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現代及當代水墨畫「石」之表現 

 

第一節 寫意之風 

(一)文人寫意的傅抱石(1904-1965) 

作為一個畫家，沒有「畫」的技巧是不可想像的，但僅有技巧絕

難成為大師。傅抱石的山水意境，具有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此乃對

寫生創作之實踐。他在長期藝術實踐中，歷經各處寫生，從真山真水

中去體察，把客觀的景與主觀的情結合起來，認為山水畫不僅要表現

山的外形，更重要的是從有限的山巒形象變化中去表現無限的意境。

對繪畫意境的重視，使他不在意筆法筆墨，作畫的真正特點，是作畫

時的精神狀態，以故認為畫家在具備了基本功力和生活積累這兩個先

決條件之後，作畫時首要的是畫家的激情。這份激情顯現在筆法上，

則出現了散鋒筆法來表現山石紋理。這種由寫生中，突顯自身情狀所

創造出的皴法，世稱「抱石皴」。「抱石皴」的特點是有圓、有折、有

直、有曲，以用筆的不同來表現山石的各種形態。折筆帶方，感覺則

硬，用以表現石質山巒的變化；折筆帶圓，感覺則鬆軟，用以表現土

質山巒的變化。 

在佈局上，常將山峰的峰頂伸出紙外，或頂著畫紙上邊，故不大

留出天空，打破傳統的格局，形式遮天蓋地的磅礡氣勢。有時出現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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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透視，或構圖有如攝影取景之手法。《西陵峽》(圖 6)在全景式的三

峽圖卷的基礎上， 

圖 6   民國  傅抱石《西陵峽》 

只截取了其中最壯 

偉險絕的一部分， 

所構成的濃重墨色 

和山形所形成的量 

感，強化了山巖對 

峽江的擠壓感，體現了畫家激越豪邁的情感。 

雨景在傅抱石的作品中，是另一題材，不論是滂沱大雨、急風驟

雨，或是江南春雨，慣用水墨蒼勁筆調去表現。《瀟瀟暮雨》(圖 7) 

以「抱石皴」描畫風雨，先灑礬水，

再用大筆刷，礬水灑在紙上所造成

的痕跡(雨點)，以刷上的墨或色彩

襯出，自右上向左下斜掃過來的雨

線，頗有橫掃千軍之勢。整個畫面

籠罩在墨色交溶的風雨之中，唯有

幾處雨絲的飛白在畫面上閃爍，此

處的白在低沈的色調中，猶佔有重

要地位。利用濕紙滲墨多層次的渲 圖 7  民國  傅抱石《瀟瀟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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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把線、皴和點統一成面與體，排除了傳統中國山水瑣碎、堆砌的

通病，產生景色朦朧的感覺。繼承了文人畫對線條的倚重，所以顯現

在色調上則清新淡雅，不以濃重的色彩呈現，以色彩佐助筆墨的氣

韻，在色彩中加墨，大面積的渲染。 

傅抱石的山水畫綜合而言，表現了天地山川的鬱勃黮暗與雄奇峻

險，人的孤寂、無奈與浩歎，我們可以在其作品中感受到一股文人的

詩境，乃是因他把強烈的個人感情、人生觀與宇宙觀溶入山水畫的構

思裡所致。 

(二)雄渾寫意的張大千(1899–1983) 

一位畫家之風格改變，在表現形式上雖可作明顯的分期，但其風

格改變之各項內在因素都已存在，復經過其治藝過程中，心路歷程之

累積及時間的醞釀，方能完成其外在風格之轉變。張大千在通過敦煌

的洗鍊及西方抽象表現派的影響，開拓了潑墨潑彩的個人風格。 

1969 年的《煙雲曉靄》(圖 8)，在蔭濕後刻意在畫面上牽引流動， 

圖 8  民國  張大千《煙雲曉靄》 

分先後數次運用重彩、重墨，

趁畫面上的彩墨未乾之際，以

白粉「撞」入，造成了許多變

化偶然的特殊肌理，形成山嵐

雲霧的迷離效果，表現技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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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且實驗性強。作於 1982 年的《廬山圖》(圖 9)亦將畫面打濕後，以

墨緩緩潑出流動，再以大筆沾濕引導，布置全局，繼施以石青、石綠 

 

 

 

