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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秀中

我國在遠古時期已有了繪畫，由於年代久遠;叉沒有遺物留存，難以作為考據，

所以要研究古代的總畫，必須借助文獻上的記載，作為憑藉了。

古人說: W圖以記事』。早期繪畫的逐漸步入蔚盛階段，還是以「人」與「物」

為濫觴，初時固然偏重在實物的裝飾，到了三代時期，政教稍具規模以後，禮教之風

大昌，便以繪畫作為輔助和宣揚政敬的工具，例如周朝明堂的四門墉上，都畫了堯麗

槃制之像，以供鑒戒，漢宜帝命晝功臣像於麒麟閣，以表功勳，都是這類作用。所以

陳思玉謂: I 存乎鑒戒者，圖畫也。 J (1) 南齊謝赫亦曾說: I 圖繪者，莫不明勸戒

，載升沈，千載寂寥，按圖可鑒。」叉車日唐代張蒼遠歷代名畫記云:I 夫畫者，成教

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徽，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者也。J j量都是說明了人物畫

在繪畫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也因經過長期的發展和研究，而形成了完整的系統

和範圈。

從文獻上看到:史記的記載商朝的伊尹圖畫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

君、破君、固君、三歲社君等九主的圓形。(2) 尚書上記載有殷高宗夢見帝賜與良粥

，而將夢中所見的人繪成像，以榜求於天下，後在傅巖地方找到與畫像相同的賢人傅

說，乃舉為相的故事。由此等記載可知當時不但人物畫業已發達，而且達到相當惟妙

惟俏的程度了。再由今日的史料來證明，民國三十八年在湖南長沙戰國楚墓的發掘物

中，便有最早的南畫「巫女圖J 發見。該圖雖高僅二十九公分，寬二十公分，但在中國

人物繪畫史上，實有其特殊之地位，圖中畫一細腰長裳的女子，側身合掌而立，一雙

鳳鳥飛凌於女子頭上，似與其右邊一條要龍在空中搏動，線條生動、有力、人物姿態

高雅，不僅比例正確，就是構圖也極巧妙，充分顯示出當時人物畫家的繪畫水準已相

(l)見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敘論引曹植畫贊序。

(2) 史記殷本紀云，集解。目|劉向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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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熟，也佐證了~國早期繪畫的記載，是足可相信的(3)

漢以前的畫史經過春秋戰國的烽火頻頻，及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因而史書多記載

不詳。所以中國繪畫只到漢以後才逐漸有遺物可資考據。而漢畫叉可分為緝畫、壁畫

、器物畫、石刻畫和磚畫五種。今存者則以墓室壁畫遺跡最多，題材大部份為政敬的

輔助，所以多為寫經史故事的風俗畫，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在山東嘉祥縣的武果祠石

窟。此祠為漢桓帝建和年間所造，四壁刻著古帝王聖賢、忠臣、義士、孝子、賢婦種

種畫像，包括升鼎、攻戰、屆闌干鬼神、樂舞諸事跡。所作人物、衣冠、車馬、樓閣

、鳥獸......之類，極其繁富，畫像皆黑紋凸起，作風古抽而雄健，雖亦有不合畫理處

，而頗能表示各種事物之情狀，(的由此亦可考據當時的服飾及社會生活情況，更可

見到當時人物畫線條的簡單古樸，猶與書法相同，這種造形獨特的風格，實開寫意、畫

之先聲。( 5)

漢武帝時，整頓文敬，祟尚儒衛，國勢昌隆，文運興盛，再加以政府大量利用圖

畫作為輔佐，如使黃們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賜予霍光。甘泉宮中為臺室畫

天地、太一、諸鬼神像等，實為後世設立畫院之濫觴(6) 。元帝時，在宮中更設有尚

方畫工，西京雜記所云:r 西漢毛延壽，畫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元帝後宮現多

，不得常見，迺使畫工毛延壽等圓形，按圖召幸之。J 叉後漢書趙岐傳記載: r 趙岐

字那卿......善畫，拜為太常，年九十餘，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間四

像居賓位，叉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頌贊。」趙氏的自畫像成於西元二世紀末期，可

能成為全世界最早的一幅。光武中興後，乃力振衰頹之風氣，獎勵氣節，宮中遍列古

代聖賢帝后的圖像，以為鑑戒。明帝下詔博學之士，班固、買達等，選修諸經史事，

更命尚方畫工，以畫來載錄此一盛舉。順帝時順烈梁皇后的宮中，也畫有古代烈女的

圖像。桓帝時置鴻都們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E 刊。故漢時舉凡名臣、賢士、孝

(3) 見文崇一撰:楚文化研究。

(4) 有關漢畫資料可星星閱何滔天著之漢畫與漢代生活。

(5) 黃賓虹:古畫徽，兩漢圖畫難顯之形。

(6) 班固:漢書霍光傳及郊祖志。

(7) 見後漢書皇后記及蔡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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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賢婦，都畫有圖像。用以頌揚功德，表彰善行，人物畫的對象也被雜更多樣了。

