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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前後，中國知識分子因遭遇西方，對傳統引發一系列的反省

與改革，進而帶動中國的全面變動，可說是近代中國所發生最重要的一件

事。這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已被一再提出。1藉由前文的討論，不論針對

陳師曾《北京風俗圖冊》之技法、題材的分析，對於陳師曾之「繪畫新貌」

及相關畫論、畫史書寫的探討，乃至陳師曾家世與二十世紀初新式知識分

子之文化實踐的討論等，最終可歸納出三個在民國初年一再交互作用的關

鍵點。此三個關鍵點分別為：受過傳統與西式教育洗禮，兼具文人／新式

知識分子「身分」的新青年；作為相對於中國之「他者」（如歐美、日本等）

的存在；以及意識到「他者」之存在或帶入「他者」之觀點的各種「表述」

形式（如繪畫、文字作品、言說、展演等）。此三個關鍵點，不僅引發整個時代

必須面對傳統與西方之抉擇的問題意識，更進一步塑造了中國建國元初之

主流風潮與文化關懷，並且，也因此構成本文論述的抽象內涵。 

    若以此時代關鍵為前提，檢視陳師曾在民國初年所扮演的角色－－兼

具文人／新式知識分子的「身分」、傳播作為「他者」之歐美／日本的知識，

以及實踐各種融合中西的「表述」形式，則陳師曾在民初畫史上的意義，

實非以往僅將其置於「國粹派」代表的地位，所可涵蓋。並且透過前文的

討論發現，雖然 1921 年前後的陳師曾，不論在推動中西融合或捍衛文人

畫的選擇背後，都呈現了他在面對「西方」時的焦慮，但就態度而言，號

召參融西方畫法以改良傳統繪畫的陳師曾，卻遠較張起文人畫大旗的陳師

曾，來得積極、樂觀。換言之，1921 年前的陳師曾，乘著民初遭遇西方

所形成之主流風潮而提出的主張，並非基於一種不得不的轉變，而是採取

樂觀其成的心態，以達為中國塑造堪與歐美／日本並駕齊驅之主流文化的

企圖。           

    既然如此吾人不僅要問，陳師曾對於民初畫壇的貢獻，顯然遠超過文

人畫捍衛者的角色，為何今日陳師曾的歷史評價，卻只突顯他作為「國粹

派」代表的地位，而漠視陳師曾順隨民初主流關懷的其他表現？筆者以為，

此問題應可就陳師曾個人的轉變與外界對陳師曾的觀點兩方面，加以討論。 

首先，就陳師曾個人的轉變而言。誠如前文所提，陳師曾原倡融合中

                                                 
1 相關論題的研究頗眾，如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長沙：岳麓書社，1999）；

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當代》創刊號（1986/05）：48-6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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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繪畫理念，可能在受到「五四運動」前後，「傳統」遭受前所未有的詆

毀與質疑，以及日本復興南畫運動與大村西崖的影響下，產生立場轉向支

持文人畫的改變。雖然陳師曾如此極端而快速的轉變，以常理判斷似乎不

甚合理，但若吾人考量整個時代以「趨新」為追求的時代特色，則陳師曾

的急速轉變，似乎就不是一件值得太過驚訝的事情。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延續著晚清以來對於西方新知以及「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重視，整個民初，可說到處充滿著急速吸收各種新知的熱情。

在此情況下，也形成了任何新思想，皆很容易在短時間內被視為「舊學」

之一種；任何激進的態度，也很容易在一段時間後，被認為已趨「保守」。

2例如，晚清作為引導新式知識分子認識西方小說的林紓，在民國之後隨即

成為抑制進步的「三個怪物」之一；3透過嚴厲批評傳統，掀起「文學改革」、

「整理國故」兩項運動的胡適，也在活躍數年之後，被年輕一輩的郭沫若

批評其治學也僅是「知其然」，不是「知其所以然」。4因此就當時時代趨勢

考量，思想觀念的孰新孰舊不僅難以論斷，坐擁新式知識分子領導地位的

人，與被視為舊學餘孽的保守文人，其間差別，往往也只數年之隔。故而

陳師曾於 1921 年前後受到各種因素影響，產生立場相左之言論，也就不

是太過奇怪的情形了。 

 

    除陳師曾個人因素之外，外界眼中的陳師曾，也許更是形成今日畫史

所見之陳師曾評價的主要來源。 

    雖然陳師曾在 1921 年前，不論理論或實作上，都落實了融合中西畫

學的理念，但在當時，他個人卻一直是以「中國畫家」的角色，為世所認

                                                 
2 例如沈雁冰即曾在 1922年表示：「去年底曾也有一時想讀讀舊書，現在竟全然不想」。參閱羅

志田，〈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於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歷史研究》，第 3

