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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院体绘画的发展及其影响

王 彦 发

    内容提要 宋代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由于皇帝的嗜好和当时写真存形

审美观念的影响，院体画家将中国的山水、人物、花鸟画推向精微细致的写实高峰。北宋神宗前

后，一批文人士大夫针对再现型绘画提出诗境与画境相统一，强调画家抒发主观情趣的艺术主

张，渐渐改变了院体的单一画风。由于诗意的提倡和注入，使写实性绘画向个性表现的文人画

演变搭起了桥梁。

关健词 宋代 院体绘画

    公元960年，宋太祖平五代之乱统一了

中国，为了建立和巩固封建大统一的正统王

朝，实行右文政策，设立翰林图画院，集四散

在各地的画家晋京加以禄养。如后蜀的黄签

父子、高文进父子以及袁仁厚等，都随蜀子孟

起来到京师。南唐的周文矩、董源、徐崇嗣等

随后主李煌来到东京。加之中原一些知名画

家如郭忠怒、王道真等，均人翰林图画院，成

为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皇家院体绘画中心。

    宋代初期由皇家主宰画院，帝王规定绘

画样式。当时黄荃、黄居案父子的繁花富贵、

珍奇艳丽极其精细的花鸟画作品正迎合了帝

王特别喜爱的华贵画风。所以，宋太宗命黄居

案鉴定历代名画，以黄体画标准选用画院画

家，即“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①，

形成了宋初院体绘画的写真风格。活跃在这

一时期的花鸟画家还有赵昌、崔白等。他们都

以认真观察动、植物的结构、生长规律和特

点，把最为生动之处呈现在画面上，达到了

“所画无不精绝，落笔运思即成，不假于绳尺，

曲直方圆皆中法度’，②的熟练程度。山水画作

为宋初绘画的主流，表现关中和北方山水的

有李成、郭熙、范宽等。他们无论在表现山水

的体积结构、外形质感上，还是在构成画面的

空间气氛、虚实关系上，笔墨技巧的运用达到

了再现自然的完美境地。范宽的《溪山行旅

图》可作为写实主义的经典之作。这幅画，从

构图布置上看，迎面主峰耸立，气势逼人，令

人仰止。峰脚荡气茫茫，悬崖紧偎。整幅画面

由一条明显的中轴线纵向贯穿，造成一种紧

凑向上的律动，而右边一线飞流直下的山泉

和近景中部的一抱清溪以及横穿而过的山

路，又使这种向上的律动造成的紧张感得到

某种缓解，使整幅画因此而在结构上趋于平

衡。在用笔上正如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上

说:“抱笔俱均，人屋皆质。”峻厚挺拔、凝重的

山势，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关中山川壮丽浩莽

的景象。董源、巨然因长期生活在南方，则善

表现江南渺茫绵远，湿润朦胧的烟雨之景。

董、巨“不作奇峰峭壁，皆长山复岭，远树茂

林，一派平淡幽深，具苍茫浑厚之气，其远近

明晦处更无穷尽’，③，形成与北派山水迥然不

同的南派画风。

    公元1101年，宋徽宗赵估 18岁即位，这

时的翰林图画院已名声大噪。年青的皇帝“嗜

玩早已不凡，所事者，独笔砚丹青，图史射御

而已”④。他是一位把绘画之事看得比天下大

事还重要的风流皇帝，1127年4月，和他儿

① 《宜和画谱》卷十七，《花鸟门·黄居案》。
② 《宜和画谱》卷十八，《花鸟门·崔白》。

③ 清安歧:《墨缘汇观》。
④ 《铁围山丛谈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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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钦宗一起稀里糊涂地做了金人的俘虏，成