東漢時，佛教先後東來，隨佛教而來的除佛經以外，還傳入了不少的佛像，印度

的晝法和技術，也一併傳入中國，這時期的繪畫也由禮教化而進為宗教化的一個過渡

時期。當時既有名叉能影響後世的大畫家孫吳的曹不興，因見天竺僧人康僧會撓來的

西域佛像，乃以之作為範末，專心致力，所畫佛像盛傳天下，是為我國佛晝的怡祖。

接說，他曾在高五十尺的網上畫一佛像，不但筆法生動靈活，而且人體的部份如頭、

面、手、足、胸、臆、肩、背的長短比例，都配合得非常均勻，不失些微尺度。(的

可是他的作品甜少有留傳下的，南齊謝赫也僅在秘閣之內君到他晝的一幅龍，認為就

那風骨來說，他實在是成名不虛的。(的

佛畫的興起，更隨魏晉南北朝戰亂的影響，與日俱增，一般題材固然仍多人物故

事與聖賢神仙的事蹟，由敦煌石窟的開建和雲岡龍鬥等地的鑿造來看，佛晝的創造是

相當可觀的。在繪畫的風格及技法上，由於佛畫新勢力的興起與固有的技法混合，乃

一變漠、魏簡古作風，而逐漸趨於細密。這時期的畫家以曹不興的弟子衛協為最著名

，他是中國史上第一個被稱為「畫聖」的畫家。他在繪事上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在鉤

勒的輪廓以肉，加以精繳的描繪，以求達到更逼真的形狀，雖然因為初事改革，俏未

能作到十分的完善，但已成為將兩漢古拙的畫風轉變為注重氣韻生動的西晉畫風的樞

紐。所以謝赫的古畫晶錄也把他列入第一品，而與陸探徵、曹不興齊名，並說:r 古

畫皆略，經協始精，六法之中，追為兼善，雖不該備形似，頗得壯氣，凌跨群雄，曠

代絕筆。」這也就是說，到了衛協以後，繪畫才漸漸注意到作品的氣韻和豐神。(10)

人物畫的大家，到西晉間人才倍出，尤以前述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中六法就是評述

人物的，六法一面說明了評鑒和創造的原則，並對當時畫家的創作得失的比較，也給

後人以了解的機會。當時的佛道教的興盛，道釋畫更與佛教畫並駕齊驅，成為圖畫中

獨立的一科一一道釋畫。百姓以宗教信仰建立寺院，裝飾佛畫道畫，於是繪畫乃開始

移向民間，對後世最有影響的則為王廣及顧愷之:王廣不但其個人書畫當時第一，其

(8) 俞劇華:中國繪畫史，第五章:三國之繪畫。

(9) 謝赫:古畫品錄。

俞創華:中國繪畫史，第六章，晉朝之繪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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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于王羲之及義之子獻之均克承家學，影響後代書畫，為歷代所推崇。顧i愷之作畫用

筆循環飄忽，緊勁連綿(11) 後人形容他的線條如春蠶吐絲一樣，筆意如春雲浮空，流

水行地，皆出自然。(12) 所作敷色的『女史鐵圖卷J '筆彩生動，監髮秀潤，實為我

國流傳在世最古的繪畫名跡。(叫王廣及顧愷之更有完整的論畫的文字留傳後世，使

我們得窺知古人的繪畫方法、思想、及構圖設色的情況;而「阿堵傳神」、「頰上三

毛」、實為我國人物畫千古不傳之路。(14)

南北朝的繪畫﹒雖然不論釋道、人物故實等都呈現著蓬勃的氣象，但仍以佛畫為

主。畫家均以能畫釋道人物享名。當時的畫家陸探微師法顧愷之、謝赫古畫品錄中評

他為: r 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括孕後，古今獨立。」推為第一品第一人。所畫人