期（2001年），頁 12的討論。蔡元培也在 1920年代前後，因整體學術風氣改變，從一個別人

眼中的激進份子，轉變為「落伍的中國雜碎先生」，參閱戴維翰（W. J. Duiker）著，張力譯，

〈蔡元培與儒家傳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1982年，第 3版），頁 284。另外，對於民初思想轉換快速的討論，可參閱羅志田，〈林紓

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歷史研究》，第 5期（1995年），頁 117-132。 
3 此言為陳獨秀 1918年所說，陳氏並以「不懂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家譯的新小說」來嘲諷林紓，

見陳獨秀，〈美術革命〉，《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卷（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30。至於林紓的貢獻，則可參閱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頁 117-132。 
4 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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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例如 1912 年《太平洋報》以「文學書畫家」稱呼他；1920 年錢稻

孫在〈花陰會底洋畫〉一文提到陳師曾是「中國畫家」；1923 年陳師曾過

世前後，報紙將其作品歸入「國粹畫」，或描述其所擅長為「花卉」、「山水」。

5到了 1927 年創刊的《湖社月刊》，則以「書卷氣」、「士夫畫」來冠稱陳

師曾的畫作。6雖然如此，卻並非沒有人注意到陳師曾在傳統繪畫中融入西

法的努力，例如陳師曾的好友錢稻孫、姚華、凌文淵或他的學生俞劍華等。

7姚華即曾指出，陳師曾的用筆輕重、用色調和，「其實參酌西洋畫法甚多」。

8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號召學習西方或日本畫壇的除了陳師曾之外，尚

有旗幟更為鮮明、口號更為直接的「折衷派」畫家高劍父、高奇峰等人。

9高劍父等在民國元初所倡導的「新國畫」，在理念上深受岡倉天心於日本

推動「新日本畫運動」的影響，在實踐上，乃企圖結合傳統國畫與重視光

影、結構之西洋畫法和寫實的題材，為中國繪畫注入活水（圖 47）。10雖

                                                 
5  佚名，〈文美會第一回開會之盛況〉，《太平洋報》，1912年 5月 16日，第 11頁；錢稻孫，〈花

陰會底洋畫〉，《晨報》，1920年 6月 6日，第 7版；原，〈記天馬會之國粹畫〉，《時報》，1923

年 8月 12日，第 4張；佚名，〈畫家陳師曾逝世〉，《晨報》，1923年 9月 22日，第 6版。 
6 佚名、鑄雲，〈吳倉石與陳師曾〉、〈湖社週年畫會參觀記〉，《湖社月刊》（合訂本），第 1期（1927

年 11月 15日初版，1933年 1月 1日四版），頁 66、103。 
7 錢稻孫，〈花陰會底洋畫〉，《晨報》，1920年 6月 6日，第 7版；佚名，〈都人士追悼名畫家：

陳師曾知交之追悼與講演〉，《晨報》，1923年 10月 18日，第 6版；俞劍華，《陳師曾》（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如頁 8、15。 
8 佚名，〈都人士追悼名畫家：陳師曾知交之追悼與講演〉，《晨報》，1923年 10月 18日，第 6

版。 
9 「折衷派」一說似乎在 1913年《真相畫報》上已經出現，而 1908年高劍父由日本返國後所

舉辦的個人畫展，即自稱為「新國畫」。參閱韋岷，〈從折衷派到嶺南派〉，《朵雲》，第 3期（1990

年 9月），頁 12。 
10 M.蘇利文（Michael Sullivan）著，陳瑞林譯，《東西方美術的交流（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原出版年代為 1989），頁

207-9；傅申，〈略論日本對國畫家的影響〉，《「中國‧現代‧美術」國際學術研討會：兼論日韓

現代美術論文》（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頁 34-5；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代美術

史（1911-1949）》（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7。原出版年代為 1992），頁

43-7；李鑄晉、萬青力合著，《中國現代繪畫史：民初之部（1912-1949）》（台北：石頭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18-25；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 44-6.另外，關於高劍父之「新國畫」理論，可參閱高劍父，〈我的現代繪畫觀〉，《二十世

紀中國美術文選》，上卷，頁 49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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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高劍父等人立意甚佳，但也許因這些「折衷派」畫家的作品，吸收橫山