为亡国之君。但他在绘画上的贡献载人史册

功不可没。赵估即位后接连办了两件事，为推

动院体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是提高画院和院内画家的地位，把研究儒

家经典的书院由原来排行第一改为第二，画

院作为第一。把院内画家的职位从“虽服啡紫

不得佩鱼”改为“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按

当时制度，四品以上官职服紫色公服佩金鱼

袋，六品以上服绊色公服佩银鱼袋，院内画家

“服维紫”比起“七品芝麻官”来说地位已经不

低，经赵估皇帝“独许佩鱼”，其地位就更加显

赫了。宋徽宗办的第二件事是兴办“画学”，对

于绘画人才的培养以及宋代绘画的发展有着

重要的作用。画学初立，任当时知名书画家米

带为书画学博士，令进士科出题考儒家经典。

博士拟题考绘画专业，选拔全国绘画人才。

    大观元年(1107年)’之后，画学与画院合

并，分科进行培训。据《宋史》卷157《选择志》

记载:“画学之业，日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

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

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

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

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

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可见当时画

院对学生要求除学画之外，还要学习《论语》、

《孟子》等儒家经典，重视文学素养及各方面

综合素质的培养。画学与画院合并后，学生除

课业之外，他们可以见到许多古代名画真迹。

如《画继》载:“乱离后，有画院旧史流落于蜀

者二三人尝谓臣言，某在院时，每旬日蒙恩出

御府目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仍
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溃巧，故一时作者，咸竭

尽精力以副上意。”宫廷画院如此优越的条

件，在世界古代美术教育史上独一无二，是宋

院体绘画极盛一时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画家有李唐、

李公麟、王洗、赵令稚、苏汉臣、张择端、王希

孟等。其中王希孟属年青之辈。他20岁所作

的《千里江山图》献给宋徽宗后不久即去世。

这幅画是对当时宋代自然风光、人文地理、户

外生活的综合描绘。其场面广阔，景物繁密，

富丽堂皇，气象万千，可谓前无古人。如此长

卷构图，统一而又变化多端，同时仍具有宏远

的境界，表现出王希孟不愧为一位独立千载

的少年天才。张择端，少年读书游学于东京，

后人翰林图画院。他的《清明上河图》乃是古

往今来绝妙表现宋代大都市的风俗画。这幅

画以长卷构图，生动描绘首都东京各阶层人

物在城郊一带的种种活动，内容丰富包罗万
象。画中人物神态刻画生动，树木、水纹笔法

健朴流畅，屋木属界画表现，与景物、人物表

现的精练和谐，均可见作者在山水、人物、界

画等方面的修养，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绘画在

宋代高度成熟的这一特征。

    皇帝赵估居于帝王的特殊地位，有充足

的条件可以了解当时整个画坛的艺术成就和

风格特征，欣赏和吸收传统绘画之长。从他所

作的《批把山鸟图》、《五色鹦鹉图》，可以看出

他高超的艺术功力。尽管有他的局限性，但对

当时绘画的发犀，起着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
用。

    在公元1127年，徽、钦二宗被虏，宋室南

渡迁至临安(今杭州)，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位。

他是一位艺术爱好者，收集名画颇多。对于院

内画家，尤加礼遇，待诏进画，他往往为之题

诗或题字。如李唐画的《长夏江寺图》，他题有

《李唐可比唐李思训》。其后的孝宗、光宗皇帝

也都是艺术爱好者和保护者。到南宋末虽外

患渐趋严重，但画院盛况不减，画艺精进而不

衰。

    从绘画题材上看，唐至五代绘画多以道

释、仕女为表现内容。宋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

展，工商贸易的繁荣，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

里，尤其是在百万人口的东京，集中了无数的

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形成了广大的市民阶层。

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便

出现了既反映农村和市民生活的文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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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戏曲，绘画也从贵族仕女、宗教故事题