物，繪畫六法俱備，卓然為一大家。另有畫家張僧縣採取天竺遺法，自H印度暈染法而

成「凹凸花」的新畫法，特敢陰影之法，以革自來畫面平實之病。(15) 艾善畫釋道人

物像。歷代名畫記云: r 梁武帝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遺僧訴乘傳寫貌，對之如

面也。」但張懷曜評道: r 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無方，

以顧為最。 J (1的所以顧愷之在人物畫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當時北齊的曹仲

達亦為一代佛畫大家，所畫人物衣紋繁接緊牢，去日方由水中出來，所以後人稱之為「

曹衣出水 J ，與後來唐朝吳道子的「吳帶當風」並稱於世。(17)

(JJ)張產遠﹒:歷代名畫記教論。

Qz)湯里:畫鑑。

U3此國長約一丈二尺高約八寸，人物長三寸餘，各末題有顧愷之畫四字·J京般北京內府的御書房中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陷京津，又三年，此畫遂為英國C. Jonson 大尉竊歸英國而入嚴倫

敦大英博物館。

(4)顧愷之的著述，今可見者有「畫評」、「魏晉勝流畫讚」及「畫雲臺山記」三篤。王廣則有「畫

孔子十弟子圖贊」論書畫之法傳世。

(}$俞劍華:中國繪畫史，第七章，南北朝之繪畫。

o.~見張產遠著歷代名畫記卷五，引姚最繪畫品之言。

q甘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論云: r稱北齊曹仲連者，本曹國人，最工梵像，是為曹、唐吳道于日吳。

吳之筆，其勢圖轉而衣裙飄舉，曹之筆，其體疊而衣裙緊窄，故後輩稱吳帶當風，曹次出水。」

秀l中按:世或有以舊衣出7.K乃北齊朝散大夫曹不興事，然以時代先後考之，則當以曹仲達為當，

張說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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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的人物畫，雖然在表現上各大家都有自己的面目，然論其影響之大，實際

上祇有推晉朝的顧愷之及唐朝的吳道于為最。吳道子山水、人物、神佛等科無所不能

，尤擅長於人物鬼神，他所晝的天王及諸神佛像，面貌豐映雅善，肢體開逸，而鬼物

則掙檸奇詭'窮形極像，超然絕俗，他一生所作壁畫僅在長安和洛陽兩地的即達三百

餘間之多，卷軸畫見於歷代著錄的也有一百五十多幅，可惜其真跡幾已全部裡戚。他

畫人物擺脫了舊形式，而從他銳利的筆勢表現磊落揮霍如:尊菜條的線條，下筆圓轉而

衣裙飄逸，有八面生動之意，故謂「吳帶當風J (18) 現存日本大阪美術館相傳為道子

手筆的一幅佛教始祖釋迦降生的故事一一「天王送子圖J ，雖屬摹本之作，而所繪人

物神態莊嚴，不僅衣冠全為唐代形式，即面貌也全是中國人，而線帳運用之流利，線

勢之勁緊飄舉，神氣之生動，衣帶之飛舞，則猶存吳帶筆意，實不失為一幅有價值之

名蹟。他以顧氏的高古游絲描和陸探徽的鐵絲描寫為基礎，更從草書中得其飛揚跳動

的筆法，表現以含有豐滿勁健的線條即所謂「蘭葉描法J '並常在焦墨所晝的線條旁

，略略施以淡彩暈染，他所畫人物柵欄然如同躍于紙上，世稱之為「吳裝J 0 (1的這

些都是吳道子的創造，人物畫到了吳道子，可謂已是達到登峰造極，後人稱他: r 百

代畫聖 J ，往後許多大家，十之八九都師法吳筆，不能超出他的範圍和成就了。古人

物之畫法至此也為之J變。

唐代人物畫家聞名於世的除吳道于外，值得一提的尚有初唐時的閻因此及其于閻立

德、閣立本兩兄弟。唯閻因此與立德的畫作均已失傳，所知者立本尤擅寫生，善圖繪古

今故賞，平生所作以十八學士圖，凌姻閣功臣像及歷代帝王圖最為著名;而後者尤為

閣之代表作。蓋此圖所畫人物係自西漢至隔代的十三個帝王像及其待從共四十六人

，此畫之特點，可注意者有三: -F!P此圖係用反襯對比的手法，並以鮮明的愛憎的態

度，刻畫了此等帝王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如北周武帝兩眼虎視，雙臂雄張，寬衣

大柚，搏闡而儼然不司一世的霸王姿態，陳文帝則盤膝而坐，面目祥和，輕衣寬帶，

充分表現出王者高雅的氣質。再則此圖中的侍從人像皆較主要人物小了一廓，這絕不

是遠近不同或是透視的問題，顯然是受了佛教藝術的影響，而企圖突出主體人物的手

u8俞劍華:中國繪畫史，第九章，唐朝之繪畫，道釋部份。

U9)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吳生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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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此一畫法其後且傳入日本，現存的日本最古宵像畫「聖德太子像J ，很顯然的就