 圖 9  民國  張大千《廬山圖》 

之暈染，將艷麗的色質施展得含蓄且內斂，展現了山勢之巍然深闊。

即使受西方抽象表現的影響，從未放棄古典形式的中國文人畫傳統之

筆墨創作，在潑灑後的山形上施以筆墨皴寫收拾，使之更具象化，來

做為意境與欣賞者間溝通之橋樑，以符合傳統繪畫精神之本位。1 

張大千的潑墨技法是先將畫面打濕，再緩緩將重墨蔭入，或牽動

畫紙，或以大筆來引導，使成山勢之形象，雖有偶然不可重覆的視覺

效果，但卻是在一種嚴密意識控制下之產物，與當前所流行之自動性

技法實不相同。雖運用西方抽象表現技法，但與之相較，最大不同在

於為了尋找新的繪畫語言，以呈現中國傳統山水藝術精神，這種精神

的內涵是追求宇宙間客觀的自然生命，是一種潛心於自然山水，讓生

命得到寄託與安息的人生境界，以引導觀者進入可遊可居的人文意境

中， 並非如西方抽象表現意欲呈現潛意識未可知，或抽離的宇宙觀

及自然印象。藉著他深厚的傳統筆墨基礎，使得潑墨墨彩的特殊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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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於徒具形式，致力於中西之融合。 

在此得到一個印証，即是潑墨潑彩的特殊技法，雖能恣意揮灑，

但沒有深厚的傳統筆墨為基礎，有如孩童之塗鴉，無法取信於人。故

張大千說：「國畫山水的境界最為重要，然而也要筆墨來輔助。有了

境界，但沒有筆墨，或者有了筆墨，但沒有境界，也就不成為名畫。」

2  又說「寫是用筆，意是造境，不是狂亂抹的⋯，若不從臨摹和寫

生入手，那麼用筆結構都不了解，豈不大大錯誤。」3 可見用筆墨與

寫生，加上對意境的提昇，乃是他呈現傳統山水藝術精神之基礎。 

 

 

第二節 厚重之風 

(一)渾厚華滋的黃賓虹(1865-1995) 

黃賓虹強調「中國畫法從書法中來」，在繪畫實踐中，求畫法於

書法，運書法於畫法，故精於用筆，長於用墨，晚年提出「五筆七墨」

之說。所謂五筆，即平筆、圓筆、留筆、重筆、變筆；所謂七墨，即

濃墨法、淡墨法、破墨法、潑墨法、積墨法、焦墨法、宿墨法。 

繼承王蒙、石谿、龔賢等畫風渾厚的積墨傳統，熟練地運用「五

筆七墨法」，以長短、大小、濃淡、乾濕各不相同的墨點作皴，創作

                                                 
2 
張大千，《張大千畫》，台北：華正書局，1982，頁38。 

3 張大千，《張大千畫》，台北：華正書局，1982，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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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密」之風格，充分體現「渾厚華滋」的境界。作於 1952 年的《峨 

嵋洗象圖》(圖 10)為記遊之作，左下方用濃墨

渴筆反覆皴寫，愈到山高處用墨愈重，表現了

大自然鬱勃的生機。《為居素作山水圖》(圖 11)

上有題識：「宋元人渴筆法，剛而能柔，潤而不

枯，得一辣字訣耳。居素吾兄大雅一笑。壬辰

賓虹年八十又九。」，可於畫中印証喜以渴筆作

畫，追求剛柔相濟，潤澤自然的效果。 

在師古人的同時，他更重視師造化，純從

對山水的寫生中寫出性靈，而不落入尋常蹊徑，自能創作極品。他曾

說：「皴法變法極多，打點亦可作皴，古人 

圖 10  民國 黃賓虹《峨嵋洗象圖》 

未有此說，余於寫生時悟得之。」4 此乃對 

師造化之具體表現。 

(二)對景創作的李可染(1907-1989) 

李可染拜齊白石、黃賓虹為師，齊白石 

以綜合文野和獨創性取勝，黃賓虹以傳統筆 

墨深厚取勝。黃賓虹講求粗頭亂皴中見韻致， 圖 11  民國 黃賓虹《為居素作山水圖》

不拘泥於構圖和形狀；李可染則取其渾厚，重視描繪對象的特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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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48年對王伯敏語 收入王小川，《黃賓虹筆墨探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頁84。 