大觀、菱田春草等日本畫家的風格甚多，對於畫面空間、暈染、寫實等技

法之運用，與傳統國畫的表現相當不同，加上學習自日本的背景，因而受

到傳統畫壇的排斥，於當時即被譏為「日本畫」，或被認為是「從日本抄過

來的不中不西混血的所謂『新國畫』」，並因此在 1927 年的廣州畫壇引發

「方（人定）黃（般若）之爭」（又稱「新舊之爭」）。11 

                                                

相對於「折衷派」在作品中清楚可見中西融合的痕跡以及淵源於日本

的影響，陳師曾的「繪畫新貌」顯然「隱晦」許多，至少，陳師曾從未被

歸入受到責難的「折衷派」中。如前文討論《北京風俗圖冊》等「繪畫新

貌」時，筆者曾一再強調陳師曾的創新，乃藉由在視覺上與傳統繪畫具有

相似之表現效果的西方水彩，以達「融合」之功。換言之，陳師曾的融合

方式，是將酷似中國水墨用筆、敷色的水彩畫法，融入傳統繪畫。因金石

畫風的簡筆與水彩速寫極為近似，水彩的色澤與對水分的控制也和傳統繪

畫相類，因此陳師曾的「繪畫新貌」在視覺形式上，與一般人記憶中的傳

統繪畫相仿，不易使觀者察覺他已在其中參融西法，甚至以為此乃金石繪

畫之表現。12尤其當陳師曾的文人畫理論廣受傳統畫壇重視之後，他在「繪

畫新貌」中所融入的西畫因子，也就更容易為其「士夫畫家」的身分所掩，

不易為人看出，也就不會如「折衷派」受到傳統畫壇的大張撻伐。由此，

即突顯出陳師曾所號召的中西融合在實作表現上，與「折衷派」有相當的

不同。 

如陳師曾、高劍父等對於西方繪畫作為傳統繪畫之相對存在的認知，

在清末民初可說是普遍的概念。而以「國畫／中國畫／國粹畫／國朝畫」

作為「西畫／洋畫／西洋畫／外國畫」之對稱，至晚在二十世紀初已出現

在中國。13雖然如此，及至 1919 年左右中國出現反對文人畫之聲浪的情

 
11 「日本畫」轉引自傅申，〈略論日本對國畫家的影響〉，頁 35。另一段引文出自 1947年「廣

州國畫研究會」發起人趙浩公 1947年之〈國畫研究會是怎樣成長的〉。轉引自鄭工，《演進與運

動：中國美術的現代化（1875-1976）》（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2），頁 173。至於廣州

國畫界的「新舊之爭」，起參閱鄭工書，頁 162-3 
12 李叔同也曾提到水彩畫與中國繪畫的相似之處。 
13 Julia F. Andrews, “Traditiional Painting in New China: Guohua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3, P. 557. 



餘  論  177 

勢下，公共領域中，仍多以「美術」作為國畫與洋畫之泛稱，社會對於兩

類畫種之區別，似乎尚不認為有其必要。例如呂澂、陳獨秀首次揭露反對

傳統繪畫之著名文章，皆名為〈美術革命〉。14但這種情形從 1920 年之後

似乎有所改變。二○年代開始，以「國畫／西畫」作為標題或討論主軸的

文章，層見疊出。例如，1926 年同光的〈國畫漫談〉、1928 年鄧以蟄的

〈觀林風眠的繪畫展覽會因論及中西畫的區別〉，1932年凌文淵〈國畫在

美術上的價值〉，或《晨報》刊載的〈京華美專之提倡國畫運動：打破偶像

觀念－掃除畫盲  擁護國畫獨立精神〉、〈對於國畫派別的我見：十月廿六

日凌文淵在清華學校畫會講〉等系列報導。15另外，《晨報》上所刊登的展

覽訊息，也在一○年代經常見到的「圖畫展覽會」、「藝術展覽會」或「美

術展覽會」標題之外，增添不少帶有「國畫／中國畫」等清楚標示展覽性

質的字眼。16 

如此看來，1920 年前後對於中國畫壇來說，似乎是一個分水嶺。雖

然界線不是截然明顯，但就中國畫界對「國畫」一詞的使用，與上列文章

在標題或內容上，所帶有積極追尋「國畫」之象徵意義的情形，這道界線

似乎確實存在。若對照中國 1920 年後的政經情況與面臨的國際局勢，

1920 年後的中國，也正跨入另一個內憂外患劇烈紛擾的階段。例如，1921

年中共成立於上海，1922年孫中山宣布北伐，1925年孫中山逝世與「五

卅慘案」的發生，1926年蔣中正宣布正式北伐，1927年日本出兵山東與

中共的「南昌暴動」，1928 年「濟南事件」，1930 年第一次剿共，1931

                                                 
14 呂澂、陳獨秀，〈美術革命〉、〈美術革命〉，頁 26-8、29-30。 
15 除正文所舉的資料之外，尚有不少相關文章如下：同光、周鼎培、鄧以蟄、陳小蝶、李耀民、