是完全仿照閻氏的這一畫風的。最後則是此圖的筆墨之運用，全以紅、黑、乳白為主

調，線條簡練，和諧有力，形成極其莊嚴的效果。這種敷色濃艷，色彩厚重都麗的畫

法不僅為古代藝術家所採用的寫實精神，也是唐代以前人物畫的一大特徵，故閻民此

圖實為現存中國古畫中最偉大的畫跡之-(20) 0 晚唐時的周助，工畫道釋，人物，仕

女，皆稱神品， (21) 善寫貌，所畫衣紋簡勁，色彩華麗，其精妙之處，為各家所不及

，其作品見於歷代若錄者甚膀，而傳世的則不多，今可見者則有「醬花仕女圖」、「

航扇仕女圖 J '及「調琴嘎茗圖」三件。在這些畫中，盛唐繪畫的華麗精細，和健壯

的風格，以及貴族婦女的閒逸生活，與艷麗風姿，他們的面如滿月，體態嫻靜，也都

得到鮮明的表現。這種色彩都麗的女性美的典型更一直影響到後代的畫風。〈仰22

五代十國的人物畫，以南唐的道釋人物畫家中的曹仲玄、周文矩、顧閩中為最有

名。周、顧二人均為南唐畫院侍詔，他們都繼承並發展了張萱和周助的風格，故間文

矩的冕服車器人物子女，與周萌多相類似，僅在衣紋中參用戰筆有別，所畫仕女之妙

，在於得其閩閣之態，不以施朱敷粉，鍾金佩玉為工。文矩有「按樂宮女圖」傳世，

現存美國芝加哥美術館，顧閩中則有「韓熙載夜宴圖」傳世，此畫係用默記手法繪成

，對於宴會中各式人物的形態和表情，都刻劃得非常生動和細緻，堪稱傑作。曹仲玄

本學吳道子，後改從細密，自成一家，當時畫道釋者稱為江左第一手。〈削

宋民時山水畫由盛而極，花鳥畫方興未艾，惟人物畫則由唐代的極星而日趨沒落

，道釋人物畫家雖多，但都不能突破吳道子的範疇!直到北宋末年，安徽舒州李公麟

出來，人物畫風才得一變，而古今之絕藝，自描人物乃以興。李公麟字伯時，因元符

ω閻立本之歷代帝王圖，現藏於美麗波士頓博物館。

ew朱最玄:國朝名畫錄。

ω周助和韓幹都是唐代有名的大畫家，會因為郭子儀的女婿趟縱畫像，眾皆以為兩畫皆佳，但卸無

法說明那張更好，後來越妻作了判斷說:兩畫皆似，而後畫者佳(周助)蓋前畫者(韓幹)空得

越郎狀貌，後畫者兼得趙郎惰性笑言之蛋。

也3 鄭昶:中國畫家全史，五代之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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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歸老於龍眠山，自號龍眠山人，故後人文稱之為李龍眠。雅好繪畫，心遍意徹，