突出墨法。他以為畫山石雖然千變萬化，但有一個總的精神「一以貫

之」，那就是表現山石的蒼茫雄峻與厚重，故自黃師習得積墨法，創

造另一種渾厚之風。 

以《萬山夕照》為例(圖 12)，構圖上講究充實豐滿，體現宋人山

水藝術之魂與骨，追求厚樸 

，可謂滿而不窒，重而不濁， 

實而不塞。《高巖飛瀑》(圖 

13)，則表現蒼勁秀潤，渾厚華 

滋，有骨有肉，氣象萬千之境。

以積墨法表現崇山大嶺，把點變成面，用墨很重，畫得很黑，目的是

為了使畫變得明亮，要畫中透亮，畫的意境才能清新明快。非「黑」

不足以顯其情之「厚」；非「滿」不足以見其 

圖 12  民國 李可染《萬山夕照》 

圖 13  民國 李可染《高巖飛瀑》

心之「實」；非「重」不足以明其志之「堅」 

；非「亮」不足以表其懷之「暢」。自然景物 

由於陽光的照射，經常出現「黑亮」的逆光 

效果，李可染善用逆光的表現，使塞滿的畫 

面在幾個白亮的點、線、面的「透氣」下， 

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因為對光源的掌握和 

運用，使山巒峰嶺層層排列，顯出石峰的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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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向背。 

意境的產生，有賴於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產生，又與對客觀

事物認識的深度有關。故李可染說： 

「意境是情與景的結合。」 

「意境是藝術的靈魂，是客觀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的

思想感情的陶鑄，經過高度藝術加工達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

從而表現出來的藝術境界，詩的境界，叫作意境。」。5  

李可染山石之表現，不拘於古法，特重對景寫生及表現意境，「可貴

者膽，所以要魂」，「膽」者，是敢於突破傳統中的陳腐框框；「魂」

者，創作具有時代精神的意境。他以「黑、滿、重、亮」之藝術表現，

跳脫古人，寫出山水之靈魂，也就是蒼茫厚重之意境，可歸於對陽剛

美的表現。 

 

 

第三節 蒼鬱之風 

(一)拙樸堅實的余承堯(1898-1993) 

余承堯以為繪畫要為真而寫，才能得其真髓。這個真，不是攝影

的真，而是主觀上想像的真。唯有真，才能徹底了解，才能表達極高

的智慧和靈感，有清清楚楚地描繪，結結實實地創造，不株守故有常

                                                 
5 萬青力，《李可染評論》，台北：雄獅美術，1995，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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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領略自然，具備形象，擴大觀念領域，如此便不為過去成物所束

縛、拘牽，自由自在地意之所向，構想、造型皆可隨心所欲，而成就

尺幅千里之圖畫。故在無師承及傳統的束縛下，以近乎本能的、樸素

的筆墨表現。 

水墨畫家都視筆墨為提昇畫質的要素，唯獨余承堯著重結構、層

次的經營，而不在意筆墨精妙，所以他的筆墨始終單純而沒有複雜的

變化，往往使用單一濃度的墨線在畫面上製造密度，輪廓線重如鐵

絲，營造了厚重的感覺。由於心中「無筆墨」，沒有優雅的飄逸，也

沒有虛矯的狂放，平穩實在、層層相疊，不必「放下」就達到了荊浩

所謂「可忘筆墨而有真景」的境界。 

圖 14  民國 余承堯《華山天下壯》

未先學習技法，無受名師指引，也不是

從傳統中追摹而來，而是追求實實在在的自

然，從《華山天下壯》(圖 14)可看出以亂筆來

雕琢山形石骨，由於不在意筆墨技法，線條略

顯稚拙。 

由於早年對「地形學」的研究，晚年創

作水墨獨鍾於山勢之締造、山形之迴轉、山面

的「錐形結構」，摒棄了「強弱」、「鬆緊」的

變化。不採用中國水墨畫虛實相生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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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雲霧，而塞滿了尖峭豐碩的山岩，可以說是「實體」的結合，絕

少「虛」的空靈，用以實對實的方法，而層次分明，乃是黑白對比的 

高明所致。其畫面空間的處理，其實是上下走

勢或左右走的的平面化，空間感是應用塊面的

前後摭掩而來，畫面是「悶」的，是「吵雜」

的，因而整體的緊湊而趨於緊張(圖 15)，似可

追尋到王蒙的結構風格，顯出「高古之境」。 

圖 15  民國 余承堯《絕壁蒼崖》

如何以誠意、以細思維、以純樸線條去表

達我們內心真正的感受，是余承堯首要強調

的，故創作的精神是嚴肅的，我們可以在其畫

幅中感受到他的用心，以誠心感動觀者才是最

重要的。 

(二)自學成家的黃秋園(1914-1979) 