材里走出来，开始表现社会生活，农民、市民

以及世俗题材内容的作品不断涌现，将反映

人民生活的绘画作品推向了新的高潮。如苏

汉巨的《货郎图》，毛文昌的《村童人学图》，刘

松年的《耕织图》，李松的《服田图》、《捕鱼

图》、《村牧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叶仁

遇的《淮阳春市图》等，展现了宋代各阶层人

物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人宋以后的人物

画家已不再满足于狭小的道释、仕女和脱离

现实的生活内容，他们深人生活，观察自然，

走向现实，使北宋的人物画一步步推向高峰，

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复兴时代”。

    如果说唐、五代以前的人物、山水画在表

现内容上还显得狭窄，在形式的探索上还处

于发展阶段，那么到了宋代，在继承唐、五代

绘画技法的基础上，院体绘画则已发展到鼎

盛时期。其表现内容有画北国雪景寒林，巍巍

太行，画江南“水天一色”，画“斜风细雨”、“万

壑争流”、“疏林夕照”、“渔村小雪”、“秋山萧

寺”、“秋林放犊”，或画“寒江独钓”、“仕女游

春”等，院体画取材广阔，内容丰富，不仅表现

  自然界的千变万化，而且紧密结合现实生活，

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宋代院体绘画题材内容的扩展与当时的

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绘画风格的演变亦

是如此。它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另辟蹊径。

它既有代代相传的承袭关系，又有脱变和新

的发展。这种发展往往又直接受制于那个时

代的审美导向和审美观念。我国绘画发展至

宋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希望能够准确地描

绘客观物象的阶段，可称中国式的以“写真”

为目的的阶段。宋代初期乃至宋徽宗时期在

绘画观念上的阐发，已足以说明绘画的观念

和审美需求在于“写真存形”。如在真宗时，翰

林待诏荀信在观内迎祥池御座殿雇上画的吐

雾龙“蟠伏蹲踞，波涛涌汹，使人惊赏’，①，绝

妙一时，因此被移人宫中。徽宗时，在原会灵

  观旧址上，又兴建五岳观，再募天下绘画名

手，应募者达数百人。江南有一秀才长于画

水，“凡作水，先画浪头，然后画水纹。顷刻而

成，惊涛汹涌，势若掀屋一，②。画家董羽在拱楼

上用半年时间所作的壁画，太宗携缤妃、皇子

前去观赏，幼年皇子“遥见画壁惊畏呼哭不敢

视’，③。据记载，高元亨的《角抵图》，“写其观

者四合如堵，坐立翘企，攀抉仰俯，及富贵贫

贱，老幼长少，细黄技术，外夷之人，莫不具

备。至于争怒解挽，千变万状，求真尽得，古未

有也”④。我们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在照相

术未能发明的时代，画家把人们感兴趣的对

象真实地表现出来，足以使人感到神奇而兴

奋。所以“千变万状，求真”，已成为那个时代

画者与欣赏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从院体花鸟

画也可以明显看出一束花枝，花叶，花瓣，花

脉，花蕊，丛竹小鸟，茸茸羽毛，各异的动态，

刻画细致人微。由此可以看出，宋代花鸟画的

写实程度已达到我国绘画史上的颠峰。

    当写实性绘画达到极至，千篇一律的院

体画风使欣赏者审美感知厌倦时，求真存形

的绘画观念开始动摇，画院内的有识之士和

文人士大夫对黄荃弟子“甚谨甚细而外露巧

密”画风提出批评，一些画家为摆脱前人绘画

俗套，在原来绘画基础上实行变格。在当时进

行变格的画家有崔白、吴元瑜、郭熙等。崔白

以善画花卉翎毛著名于宋仁宗、神宗时期。他

作画不起草，不用界尺，信笔即含法度。宋神

宗熙宁初年，崔白受皇帝赏识，进人图画院，

以他新创的花鸟画法取代了院中近百年的黄

签画派。崔白花鸟画的风格特点，如《竹鸥图

轴》、《双喜图轴》和《寒雀图卷》，构图简洁，笔

法豪放，着重表现鸟雀的生动姿态和风势，以

水墨淡色画坡石竹树，用笔顿挫富有节奏，浓

① 刘道醉:《宋朝名画评》卷 2,Q蕃马走曾门 ·荀

    信》。

② 邓椿:《画继》卷4，《间丘秀才》。

③ 江少奥:《宋朝事实类苑》卷 51,《书画伎艺 ·董

    羽》。

④ 刘道醉:《宋朝名函评》卷1，《人物门。高元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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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变化富有层次，并夹杂飞白和渲染，仅鸟雀