直造玄妙，始學顧、陸、張、吳及前世名手的佳末，後乃集眾人之長，更加己意，專

為一家。時人以為鞍馬逾於韓幹，佛像可過吳道子，山水似李忠訓，人物似韓串串。尤

工人物，能分別狀貌，尊卑貴賤，成有區別。他作畫認為在未畫之前要先立意，然後

布置裝飾再落筆，文獨喜用澄心堂紙作聾，而多不設色，惟臨摹古董峙，才用網素蒼

色，他善用線條，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昀故今人言自描人物，都宗伯時e 攘宜

和畫轄所載，御府當時所聽他的作品即:有一百零七件之多，今台北故宮博物院猶藏有

其自描精品免宵圖卷，真是筆簡形具，氣勢動人的作品。男在日本東京的「維摩話像

J 也是線帳優美絕倫，令人嗔賞之作。繼之而個起的人物畫家以馬和之、蘇漠臣與樂

楷為最負盛名。馬和之能脫去畫院的習氣致力於高古的追求，筆法飄逸，敷色雅淚，

而自成一家，時人目為「小吳生J ，因當時人認為他能直追吳道子。〈喝〉梁楷嗜酒自

樂，號稱「梁瘋子J '作滅筆潑墨人物，得天真妙趣，不落古人實白，所作潑墨仙人

圖，表現尤為淋漓盡緻，至今仍為研究繪畫者欣賞的對象。趙由偶云:r 畫法始從實是

楷簣，觀園猶喜墨如新，古來人物為高品，滿眼竇煙筆底春。J 蓋其信乎揮寫類作草

書法，而神氣奕奕，往往在筆墨之外。(26) 蘇漠臣釋道人物無所不精，尤其善晝嬰孩

，能得兒童天真的情趣，用色造形均有富貴氣。人物畫在當時已日漸趨向於簡率，如

馬、藥等或用水墨，或用曾使彩或用簡籬，正足以表現了南宋時代的費額，而男一方面

胡促成了人物聾脫離故實內容與實用之目的，而轉變成為專重筆墨及趣味的文人墨戲4

聾的濫觴。此外有張擇端者，畫村落人物，尤能別戚家數，其傳世之作「清明上河圖

J 畏龜，長逾十七英呎，寫北宋當時it梁按中不間的人物風光，不僅生動精美，且亦

場面宏偉而逼真，允稱絕世之作。

元朝立國之初，就廢除了畫院，當時的繪畫因受異族統治的刺激，全部傾向於文

學化的發展，遭到我國文人畫的高潮。唐人的畫重「法J '宋人的畫重「理J ，到了

元朝畫則重「意J '繪畫也由客觀進入主觀的境界，注重畫中逸氣的描寫，而不重所

的湯里:畫鑑。

~俞劍華:中國繪畫史，第十一章，第四節，南宋之道釋人物畫。

做噩噩望:一閱耕餘錄記。



82 教學與研究第三期

畫對象的真實形態，形成元朝特有的脫離現實的藝術思想。人物書的題材也都或取史

實之高逸者，如淵明把菊，而以高逸之筆寫立。或取幻想之象徵，如戲嬰、招鬼諸圖

，而以狂怪之筆寫之。元初趙孟椒、錢選等，尚以復古為信念，大都以高古細潤為目

的，力求重振李公麟的遺緒，規行矩步，不敢別出心裁，益出古人的範園，更影響了

明清的畫壇。其時有顏輝畫鬼知名，其描法即所謂橄欖描，堪稱筆法奇絕，有八面生意

。此外文有專門畫象傳神的畫家可稱為「寫真派J ，以王繹最著名。王繹字思善，自

號癡絕，居杭之新門，年十二三己能丹育，亦解寫真，於小像最妙，非惟貌人之形似

，抑且得人之神氣。並著有采繪法及寫像秘訣二篇傳世。未繪法歷述面部顏色之染法

，與各種顏色之配合方法。為裁國繪畫色彩學中，不可多得的材料，誠足珍貴。(27)

明代的畫風因受南宋和元朝的影響，大部份都出於臨摹的全盛時代。人物畫中以

史實風俗畫及傳神畫佔主位。道釋畫已無人提倡，僅張仙童、吳偉、戴進、尤求等數

家而已。張仙童少從羅理學畫，凡寺廟牆壁經其畫者皆神妙，興教寺有羅漢十八幅

，儼然如生。吳偉則行筆瀟洒，氣勢動人。雖出於吳道子，而能自成風格。戴進人物

變化於蘭葉描，行筆頓挫，垂頭鼠尾，別有情趣。尤求嘗畫太倉關帝廟壁，作行軍勢

，叉畫靠山藏經閣壁上佛像，俱臻妙境。此外丁雲鵬的神佛畫，效法李公麟的自描，

亦皆有名當時，惟其畫風漸趨於頹放粗礦，終不若史實風俗畫之精麗艷逸，為時大觀

也。當時風俗畫之大家為仇英，字實哎，號十洲，所寫士女、鳥獸、台觀、旗暈、軍

仗、城廓、橋樑之類，皆追摹古法，參用心裁，流麗巧整。其存世精品當推光武渡江

園，此圖之山、樹、樓官、人物，均極精細、有力，尤稱雅妙、富麗之作。(28) 董其

昌讚他: r 耳不開鼓吹闌騏之聲，如隔壁釵對II 。顧其術近若矣。」叉云: r 李龍眠、

趙松雪之畫極妙，又有士人氣。後世仿得其妙，不能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矢矣!J(29)