圖 16  民國 黃秋園《江山雪齋圖》 

黃秋園如同余承堯一樣，亦是自學成 

家，以自創的骷髏皴，結合傳統畫法中的 

鬼面皴以表現嶙峋的山石，《江山雪齋圖》 

(圖 16)是他自太湖石盆景的「醜」、「陋」 

特徵中體悟出來，運用「骷髏皴」為主的 

畫法，表現晶瀅剔透的冰雪世界。另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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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則是積墨畫法，山石以較長的方直筆法為主，來組合成石分三

面的塊面關係與分佈狀況，不求輪廓過於顯眼，故很難分出什麼是輪

廓與結構的「勾」，什麼是描寫山石肌理 

圖 17  民國 黃秋園《廬山高》 

的「皴」，使平直橫斜層層疊染，體現一 

定的體積感與明暗感 6 ，多層次的畫法， 

使畫面產生蒼鬱迷濛的效果(圖 17)。 

黃秋園從師造化著手，以為真山真水 

可以運用多種皴法，或透過寫生，根據各 

地特點而選擇最契合的皴法表現。用自家 

似古而實新的圖式，圖寫充滿自由精神與 

旺盛活力的胸中丘壑，而且創造了積墨法的蒼茫雄渾與沈鬱。故李可

染寫了一段畫跋： 

 

「黃秋園先生山水畫有石谿筆墨之圓厚，石濤意境之清

新，王蒙佈局之茂密，自成家法。蒼蒼茫茫，煙雲滿紙，望

之氣象萬千，撲人眉宇。二石、山樵在世，亦必嘆服！」7 

 

由傅抱石、張大千、黃賓虹、李可染、余承堯以至黃秋園，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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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家翰墨–黃秋園特集》，翰墨軒出版，1993，頁 35。 
7《黃秋園畫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生活背景有何不同，無論師承有何差異，均是強調創作之泉源來自於

自然造化，也以為自然造化再現的同時，創作者主觀的能動作用是不

可或缺的。各家之法則因所偏重角度不同而呈現多樣風貌，前四者對

筆墨精妙的要求，可由作品中探出一二；後二者在不受學院派的洗禮

下，而能顯現稚拙的本性。故自我本質與個性的充分傳達，是在寫生

創作的過程中必要加入的元素。 

 

 

第四節 特殊技法表現 

(一)芥子大千的陳其寬(1921-) 

何懷碩在〈納須彌於芥子〉一文中評陳其寬的畫為：簡、諧、小、

長、奇。8 以小見大，保持「小是美」，乃因注意到日本小巧且別出

心裁的設計原則–以輕薄短小為主的美感，以及欣賞保羅‧克利( Paul 

Klee，1879-1940 )以小取勝而口味無窮的作風。要達到這種「美」的

境界，他以為必須脫離中國繪畫過分重臨摹的作風，必須不斷的試

驗，不斷的發現、突破，不斷革自己的命，盡量發揮個人精神的感受，

不過度強調「方法」、「畫法」、「技法」，因為方法也是一種束縛。9

藉自然出發，加以變形、重組、再造，最後仍回到人間現象的探索，

                                                 
8 收入應曉薇編，《陳其寬八十回顧展》，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會金，2000，頁 44。 
9 收入應曉薇編，《陳其寬八十回顧展》，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會金，2000，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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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達最大的溝通與共鳴，否則太過抽象化與個人化，則不易傳達。 

陳其寬作畫是嚴謹的，先從構想開始，構想包括題材與構圖，期

望呈現一種思想與觀念。因為要經過這樣的程序，必須先有內涵：也

就是要表現什麼？反覆的去考慮構圖，直到完全滿意後才呈現出來，

因此足以保証完成的作品是言之有物的。摒棄了單一「平視」的觀點，

而用「俯視」、「仰視」、「轉視」，以至於「宏觀」和「宇宙觀」來作

畫，時而兼用望遠鏡與顯微鏡的視界，描寫了廣大的山河與宇宙的奧

秘。《始》(圖 18)描寫群山高聳的深谷中，遠眺夕陽的情景。高山排

列整齊，由地道天，更顯示了長軸的優點，予人一種歌德式教堂高聳

昇天的設計轉化，充滿了精神祈求的感覺。《飛》(圖 19)則捕捉了特 

殊的個人經驗，似飛機下降時

旋轉所看到的事物，抓住了現

代人由於科技的改變，所產生

的視覺經驗變化。《方壺》(圖

20)以古來傳說的蓬萊三島為

題材，把群山環繞的島嶼組合

成兩個弧形，左右對稱的置於

畫的中心。其間雲霧環繞，更

增加了這些仙嶼的浮動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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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陳其寬《始》  圖 19 陳其寬《飛》   圖 20 陳其寬《方壺》 