凌文淵、鄭昶，〈國畫漫談〉、〈世界藝術和國畫〉、〈觀林風眠的會畫展覽會因論集中西畫的區別〉、

〈從美展作品感覺到現代國畫畫派〉、〈國畫的特點〉、〈國畫在美術上的價值〉、〈中國的繪畫〉，《二

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卷，頁 138-45、146-51、184-90、197-9、228-34、289-92、

338-53；佚名，〈京華美專之提倡國畫運動：打破偶像觀念－掃除文盲  擁護國畫獨立精神〉、

〈提倡國畫運動中之京華美專特刊：除國畫前途障之具體辦法〉、〈京華美專發起清畫運動：

昨日會議設立暑期圖畫研究院〉、〈對於國畫派別的我見（一）：十月廿六日凌文淵在清華學校畫

會講〉、〈對於國畫派別的我見（二）：十月廿六日凌文淵在清華學校畫會講〉，1927年 6月 4、

7、14日、11月 4、5日，第 6版、後兩篇為第 7版。 
16 佚名，〈中國畫展覽會最後一天〉、〈張雪楊國畫展覽會明年元旦舉行〉、〈中國繪畫展覽會〉、〈昨

日之國畫展覽會〉，《晨報》，1924年 12月 7、12、28日、1925年 5月 18日，皆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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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日本佔領東三省，1932年偽滿州國的成立等。17 

除了世變之外，二○年代開始，中國畫界也發生巨大變化。例如 1923

年後陳師曾、金城等人的陸續猝逝與北京傳統畫壇的分裂，使北京畫壇逐

漸沒落。上海的中國畫界雖在 1927 年吳昌碩過世之後看似日漸消陳，但

據俞劍華表示，原本活躍於北京等地的畫家在 1927-1937 年間逐漸匯集

於上海，加上時局較為艱困，不少西畫家無力購買西畫材料，畫作也乏人

問津，改作傳統繪畫的人數量頗眾，這些情形，反倒促成上海傳統畫壇之

盛況。18因此，傳統繪畫在長期面臨西方甚至在「新文化運動」中遭受嚴

重抨擊之後，似乎在 1920 年政經環境的改變以及畫壇自身之變化下，突

顯出其存在的必要性，並且越發重要。如林風眠在 1924 年提出中西融合

的口號，並於展覽中展出國畫作品；19徐悲鴻也在 1930 年之後，以傳統

畫材創作出融合西方寫實觀念之《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名作（圖 48）。
20 

此外，歐美、日本人士對中國繪畫的興趣，實遠較中國畫家所繪製之

西畫為高。不論日本藏家對吳昌碩、齊白石作品的大量收購，金城在北京

對中國畫所做的演講吸引了大批歐美人士，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訪華時對中國繪畫所表現的興趣，以及 1932 年徐悲鴻攜帶傳統繪畫赴歐

巡迴展出所引起的轟動等，在在點出中國繪畫似乎以其不同於西畫之傳統

與面貌，受到外國人士的關注。21尤其有趣的是，1932年赴歐巡迴展出時，

                                                 
17 參閱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劉敬坤、潘君拯主譯，張玉法總校訂，《劍橋

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民國篇（上）1912-1949，第 12冊（台

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9），頁 617-1007。 
18 參閱俞劍華，〈七十五年來的國畫〉，《俞劍華美術論文選》（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6），

頁 58-62。此外，北京傳統畫壇在陳師曾過世不久，似乎發生各擁金城、姚華為首的分裂狀況，

此由《晨報》的報導可窺知一二。據報導推測，造成分裂的原因，似乎與中日聯合畫展的辦理，

以及「北京美專」校長一職的派任有關。可惜此段畫史之相關研究似乎尚未受到學界注意，因此

無法得知產生分裂的確切情形以及影響所及。相關報導如佚名，〈竟有欲利用中日繪畫展覽者〉、

〈京畫界又一展覽會〉、〈北京畫界同志會歡迎日賓茶會〉、〈美專校長問題：金城有繼任消息  姚

華將辭去教員〉，《晨報》，1924年 4月 23、28日、5月 6、7日，皆第 6版。 
19 郎紹君，〈融會中西的巨匠〉，《林風眠》（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7。 
20 關於徐悲鴻之國畫創作，請參閱李鑄晉、萬青力合著，《中國現代繪畫史：民初之部