向非虛譽，其工整巧瞻實足牌服百代，像唐寅和文徵明之精於人物，也無法得其法則

，實為有明人物畫家第一手。明末又有陳洪緩和崔子忠並出，號南陳北崔。二人特立

獨行，力迫遠古，不論人物造型與衣紋的用筆，都以顧、陸、閣、吳為依歸，不媚時

的陶宏景:綴耕錄。

位8 此圖現藏加拿大國立美衛館。

一的黃賓虹:古畫徽，明晝尚衡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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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在仇、唐氣氛彌漫一世的時代，另闢鬥徑，不從流俗的特殊人物。洪授畫人物多

軀幹偉岸，容貌威猛而誇張，雖富裝飾趣味，而神態尤為逼真，衣紋提勁，古氣盎然

。其子號小蓮，亦工人物，于忠入唐人之室，善畫人物，衣摺條善用折筆，甲申之變

，走入土室餓死，故氣節之高，尤為後人重觀。

傳神一派，在明代頗為發達，如陳遇、陳遠兄弟及沈希遠等，皆以寫照稱妙而被

徵寫御容。〈州(徐沁:明畫錄，人物篇)其神乎其技者，當推曾鯨，鯨字被臣，其傳

神畫法著重在墨骨，墨骨成後，再加傅染，故其寫照，如鏡取形，妙得神情，其傅色

淹潤，點睛生動，雖在桔素，盼睞望重笑，咄咄逼真，雖周助之貌趙郎，不是過也。若

軒冕之英，岩墾之俊，閏房之秀，方外之睬，一經傳寫，研嗤唯俏，然對面時精心體

會，人我都忘。每圖一樣，烘染數千層，必匠心而後止。其獨步藝林，傾動遐遍，非

偶然也! J (叫論者評謂: r 寫真有二派，一重墨骨，墨骨既成，然後敷彩以取氣，

色之老少，其精神早傳於墨骨中矣。此閩中曾波臣之學也。一略用淡墨，鉤出五官部

位之大意，全用粉彩渲染。此江南畫家之傳法，而會民善矣。 J (甜可見會氏的傳神

，是兼有薔學和新創兩種，他的畫法，到清明仍很流行。

清代道釋畫家僅有丁觀鵬、丁觀鶴兩兄弟較著名。而閔真的寫意人物佛像尤有別

致。史實風俗之人物畫則較盛，明、清之際，以陳洪授派畫風最盛。專攻仕女的畫家

，明以前者甚少，至清朝而人才日漸增多，巍然叉成為畫中獨立的一科，仕女大家，

當推道光威豐年間之改琦和費丹旭二氏。改氏字伯蘊，叉號七繭，別號玉湖外史，人

物、仕女出入龍眠、松雪、六如、老蓮諸家，落筆潔淨，設色賄雅，清秀之氣，溫於

眉宇。費氏字于古，號曉樓，所作人物仕女亦如之，艷不傷雅，瀟洒出塵，布置點綴

，清疏秀逸，其後唯王素能繼承之。 (83)同光間，有任楠，字滑長，衣摺如銀鉤鐵畫

，直入陳章侯之室，畫神仙道佛，別具匠心，人物奇古，堪稱獨開生面。任頤，字伯

年，落筆直日風掩雨過，自描傳神，自饒天趣。 (34) 是都享盛名於當時。

此外人像寫真畫，到了清代大為興隆。有焦秉貞為首的受西畫之影響，折衷耳目法

的。徐沁:明畫錄，人物篇。

的D 姜紹聞:無聲詩史。

(321 張庚:圖畫精義識畫論。

(3~俞劍華:中國繪畫史，第十四章，清朝之人物畫部份。

但也黃賓虹:古畫微，語上名流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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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於陰影透觀，寫照尤見生動。同時有莽鵲立，以中國畫具及顏料，而純以西洋

畫法寫真，尤不用墨骨而以渲染皺擦成之。文有純用墨線白描寫真，秀媚古雅，品格

清奇，無畫工氣，惟習之者不多，以禹之鼎為當代第一。

清代除前述的人物畫家外，街有黃慎以草書筆法寫人物。金冬心以隸法入墨，都

以蒼勁含蓄之筆法名世，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人物畫發展到民國以來，受西洋畫的影響，能夠融會溝通中西美衛技法的人物畫

家不少，但很少以專Ji;{(人物繪畫並能輸儡一榕的。這也是我們當前要努力的方向，所

以我們不僅要發揚優良的傳統，保持中國固有的精神，還要能利用西聾的素描作基礎

，給中國的人物畫創讀出一個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