感，用神話將大地與宇宙表現出來，這是陳其寬結合科學探索太空中

的無重力感與中國古來追求理想仙境的融合。 

筆墨線條不似前人展現濃淡乾溼的要求，畫直線常用木匠的工

具，墨線是彈出來的，上彩則採用一些特殊技法，如「屋漏痕」的變

化運用；有時在宣紙背後上彩墨，求厚、亮、滲及溫潤的效果；有時

先將紙揉搓，造成凹凸不平，上色不勻的夢幻感覺。透過不同技法的

嘗試，尋找自然的活筆，以中西合流，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用以表

現對天、地、人，也就是時間、空間、人間的看法與感受。 

在中西合流的努力中，可看到他對不同技法的嘗試，欲突破傳統

的框架，但仍保留一些中國傳統特有的特質。中國畫家每以長軸來呈

現散點透視，陳其寬取此特質以表心中對天、地、人的探索，更加入

關於現代科技的議題探討，使作品更具時代性。 

(二)勇於嘗試的劉國松(1932-) 

劉國松以為：「藝術形象」本來就不等同於「自然形象」，甚至不

一定來自「自然形象」。即使是來自「自然形象」，藝術透過創造的過

程，本來就可以對「自然形象」加以適當的誇張或變形，這種誇張或

變形的過程，本身可能是一種「形象的破壞」，但同時也是一種「新

形象的創造與建立。」。10  對自然或現實的反應，並不是藝術最高的

                                                 
10 蕭瓊瑞，《劉國松研究》，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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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只有「提昇」與「超越」，才是藝術最可貴的本質，故所謂「真

正的技巧」是以表現藝術家的精神情思為使命，不使藝術生命枯死的

具體創作，以致極度肯定各種「以藝術效果為目的」的可能技巧，透

過不斷的技巧開發，或拓之以墨，或拓之以水，或皺之以紙，或貼之

以紙，或抽之以筋、剝之以皮，不一而足，為水墨創作的空間，爭取

到一些前所未有的廣大天地，留給後學者無限的啟發。 

「胸有成竹」的作畫方法，在尚未動筆之前，心裡已先構想圖形、

佈局、作畫步驟，是大多藝術家慣用的，劉國松卻認為此方式容易造

成雷同的作品，脫離不了自己習慣的造形、筆法和構圖。劉國松為了

避免千篇一律的畫風起見，就積極使用「畫若佈弈」的自動性表現法，

讓潛意識的揮毫去決定繪畫的發展。 

他的撕紙筋法被人稱為「抽筋剝皮皴」，採用先畫「皮」、再剝「皮」

的方法。傳統皴山多用線條，清代‧王 

圖 21  民國 劉國松《寒山雪齋圖》 

翬提出皴山要毛，這「毛」主要是由皴 

擦產生的，而劉國松則與之相異，在山 

水畫中多為表現山石的光潤細膩的「皮 

」。《寒山雪齋圖》(圖 21)靈動自由的大 

筆觸，避免對山形的過度依附，脫離了 

形象的束縛。《陰暗的山谷》(圖 2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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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制的偶然效果」的水拓方式， 

圖 22  民國 劉國松《陰暗的山谷》 

顯現其實驗性和創造性。不似古人營 

構的山水，而是一種現代人的視角， 

如由高處俯視大千的視覺經驗，表現 

大理石紋的質感，流動、滋生、斷裂 

、萌發的氣勢，創造如幻似真的意境，讓人聯想起宇宙混沌初開的生

命起源。 

對不同技法的勇於嘗試，確實給現代創作者不少的借鏡，但過分

強調偶然效果的運用，也導致初學畫者無所適從。當劉國松在製造這

些不可預期的效果時，多少是以古人論畫面之結構、對比⋯⋯等問題

而加以考量，才能有如此作品。初學者在無基礎下，只見偶然效果的

炫麗運用，常誤入只道嘗試特殊技法而忘卻其它影響成品的創作因

素，這也是著者現階段創作所須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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