（1912-1949）》，頁 155-6；陳傳席，〈中國現代繪畫之父  徐悲鴻〉，《徐悲鴻》（台北：台灣

麥克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1425-6。 
21 吳昌碩受日人歡迎之情形，可參閱俞劍華，〈七十五年來的國畫〉，頁 60；Kuiyi Shen（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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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在當地舉辦日本畫展，國際之敏感情勢與中日較勁的意味，由法國

《世界畫報》以〈中日交戰〉為題報導雙方展覽的情形，可窺一斑。22但

國際的關注不僅對中國的傳統畫家或西畫家來說，都是一種鼓舞，並且在

國際局勢越發不穩，中國存亡岌岌可危之際，也許更催化了中國的畫家在

創作上，積極尋求超越歐美、日本畫壇之可能。總的來說，林林總總的外

在刺激與內部變化，似乎將一○年代中國畫壇追求與西方並駕齊驅的企

望，進一步推向尋找超越西方的憑藉。23 

一言以蔽之，這種憑藉，或指向了對於所謂中國／東方精神（或民族性、

國民性）的追尋，故而整個二○至三○年代的中國畫壇，不論是傳統畫界或

西畫界，似乎將尋找足堪象徵中國精神之藝術表現，視為面臨世變的第一

要務。例如，周鼎培在 1926 年曾表示「簡直可以說國畫能夠代表東方民

族藝術的精神」；1927年魯迅評論陶元慶的作品時，指出陶氏的作品內涵

了「中國向來的靈魂」，也就是「民族性」。241930年嬰行（案：豐子愷）的

                                                                                                                                            
揆一），〈Local as National: The Jiangnan Epigraphic Style as a Response to 

Chinese Modernity （論地域性中的民族性：江南金石畫派對現代性的回應）〉，《海派繪畫

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1），頁 1027。金城演講「中國美術與紙章（案：應為

『張』字之誤）顏料之關係」，報導見佚名，〈中國畫展覽會最後一天〉，《晨報》，1924年 12月

7日，第 6版。泰戈爾率弟子訪華時，與姚華、陳年、凌文淵等多有接觸，相關報導見佚名，〈北

京畫界歡迎會席上泰戈爾之演說：遊華如遠涉沙漠而遇綠洲  推獎中國畫界有新的發展  今明日

泰氏小住清華園  其弟子將赴大同遊覽〉、〈三印度學者參觀北京畫界展覽會之談話：鮑斯詳詢我

國畫家之派別筆法〉，《晨報》，1924年 4月 30日、5月 3日，皆第 6版。1932年中國畫家在

歐洲巡迴展出，並受法國博物館選購鄭曼青、王一亭、高奇峰、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等十二

幅畫作，參閱徐悲鴻，〈記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原發表於 1933年）、〈在全歐宣傳中國美術之

經過〉（原發表於 1934年），收入徐伯陽、金山合編，《徐悲鴻藝術文集》，上冊（台北：藝術家

出版社，1987），頁 223-39、249-60；陳傳席，〈中國現代繪畫之父  徐悲鴻〉，頁 14。此外，

也可參考劉海粟編，《柏林人文博物館所藏中國現代名畫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之類

的出版品。至於陳師曾所畫的《讀畫圖》中，即出現二名外國人士，此似可作為外國旅人對中國

繪畫之興趣的註腳（圖 35-1）。 
22 徐悲鴻，〈記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頁 231。 
23 1910年代，其實不論康有為、徐悲鴻對文人畫的反對，或陳師曾、高劍父之中西融合的主張，

都是以西方畫壇作為追隨對象的結果。不論康、徐等人崇尚面貌類似於西方古典寫實風格的宋

畫，並認為中西融合可促成「畫學新紀元」，或陳師曾、高劍父企圖透過中西融合與西方並肩，

皆不外是以西方畫壇之發展作為學習、引領的對象。康有為、徐悲鴻，〈萬木草堂藏畫目（節選）〉、

〈中國畫改良論〉，《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卷，頁 21-5、38-42。佚名，〈與《時報》記

者談藝術〉，《徐悲鴻藝術文集》，上冊，頁 86。 
24 周鼎培，〈世界藝術和國畫〉，頁 148；魯迅，〈當陶元慶先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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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術在現代藝術上的勝利〉，及姚漁湘在 1932 年「搜羅現代名人討

