出確是黃賓虹的獨造用心，這是因為黃賓虹所處的是清

末民初這個極為劇烈動盪的時代，加上西潮的洪流迫使國畫必需求變，此一變字提出

自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除了上述「筆法五要」之外，「墨法七要」也是黃氏匠心獨到的看法。所謂「墨法

七要」是指：濃墨、淡墨、破墨、積墨、潑墨、焦墨、宿墨。黃賓虹自己曾做過製墨

的生意，對於墨的材質掌握與優劣非常清楚，所以對於墨的材質特性是否發揮到極致

這點是非常在乎的。他自己說過：「夫理法入于筆墨，氣韻出于精神」33；「古人墨法妙

於用水。水墨神化，仍在筆力，筆力有虧，墨無光彩。」34認為中國水墨的精神全在筆

墨，所以，他將古法裡的各種墨法歸納成七墨，並說：「七種墨法齊用於畫，謂之法備；

次之，需用五種，至少要用三種；不滿三種，不能成畫。」35雖然墨法的論點大體從古

而出，沒有新的名詞，但是他晚年的畫作卻將這些墨法的特性淋漓揮灑，靈活互用，

達到前所未有的一種新的面貌；他所標舉的筆墨美學「渾厚華滋」36便是將五筆七墨的

                                                     
30 陳望衡著，《中國古典美學史:中冊》(台北：華正書局，2001)，頁 669。 
31 同上註 
32 天地有變化才能使草木繁茂，文引自《周易》<坤>，《周易尚書譯注》(台北：建安出版社，1999)，

頁 11。 
33 <黃賓虹畫語集粹>，收錄於《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115。 
34 同上註 
35 同上註 
36 <黃賓虹論畫詩>，收錄於《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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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境界在作品中呈現。這就是他常強調的不能在古人處求安居，還得有變化，而這

個變化還是著眼在筆墨：「夫惟畫有章法，奇奇正正，千變萬化，可與人以共見；而不

同用筆用墨，非好學深思者不易明。然非明夫用筆用墨，終無以見章法之妙。」37 從

這裡可以見出，對黃賓虹而言，畫面的章法結構就是筆墨的章法結構，他山水作品構

圖樣貌看似千篇一律的主因，乃在於他關心的是筆墨，所以他的山水幾乎就是筆墨的

天下，而其筆墨達到極盡變化的境界，所以雖然構圖圖式不脫傳統山水圖式但仍能迭

出新意，其主因就在筆墨的精妙變化。 

黃賓虹不論如何的崇古，他山水表現的就是筆墨自身的點線面韻味也就是他所謂

的「內美」，正是因他長年關注於開拓筆墨技法的最終結果，他的筆墨的表現力不在再

現自然，而是表現筆墨本身的力量，所以他愈到晚年，筆墨功力臻於化境，所畫的線

條越形奔放，完全就是筆墨在紙上作山水篆隸行草的書寫（圖一），他不再在意所謂的

自然原貌，而是由筆墨所構築的畫面結構，這樣的山水，不但脫其形跡，而且將「骨

法用筆」這一傳統繪畫法推向了離開輪廓線的範疇，山勢不再依靠山的造形而是依靠

點線來傳達。 

在點線之間，黃賓虹也很注重畫面構圖裡的畫眼，雖然他以焦墨、宿墨為主被稱

為「黑畫」，但不能忽視他畫裡的畫眼也就是留白所留出的空間感，這個留白給予黑沉

沉的畫面呼吸之處，襯出黑的量與亮；「密處不透風，疏處可走馬」38的傳統空間構圖

法則在這裡被充分地運用。這裡的留白，不是雲霧烘染式的留白，而是為了製造空間

的內部流動與視覺節奏(圖二)，這些留白在密團的黑之中顯得更有力量，因著這些留

白，沒有明晰山形輪廓線的畫藉此而暗示山的勢，他說： 

實中虛白處，不論其大小、長短、寬狹，要能在氣脈上互相連貫，不可中斷，否

則便要窒塞。但所謂氣脈上的連貫，並非將虛白的各個部分都連貫起來。實中虛白

處，既要氣脈連貫，又要取得龍飛鳳舞之形。如此使實處既能通泄，也使通幅有靈

                                                     
37 <畫談>，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67。 
38 <黃賓虹畫語集粹>，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107。1952 年語。原載王伯敏編《黃賓虹畫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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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感，更能使通幅有氣勢。」39 