用工笔刻画，吸收当时流行的豪放苍劲的水

墨山水画法表现花鸟画的配景，注意笔趣，追

求野逸、简淡、冷峭的意境，使院体花鸟画有

了新的突破。昊元瑜属新体画风的推崇者，师

从崔白，“能变世俗之气所谓院体者，而素为

院体之一，亦因元瑜革去故态，稍稍放笔墨以

出胸意，画手之盛，追踪前辈，盖元瑜之力

也’，①。《宣和画谱》卷十八记载:“祖宗以来，

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签父子笔法为程式，

自(崔)白及吴元瑜出，遂其变格。”这种变格

体现了写真与写意艺术的融合，也是向写意

艺术的转化和过渡。

      大约在北宋神宗前后，一些文人士大夫

如苏东坡、米莆、黄庭坚等针对当时院体准确

细腻的绘画风格，发表了不少颇具见地的理

论，促使了绘画观念的转变，推动了画风的革

新，使绘画品味向更高层面上转化。在绘画传

神论发展方面，苏轼提出了士人画与画工作

品的区别。他在跋宋子房(宋汉杰)之画时说: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

画工，往往只取鞭策、毛皮，槽杨，无一点俊

发。看数尺许便卷(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他

看到的士人画在造形上是一种生动活泼，雄

伟奔腾的精神，而画工画马以形似为工而无

意气，这是士人画与画工，写意与写实的根本

区别。在苏轼的多首题画诗里反映出他的主

张:“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本一律，天

工与清新”②。苏轼认为，诗境与画境是心境

的外化，应该是同一的。如他在熙宁四年写的

《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中说:“何人遗公石

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

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

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檬。含风僵赛得

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僵死葬彼

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朽思无所发，化

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慕写物像略

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

幽宫。”从苏轼的诗中反映出，画师并非俗士，

画家描绘景物与诗人作诗一样，写松竹、植

物，是为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画家描绘峨

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松“含风僵赛”之姿落

日溟檬之气，透出一种壮润昂扬之意气，故曰

与诗人同。苏轼进而还提出士夫作画要“文以

达吾心，画以适我意”，主张不为他人之好恶

所囿，像诗人感物而咏一样，抒发自己内心的

情感。这样，他所提倡的士夫画，就把绘画从

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绘一步步地转变为主要

表现或寄托画者自己的感受、情趣上，以区别

于以形似为工的画工之作。

    米带是推崇士夫画的著名书法家和艺术

评论家。他认为绘画应“平淡天真”，忌“俗

艳”。在邓椿的《画继》中反映出米带的观点:

“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铃格，固信笔为之，多

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米带所作梅、

松、“兰菊”以为繁则近简，以为简则不疏，太

高太奇，实旷代之奇作也”。他与苏轼一样作

画不拘成法，不追求形似，不受当时院体写实

画派影响，信笔倾吐情感，抒发胸意，强调简

淡天真和笔墨韵味，其风格独特前所未有。

    由于绘画美学理论的导向以及一批画家

的求变探索精神，使得文人士夫画自觉地与

职业画工拉开距离，新的风格样式和视觉感

受方式开始改变着中国绘画。到了南宋，院体

画家的知识结构大大改变，逐步走向文人化，

使诗的意境在绘画中取代了叙事性内容，以

怡悦性情为目的的审美趣味冲淡了社会功利

性，以宋为发端的“士夫画”(后称为“文人

画，’)运动，至元代而臻于大成，其风格影响

明、清，直至近现代。

〔作者王彦发，1951年生，河南大学艺术

学院副教授。开封，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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