論國畫的言論」出版的《中國畫討論集》，可說是這段時期中國畫家追尋「國

畫」之存在意義的最佳代表。25而《中國畫討論集》中的第一篇文章，就

是陳師曾 1921 年在《繪學雜誌》所發表之〈文人畫的價值〉。26 

在此情形下，1920 年後所出現的中國畫社團，若就推展「國畫」之

意義而言，即顯得頗為重要。如北京在 1919年有「中國畫學研究會」，1926

年有繼承「中國畫學研究會」所創立的「湖社」。上海在 1922 年成立了「上

海書畫會」，1929 及 1931 年分別有「蜜蜂畫會」與「中國畫會」。廣州

在 1923 年也有「國畫研究會」的組織。27這些畫會對於「國畫」的推廣，

大多有具體的目標與宗旨，並似乎在尋求超越西方之可能的時空背景下，

為 1920 年後的中國畫界帶來不小影響，甚且成為提振傳統繪畫、追尋中

國精神之領航員。 

既然時代需要尋找足堪代表中國精神之藝術表現，「國畫」以其傳統淵

源，自然成為相對於「西畫」、「日本畫」之存在的具體對照。但「國畫」

的範圍何其廣大？如何在其中萃取出最具指標意義之象徵，或為此間最重

要的問題。 

就各種「國畫」之面貌進一步思考，則「文人畫」在中國的影響不容

小覷；「文人」的身分在傳統及民初的重要性，也已於前文經述及；在歷史

發展中，「六法」、「氣韻生動」等歷代畫家最常使用的評價語辭，也多與「文

人畫」或日本「南畫」產生綿密的連結。就此而言，「文人畫」所包含「文

人」創作者的身分、以「氣韻生動」為最高追求的創作理念，及上接自米

芾、蘇東坡、董其昌等歷代畫家的傳統，甚而對日本南畫所造成的影響等

等，這些特點所構築起來的網絡和萃取出的意義，顯然使「文人畫」之豐

                                                                                                                                            
《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卷，頁 176 
25 嬰行，〈中國美術在現代藝術上的勝利〉，《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卷，頁 240-69；姚

漁湘編著，《中國畫討論集》（北平：立達書局，1932）。特此感謝龔產興教授賜示《中國畫討論

集》一書！ 
26 陳衡恪，〈文人畫的價值〉，《中國畫討論集》，頁 1-10。 
27 關於「湖社」的研究可參閱張朝暉，〈湖社始末及其評價〉，《近百年中國畫研究》（北京：人

民美術出版社，1996），頁 126-42。但筆者以為，作者於文中對陳師曾的討論及對「湖社」之

評價，尚有可議之處。因此部分已溢出本文主題，故此不予贅論。其他社團請參閱許志浩，《中

國美術社團漫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55、59-64、100-1、118-9。 



餘  論  181 

富度、歷史性與國際化（如對日本的影響，與時人認為呼應於西方現代繪畫之發展），

足堪作為「國畫」之代表－－亦即可作為獨步國際畫壇之中國精神的最佳

象徵。在此需求下，陳師曾於一片反對文人畫的浪潮中，在中國學術界最

具聲望、帶領中國走向現代化之「北京大學」所發表的〈文人畫的價值〉，

和 1922 年出版的《中國文人畫之研究》一書，無疑為「文人畫」在二十

世紀之存在價值，提供了重要的理論基礎。28 

雖然陳師曾原先寫作此文，主要是針對國內藝壇之中西論戰而發聲，

但在二○年代中國畫壇積極追尋中國精神之時代背景下，陳師曾兼具新式

知識分子／文人的身分，以及作為一位精通詩、書、畫、印知名傳統畫家

的角色，實可為中國「文人」形象及「文人畫」之表現的最佳典範。並且

在陳師曾之前，似乎也無法找到另一部以現代語言討論文人畫之著作，可

相抗衡。由《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在 1926 已再版四次，以及不少二、三

○年代討論中國繪畫的文章，都可見到陳師曾或大村西崖之影響的痕跡，

即不難理解陳師曾的文人畫理論在其過世後，深受矚目的情形。29除此之

外，陳師曾在世時，世人眼中的他大抵是作為一位「中國畫家」，但到了

1927 年以「提倡風雅，保存國粹」為宗旨的《湖社月刊》上，陳師曾的

「文人」身分立即被突顯，他所擅長的作品，被框架到隸屬於「國粹畫」

之下的「士夫畫」。30這個影響，顯然持續到日後，亦即成為今日所見之陳

師曾畫史定位的重要依據。 

也許討論至此，吾人會感覺陳師曾文人畫理論之影響力，似乎遠超過

他在 1921 年前號召中西融合的努力。甚且陳師曾融合中西的實作與理

論，好像並未獲得時人的正面認同與後人之追隨。雖然如此吾人卻必須留

                                                 
28 陳衡恪，〈文人畫的價值〉，《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卷，頁 61-6；陳師曾譯述，《中國