留白的另一個功能是表現畫裡的畫眼與光感。黃賓虹喜畫夜山，濃重黑滿的山體

就是靠留白來使畫面產生空靈通透與呼吸處，留白也在黑之中顯出具有光的效果。(圖

三) 

除了宿墨與留白之外，黃賓虹的畫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亂筆點皴，雖然看起來「亂」

但在筆法上非常強調「筆筆分明」，這也是他從小到老一直遵行不悖的原則，「亂」與

「分明」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形式卻被他給統一了起來，當然善用留白是關鍵，不過他

一生所追求的筆法已到了極自由卻有序的功夫境界更是不能不忽略的。這個筆墨所呈

現出來的亂中有序的畫面也是傳統所沒有的樣態，或者說這是他把用筆皴與墨渲染的

兩種技法結合為一所呈現的結果，這點他比傳統中的任何一家一派做得更徹底。在這

裡可以看到黃氏的山水與書法的聯繫更強，自然之形化成筆法之跡，筆透過斷裂跳耀

且既重疊又不重疊的韻律節奏來表現（圖四），古云：「書者，心畫也」，這個點頓線轉

之間所呈現的山水正是他書法化的山水，他的心畫。雖說古人也強調以書法入畫，但

沒有誰做得比他更徹底的了，徹底到了已經快接近抽象表現主義作品的範疇了，他的

心造之境是以筆墨作心靈抒放的世界，臻於化境無入而不自得。 

 

四、   寫生的「化法」 

黃賓虹說：「師造化，多寫生很重要。」40 他雖然也強調行萬里路四處寫生「師造

化」的磨練，但是，他的寫生畫稿很少是真的描寫實景，他看著不同的實景，但筆下

畫的還是大同小異的速寫線條，他的作品雖然也偶而會寫下畫的是哪個地方，但你很

難指出這樣的畫所標示的地方景觀特色與其他的畫有什麼不同，他自己也說： 

寫生只能得山川之骨，欲得山川之氣，還得閉目沉思，非得領略其精神不可。余

遊雁蕩過甌江時，正值深秋，對景寫生，雖得圖甚多，也只是甌江之骨耳。41 

                                                     
39

 <黃賓虹畫語集粹>，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110。 
40 <黃賓虹畫語集粹>，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108。 
41 原為 1948 年語，見於王伯敏編，《黃賓虹畫語錄》，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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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說：「對景作畫，要懂得捨字。追寫物狀，要懂得取字。」42 

