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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道統十三贊》到《靜聽松風》政治宣傳:

南宋理宗的以畫傳意

蕭宇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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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趙昀在位長達四十年(西元 1224-1164 ) ，是南宋在位最久的皇帝，對

於南宋的政治留下了巨大的影響。在宋理宗的時代他留下了多幅以其面容繪製而

成的繪畫作品，這些作品中都帶著背後政治的隱喻與宣傳。宋理宗透過詩文題字、

定名於馬麟的繪畫上，將其政治宣傳表達於《道統十三贊〉、《靜聽松風〉等作品

之中。透過考證分析作品，從歷史脈絡與政治發展瞭解《道統十三贊》、《靜聽松

風〉製作的原因與背後政治的暗喻，宋理宗可能藉由繪畫作品去傳達其想法與暗

喻。

馬麟繪製的《道統十三贊》可能為宋理宗繼位合法性不是下的另一種宣傳品

外，更可能是給予太學生們的一份贈禮，目的在安撫太學生對於理宗用人與國策

改變的不滿輿論，相似地當《靜聽松風》製作完成後，繪畫作品似乎不只有表達

宋理宗追求自然與隱逸的概念，而藏在畫名之下的政治隱喻，也必須從文本與歷

史與觀看者、展示空間四個條件下，找出宋理宗再次透過繪畫傳達心聲給觀看的

大臣們 O

關鍵字:宋理宗、馬麟、靜聽松風、道統十三贊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象東方藝術史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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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Li-Tsung's Political Propaganda by Artworks,

"The Thirteen Sages and Rulers of the Orthodox Lineage"

and " Quietly Listening to Soughing Pines "

Yu-Heng Hsia02

Abstract

Li-tsung, reigning for forty years (AD 1224-1164), was the longest reigning

Emperor ofNorthem Sung dynasty. He left a huge political impact. During his reign,

he left many pieces of paintings drawn from his face. And there are always metaphors

to politics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s behind those paintings.

Li-tsung delievered his political propagandas through poetry inscriptions and his

signature on 恥1a Lin's paintings, such as "The Thirteen Sages and Rulers of the

Orthodox Lineage "and" Quietly Listening to Soughing Pines" After researching and

analysing art works, we comprehend the motive why the paintings were completed

and the political metaphors behind "The Thirteen Sages and Rulers of the Orthodox

Lineage "and" Quietly Listening to Soughing Pines" by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tread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n the court. Emperor Li-tsung might express his will

and some politicals metaphors through paintings.

"The Thirteen Sages and Rulers of the Orthodox Lineage "by Ma lin might not

only be the propaganda pleading against the emperor's insufficient legitimacy but a

gift to please scholars. The reason of presenting this gift was to appease scholars'

discontents with the emperor's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national policies. Similarly,

when the painting" Quietly Listening to Soughing Pines" were finished, the painting

likely expressed more than the emperor's enthusiasm toward nature and idyllic

life.And the political metaphors hidden behind the paintings could only be discovered

and interprieted as what the emperor's messaages to his ministers under four

conditions, the texts , the history, the viewer, and the exhibition space.

Key words: Li-Tsung, Ma Lin, The Thirteen Sages and Rulers of the Orthodox

Lineage, Quietly Listening to Soughing Pines,

2 Ph.D. student司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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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南宋在位最久的皇帝宋理宗，在史書文字之中描述著他如何從一位來自皇室