文人畫之價值》（上海：中華書局，1922年初版。1934年出版。） 
29 《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再版訊息，參閱同光，〈國畫漫談〉，頁 140。至於受陳師曾、大村西

崖影響的文章，則如同光、蔣錫曾，〈國畫漫談〉、〈中國畫之解剖〉，《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

上卷，頁 138-45、293-303；傅抱石，《中國繪畫變遷史綱》，收入葉宗鎬選編，《傅抱石美術

文集》（揚洲：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原書完成於 1929年，1931年由上海南京書店出版），

頁 7-8。 
30 關於「湖社」的研究可參閱張朝暉，〈湖社始末及其評價〉，《近百年中國畫研究》（北京：人

民美術出版社，1996），頁 126-42。但筆者以為，作者於文中對陳師曾的討論及對「湖社」之

評價，尚有可議之處。因此部分已溢出本文主題，故此不予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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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陳師曾過世後，任何與陳師曾相關之報導或研究，所挑選出之陳師曾

代表作，在金石畫風的作品外，總可見到《北京風俗圖冊》與《讀畫圖》

之「繪畫新貌」。31況且不同的論者往往列舉了陳師曾不同的金石畫作，但

也唯有《北京風俗圖冊》與《讀畫圖》二件作品，幾乎從未被忽略。上述

現象透露了一個重要訊息，亦即，此兩件作品顯然在畫史與畫壇中，被當

成陳師曾藝術成就之典型代表。 

當然，筆者以為這些論者並非認為陳師曾的金石畫風不足說明陳師

曾，而是陳師曾的金石畫作，不論花鳥、山水，其內容和表現皆極為接近，

甚至陳師曾的面貌與吳昌碩、同時期畫家的風格，皆可籠統地以「金石畫

風」來統攝。但陳師曾的《北京風俗圖冊》、《讀畫圖》等「繪畫新貌」，不

論題材或風格，卻在這些金石畫風的作品中顯得極為特殊，面貌看似傳統，

又不甚相同。換言之，陳師曾作為「國粹派」之代表，正是藉由採納折衷

方式所創作的畫作，來加以註解。陳師曾融合中西的「繪畫新貌」在畫史

中，似已與其文人畫理論同居要位！ 

有趣的是，他的《北京風俗圖冊》或《讀畫圖》等作品，似乎未在後

來的傳統畫壇或文人圈造成影響，只有文人畫理論，持續為中國畫壇所引

用。至於陳師曾之「繪畫新貌」的影響，則是彰顯在與大眾較為親近的漫

畫或風俗畫上。32例如他兼融中西畫學的《太平洋報》插圖及《北京風俗

圖冊》等，分別影響了豐子愷的漫畫，與王羽儀、侯長春等近現代風俗畫

家。33 

在中國，自從大批知識分子左傾之後，下層民眾的生活，成為他們主

要關懷的對象。而抗戰時期與中共建國前後，對於大眾美術的推動，如漫

畫、十字街頭美術、農民畫、風俗畫、年畫等，更是全面性地將中國畫壇，

                                                 
31 如《北洋畫報》雖刊登不少陳師曾的金石畫作，卻獨稱連載的《北京風俗圖冊》為陳師曾「生

前最得意之作品」，參閱《北洋畫報》，1926年 11月 20日，第 3版；李鑄晉、萬青力，《中國

現代繪畫史：民初之部（1912-1949）》（頁 72）除介紹陳師曾的金石畫風外，也舉出陳師曾的

《北京風俗圖冊》；龔產興，〈陳師曾的文人畫思想〉，《美術史論》，第 4期（1986年），頁 65。 
32 陳師曾對豐子愷及王羽儀等的影響，請參閱本文第參章第二節的討論。 
33 參閱豐子愷，〈我的漫畫〉，《藝術家》，第 77期（1977年 7月），頁 68；王羽儀作畫，端木

蕻良題詩，《舊京風俗百圖》（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王大觀繪，《蠶冬京

華圖：北京風俗繪卷》（東京：第一法規，1988）；侯長春繪，《舊京風情》（北京：中國電影出

版社，19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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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菁英文化帶往大眾文化的方向發展。34但陳師曾為革新傳統畫壇所發展