所以他寫生不是為了將風景一五一十的描繪寫實，而是以取捨之法擷取他要的山

川之勢，因此，他的寫生稿常是以線條勾勒，有時簡單幾筆有時結構完整。他所謂的

寫生不只是以線條勾勒的草稿的對景描寫，還有一種「對景領趣」寫生法，例如他常

寫的「夜山」、「雨山」「陰面山」之類的畫作就是從自然之景色領悟而來(圖五)，他說：

「我從何處得粉本，雨淋牆頭月移壁。」43這種對景領趣不只是從大自然裡悟得畫理也

是將古代畫跡加以驗證的一種方法，他曾說： 

我要游遍全國，一方面看盡各種山水的曲折變化；一方面到了某處，便發現某時

代某家山水的根據，便十分著意於實際對象中去研究哪家哪法，並且以自然的無窮

豐富，我也就在實際的對象中，去探索各種各樣的表現方法。
44
 

 他認為畫法要從實景寫生中領悟得來，這樣才能創造出新的風格，他說： 

學那家那法，固然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但那家那法，都有實際的自然作根據。

古代畫家往往寫生他的家鄉山水，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獨到的風格和技巧。45  

他的畫風得以轉變得力於寫生與對景領悟的作法，他到了九十歲仍然以此方法作

為創作的來源。 

從五代張璪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46以來，從自然之景轉化便是中國山水

畫的一個重要命題，師古的黃賓虹自然也很關心如何將自然之意趣轉化為筆墨之意

趣，筆墨本身繪畫性的重要性更甚於描寫自然實景的真實性，在身為以士人自居者在

畫理論說上脫不開舊有理論「師造化」的範疇，除了這是中國山水畫創作靈感來源的

重要方法之外，中國山水畫一向著重的創作方法就是這種從外而內的轉化。這種注重

寫生的觀點不只是回溯自五代以來的傳統觀點，也是黃賓虹為了改進明清以來山水畫

在臨摹習慣下漸漸僵化的山水圖式模式所提出的解決辦法。  

                                                     
42 1955 年 3 月病中語。<黃賓虹畫語集粹>，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105。 
43 黃賓虹作於 1933 年<題畫嘉陵山水詩>，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95。 
44 <黃賓虹畫語集粹>，收錄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104。 
45 <黃賓虹畫語集粹>，同上。頁 105。 
46 葉朗，《中國美學的開展（上）》(台北：金楓出版，1987)，頁 125。語源出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

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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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時代影響中轉化 

黃賓虹生於清末，三十二歲(1895)時歷康梁變法參與其中，四十三歲(1906)又參與

民國革命， 1907 至 1937 年間在上海居住期間適逢 1911 年中華民國成立、1917 年白話

文學運動、1919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和 1937 年抗日戰爭開始，可以說他居住上海的三十

年正是中國美術面臨一個極大轉型期的蓬勃時代。黃賓虹雖是以復古尊古學古為主要

的治學與畫學發展為標的，但他並非完全不理會西方的藝術特色，而是從研究中去蕪

存菁揀選適合與中國繪畫融合的部分加以吸收，例如王魯湘提到黃賓虹的一則故事，

有一日朋友拜訪黃賓虹看到他正在看一本印象派與其他流派的西洋畫冊。47 可見他平

日讀畫功課兼含西畫的研究，而且 1948 年給友人的信中也說：「畫無中西之分，有筆有

墨，純任自然，由形式進於神似，即西法之印象抽象。」48 

在這個西方思潮與美術技法流派大量引介進上海，也是中西文化藝術論爭最興盛

的時代，一向對時局關注的黃賓虹自然也很敏銳的觀察到了中國畫不再只能埋首在山

水畫的傳統中，他開始研究西方的繪畫並且為文介紹，例如在 1919 年 8 月 26 日首刊於

《時報˙美術周刊》第一號至 1920 年 4 月 6 日《時報˙文藝周刊》第五二號續完的《新

畫訓》，全文共八章，以文言文系統介紹了西方美術史49，文中將中西繪畫史相互比較，

「表明在新文化運動的激勵下，在「西學東漸」的潮流中，黃賓虹也在努力通過尋找

中西繪畫的相同點以確定其重整中國畫學的取向。」50從上述 1919 年開始寫中西繪畫比

較的文章到 1948 年的故事與信看出，他對西方藝術的關注是長期且深入的，當時他的

朋友中也有一些歐人和自歐留學歸國的學人如傅雷（1908-1966），而與傅雷的忘年交往

和論及中西美術之見的相關對話也時見於往返書信中與傅雷家書中，傅雷當時是自歐

留學歸國研究西洋美術史也是譯介西洋美術學說的專家，是兼具有中國文化涵養的歸

國學者，他可說是黃賓虹的知己，他在黃賓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西繪畫貫通的特點，

                                                     
47 王魯湘，《中國名畫家全集:黃賓虹》，頁 168。 
48 王魯湘，《中國名畫家全集:黃賓虹》，頁 168。為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黃賓虹寫給蘇乾英的信所言。 
49 王魯湘，《中國名畫家全集:黃賓虹》(台北:藝術家，2001)，頁 13。 
5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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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大加讚賞還幫他籌辦了八十歲個展並專文介紹，511940 年黃賓虹曾在畫上題詩說自

己「未遭當代宋元君，解衣磅礡疇能視。」52也就是說自己未遇伯樂，當時傅雷還未成

為他的知音，直至 1943 年第一次寫信給黃賓虹之前才真正懂得黃賓虹藝術的精彩，在

第一封信中傅雷便表明自己欣賞黃賓虹對中國畫理與西方藝術融會的用心與創造： 

猶憶大作峨眉寫生十餘橫幅陳列美專，印象歷歷，至今未嘗去懷，此歲常在舍戚默

飛處獲悉先生論畫高見，尤為心折。不獨吾國古法賴以復光，及西洋現代畫理亦可

互相參證，不爽毫釐。53 

雖然年紀相差 43 歲，但年輕博學的傅雷卻能理解他，因為傅雷自己的中西學養使

得他能了解老人的創造用心。他在同年 6 月 9 日寫給黃賓虹的信中對於黃賓虹的畫兼

有中西特色加以言明： 

尊論尚法變法及師古人不若師造化云云，實千古不滅之理，徵諸近百年來，西洋

畫論及文藝復興期諸名家所言，莫不遙遙相應；先生所述董巨兩家畫筆，愚見大

可藉以說明吾公手法，且亦與前世紀末葉西洋印象派面目類似，彼以分析日光變

化色彩成分，而悟得明暗錯雜之理，乃廢棄呆板之光暗法(如吾國畫家上白下黑之

畫石法一類)，而致力於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之表現，同時並採用原色敷彩，不復

先事調色，筆法亦趨於縱橫理亂之途，近視幾無物象可尋，惟遠觀始景物聚然，

五光十色，蔚為奇觀，變幻浮動達於極點，凡此種種，與董北苑一派及吾公旨趣

所歸，似有異途同歸之妙。54 

傅雷在黃賓虹畫作中看到黃氏融合西方也看到超越前人之處並且大加鼓勵，例如

同年 10 月 13 日的信中說： 

在十月三日所寄時二十件中，有以賈島黃山溫泉詩作題之一幅，設色純用排比，

與西歐印象派作法極肖，此誠為國畫闢一新境界，愚意吾公能再用此法，視作一

                                                     
51 傅雷為當時困居北平的黃賓虹在上海辦了慶祝八十壽的「黃賓虹書畫展」，並為畫展寫了<觀畫答客問

>收錄於《傅雷美術講堂—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與中國書畫》(台北：三言社，2003)，頁 303-312。 
52 黃賓虹著，趙志鈞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95。 
53 傅雷 1943 年 5 月 25 日寫給黃賓虹的第一封信，收錄在《傅雷美術講堂—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與中國

書畫》，頁 340。 
54 收錄在《傅雷美術講堂—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與中國書畫》，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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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幀尤妙。55(圖六)  

黃賓虹在收到這樣的信之後也常以極大熱情回函表達他的興奮與觀點。對黃賓虹

而言，這樣的知音更是使他銳意創造變革國畫的方向信心充沛，大步向前。 

黃賓虹晚年的作品在八十九歲有一個很大的轉折，學者都歸之於罹患白內障近盲

所導致的結果，這應該只是一個外部原因，但是筆者認為，雖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

素(圖七)，但是如果沒有長期的筆墨功夫與學養恐怕那些幾近亂筆的作品也不會有深厚

的內力筆法的呈現，如果沒有知音的鼓勵更不會有這樣大幅的變化，尤其是在開完刀

視力恢復之後，更是大膽揮灑使作品從印象派躍入類似野獸派的近乎抽象的點線表現

(圖八)，這就不是視力的不良導致的而是內心的意識使然了。雖然黃賓虹自己並沒有明

確說明自己受西洋畫派的影響，但時代所給予他的衝激以及他所吸收研究的都成了他

內心的養分內化成了自己的意識，加上晚年得到傅雷這位知音的讚揚與鼓勵，所有這

些都促使老人衰年變法，中年所研究的西洋觀念到了老年終於與他長期所操練的傳統

筆墨融合一體(圖九)，王魯湘說他就「像印象派完成了西洋古典繪畫傳統的現代轉化一

樣，中國山水畫的古典傳統的現代轉化也是由黃賓虹完成。」56 

黃賓虹對於西方畫理的吸收與融會和當時許多一昧向西方學習的畫家是有極大不

同的，他反對全盤西化生吞直用式的襲用西法，而是技巧地融合入自己的畫法裡，這

是一種極高超的化法，是當時民初藝術界裡提倡以西方寫實法透視法的改革派或國粹

派抱殘守缺者所無法做到的。 

 

六、   結語 

黃賓虹認為文人畫還不是一個最高的層次，水墨畫家當以士人畫家自居，
57
文人畫

在宋代被蘇軾等知識份子提出，帶有一種無為的遊於藝的態度，是為了將書畫藝術提

高到有別於專業畫家身分來做為標示超脫於名利的脫俗格調，但是原來所標榜的游藝

                                                     
55 同上註，頁 349。 
56 王魯湘，《中國名畫家全集:黃賓虹》，頁 177。 
57 1944 年致傅雷書信中提到文人畫與士夫畫不同，士夫畫以蘇、米書法入畫之雅格為代表，「畫格當以