出來的「新」畫風（即後人所說的「文人畫」），不但沒有在傳統畫壇引起迴響，

在時代的轉變中，反而對大眾美術發生難以想像的重大影響。其結果，或

許是陳師曾及同時代畫家所始料未及。雖然陳師曾的實作與理論在後世往

兩個相異之方向發展的情形，顯得極為吊詭，但似乎，正可作為陳師曾之

「繪畫新貌」與其文人畫理論具有密切關連之說法的否證。 

綜而言之，不論陳師曾在理論面或實作面的影響，都必須透過前文一

連串細密的脈絡化研究，才得清晰顯示其間的不同與意義。倘若輕率或援

引舊例地將《北京風俗圖冊》等「繪畫新貌」，視為陳師曾文人畫理論之全

盤勝利的明證，吾人即不容易看到陳師曾的其他面向。進而言之，也因為

透過脈絡化的鋪陳，吾人並不因陳師曾之「繪畫新貌」不全然屬於傳統「文

人畫」的表現，感到不安。反而，更突顯出陳師曾在 1910 年代面對西方、

面對教育、面對社會時的反應與勇氣。畢竟如陳師曾般在畫壇具有重要地

位，卻親自參與偏屬下層文化之畫箋、畫銅等創作，甚而影響至民間美術

發展的畫家，並不多見。 

 

整個時代大潮－－尤其 1912至 1920年間的中國－－乃是以引近西 

學，和融會西方、日本新知為目標。若就整個時代關注的焦點來說，陳師

曾中西融合的理論與創作，反較其金石畫風或文人畫理論，更符合於時代

精神。並且在中西／新舊學問之間採取「折衷」的態度，其實也正是當時

新式知識分子們最普遍的選擇。35就連極力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其

最終目的，也仍然是「折衷調和」。36而陳師曾藉由演講、報紙、教學等各

                                                 
34 相關討論頗眾，如鄭工，《演進與運動：中國美術的現代化（1875-1976）》，頁 190-235、

289-353；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代美術史（1911-1949）》，151-60、209-26、257-65；

李松，〈走向生活－－社會風俗畫議〉，《中國畫》，第 3期（1983年），頁 42-3。 
35 如周策縱即曾表示：「只有少數激烈分子反整個傳統；大多數人，尤其是較好的領導知識分子，

多只是反對傳統中某一部分，卻採納、提倡或尊重其中另一部分。」見周策縱，〈認知‧評估‧

再充－－香港再版自序〉，《五四運動史》，頁 13。其他研究如，劉夢溪，〈總序〉，收入劉夢溪主

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之《魯迅˙吳宓˙吳梅˙陳師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8-60；陳平原，〈胡適的述學文體〉，發表於「胡適與近代中國學社之建立與轉型」學術討論會，

2001年 12月 17日，頁 8；陳平原，〈西學東漸與舊學新知－－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北京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1 期（1998），頁 42-4。 
36 李孝悌，〈胡適與整理國故－－兼論胡適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食貨》第 15 卷第.5、6 期（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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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公共管道，積極介紹西學、倡導融合，甚至公開展示油畫作品的做法，

也反映了一般知識分子推廣新知的主要方式。37於此而言，陳師曾在民初

畫壇所扮演的角色，實較「國粹派」更為「進步」、更接近時代需求、也更

符合於所謂的「折衷派」精神。 

1920 年後，中國遭遇之政經動亂與國際局勢的改變，對於中國畫壇

造成不小影響。陳師曾在此情況下所提出的文人畫理論，雖然在初始階段

如螳臂擋車，但在社會風潮轉向之後，卻反倒成為呼應時代趨勢的選擇。

而不論是陳師曾對西方的關注，或與大潮牴觸下提出的文人畫理論，其間

展現陳師曾在面對創作時，思考的深廣與多元，以及在對應中國繪畫之何

去何從時的深富洞見等，其實都反應了一個具有偉大藝術家特質的陳師

曾。而如同陳師曾般具有活力、充滿改革勇氣的新式知識分子們，也正是

塑造民國初年成為豐富、多彩之新時代的重要成員。 

 

 

 

 

 

 

 

 

 

 

 

 

 

 

 

                                                                                                                                            
年 11 月），頁 62-3。 
37 錢稻孫，〈花陰會底洋畫〉，《晨報》，1920 年 6 月 6 日，第 7 版。文中提到陳師曾所畫的兩

幅油畫作品《中央公園》、《道旁小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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