士夫為最高，別與文人不同。」收錄於趙志鈞編，《黃賓虹美術文集》，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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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逸筆草草」卻在明清成為一種不認真研究筆墨的逃遁藉口，致使後來許多人輕

忽筆墨而自以為便是文人畫的遊戲態度。明清至民初所談的文人畫，似乎已脫離了宋

代崇品學的文人畫真諦，雖然民初有陳師曾()大力疾呼重視文人畫的原意，但長期的因

襲積弱還是無法扭轉文人畫的真正內涵被稀釋誤導的形象，所以黃賓虹乾脆另外提出

士人畫的觀點，以便區別於那種已被扭曲意涵的文人畫名詞，士人便是以較嚴肅的做

研究的態度在面對水墨畫，而黃終生研究水墨藝術，在一個自定「崇品學」的士人標

準上一生篤行學者的風骨。正是因為自訂這樣一個進程高標作為一生的鵠的，在筆墨

上，筆者認為黃賓虹對於筆墨的研究達到了一個高峰，他提出的筆墨的樣貌發古人所

未言處，筆墨本身已跳出了描繪功能或者做為皴法的功能，他將筆自身所具備的力量

淋漓盡致地發揮，這點也已跳脫出傳統山水線條皴法的語彙範疇，他的筆墨所呈現的

抽象感是具有內在力量的，這點與那些拿著毛筆墨汁隨意揮灑的抽象表現作品的點線

所呈現的表象性不可同日而語。 

水墨畫有別於西方繪畫的部分在於其工具上的獨特性，而工具的材質特性也是它

成為獨特畫種的重要原因，把筆的本身特性掌握並且充分地表現它才顯示這個工具的

選取本身的意義。中國水墨以毛筆作畫已千年，利用這個工具努力表現各種技法並使

之具備描繪的功能與藉此表現畫家的個性與所繪意境，筆的工具特性被開發到了似乎

無以復加的階段，而其精神性也已呈現了某種高度的難度，但黃賓虹讓我們看到了一

個藝術家如何在歷史已有的筆墨高度上達到更進一步的高度的可能性，他以學古述

古、寫生領趣、融合西法三個作法在筆墨上下足功夫，藉此打開了一個疆域使人們看

到了堅持筆墨的內美可以面向未來的另一個可能。 

他自己從中國山水畫歷史中學習轉化，在寫生自然中找到創造的根源，又從西方

畫派汲取借化，他以「蛹化成蛾，三眠三起」來比喻繪畫的修練與轉變，「化」對他而

言是筆法裡「變」的一個具體呈現，也是創造改變蛻化中國山水筆墨藝術進入另一個

世紀的個人生命完成所揭示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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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晚年作品的筆力剛健且抽象性，脫略形跡而達筆墨之內美。 

1953 桃花溪 38.5x51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二「密處不通風，疏處可走馬」中國畫講究疏密虛實以及運用留白使畫面流轉通透。

黃賓虹作品以筆墨達到這個美學的境界。 

33.8x55.1cm 1954 董           

巨遺意 40.3x77.5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三 一般認為黃賓虹六十九歲入蜀之後受游歷寫生影響而開始有不同的體悟，畫法也

在這時有了轉變。此幅是 1932 年遊青城山遇雨悟得潑墨意趣歸而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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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青城坐雨 44.5x86.5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四 點頓筆線墨法所傳達的韻律節奏。 

年代不詳 20x31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五 運用濃黑厚重的積墨、宿墨、漬墨等墨法表現夜裡山石的氣氛。黑中留白製造明

暗光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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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夜山圖意 50x60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六 傅雷所說之賈島黃山溫泉之作未尋得，另以相差不遠時間的作品代替。傅雷所謂

排比畫法乃是印象派的色彩對比用法，左幅以藍綠對赭橘色系亦是對比法；右幅則以

紅綠對比敷色。 

    設色山水 

102cm×39cm 

圖七  眼疾開刀前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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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淺洚山水 44.4x96.3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八  視力恢復後所作 

 1953 雁蕩紀游 42x59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九 過世前一年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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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  37.7x99.4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其他晚年作品 

  設色山水 1955 水墨山水  

浙江省博物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