的遠房親戚，透過權相史彌遠的扶植下成為宋寧宗的傳位者，二十一歲成為皇帝

後沉潛十年，柔順恭敬地孝敬楊皇后、聽命史彌遠。三十一歲史彌遠去世後親政

改元革新，對外發動北伐收回三京，對內尊累理學中用名儒，但在放任權相、任

用親債、戰和失據下南宋終是由盛轉衰無法對抗帽起的蒙元帝國，宋理宗晚年無

積極振作之決心，放縱女色並對政治用心不再。然而，傳世的繪畫作品中，我們

能見到另一個宋理宗的面向，他與馬麟合作完成的數幅作品，包括《道統十三贊〉、

《靜聽松風》、《夕陽山水》、《坐看雲起》等等，理宗的題字搭配上馬麟繪製的畫

面，兩者之間互相映襯，而宋理宗的參與包含題字用印等，更讓這些作品有時間

脈絡，似乎打開一個窗口，讓後人能用畫面配合文字去理解宋理宗時期的一小部

份歷史。

在過去研究馬麟的作品中，基本上從三個方面進行討論，首先第一類的研究

由繪畫史發展的觀點討論其作品畫面的表現，如it宋大觀山水逐漸轉變為小景山

水的過程問題中，馬麟的作品屬於南宋小景山水畫的其中一部分，又或者提到構

圖問題時，南宋馬遠、夏注的邊角構圖形式，同樣能在馬麟作品中得到傳承與印

證。 3

第二類研究則從畫家的身份開始進行研究，通常將馬遠、馬麟父子並列，說

明其身份考證與家族繪畫風格，會產生如此並列式一起進行就仍必須從元代莊肅

《畫繼遺補〉中提到:

馬麟，遠之子也，亦工雜畫，不逮父、叔 o 遠愛其子，多於己畫上題作馬

麟，蓋欲其子得譽故也。 1

馬遠為馬麟代筆說法，因此在研究時通常都會將馬遠、馬麟兩父子一起討論，從

家傳畫學的淵源，或是父子的生平考證時間考證，以及代筆之說的可信度討論，

最後進入到兩人作品的風格分析。只此種父子二人共同討論的模式不僅因文字受

3 陳謀豆， <從空間表現法看南宋小景山水的發展> ' {故宮學術季干iD 13 : 3 ( 1996) ，頁阱。

4 (元)莊肅， {畫繼遺補)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3.12) ，卷下，頁 18 。

5 馬遠、馬麟父子共同討論的文章，可以見鈴木敬著，魏美月譯， <中國繪畫史-南宋繪畫(十

六) > ' {故宮文物月刊) 8 : 9 ( 1990) ;高木森， <理學時代的藝術奇靶，馬遠父子"明月當軒，

誰會幽心H宋畫思想、探微X 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4);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2) ; James Cahill,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 ,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戶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a伊ei (Taipei ,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96) ;花穎潔，{，馬遠與馬麟畫風之研究) , (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

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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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畫史記錄的影響下產生，也受到是兩人的身份關條、活動時間的重疊，以及歷

史對於馬麟的記錄缺乏著墨，所以要瞭解，馬麟個人與作品，必須從其父親進入並

共同討論。但經過學者研究討論後，基本上否定畫史的說法，認為兩人作品尤其

馬麟作品畫面簡潔，使得觀者必須進一步運用想像力，可以說是馬麟獨道之處。

馬麟相關研究的第三類則是針對馬麟的作品本身問題，從作品的時間判斷到

作者題文內容的考證， 7如王耀庭先生針對故宮所藏的馬麟繪畫，考證出《芳春

雨霄〉的背景可能就是南宋宮廷的芳春園，也推論出《道統十三贊》與《靜聽松

風》的主角人物形象相近，主要都是使用宋理宗的樣貌繪成，宋理宗的目的在於

強調其正統的地位。 8又或是畫意的解讀，如日本學者板倉聖哲教授，將馬麟《夕

陽山水》中理宗的題字考證出其文本的來由，並且詳加說明理宗將鳥字改為燕字

的可能意義。 9以及李慧漱教授以多幅理宗與馬麟詩畫合作的作品內容，提出理

宗透過馬麟作品表達其禪道思想的參悟與晚年的心情。 to而花穎潔先生則提出皇

室為藝術贊助者的角度，分析皇室品味與作品的功能性會直接影響馬麟畫風與內

容。 11

過去先進的研究中已經得到相當多關於馬麟作品研究的成果，並有相當深入

的解讀，也由於馬麟與宋理宗之間詩畫合作模式下，給予多幅作品如《道統十三

贊》、《靜聽松風》、《夕陽山水〉、《坐看雲起》、《船頭秋色〉等作品，在時間、內

容、畫題都相當清楚地外部證據，但是在觀看者的討論中，能明確知道《道統十

三贊〉觀看者至少有國子監的師生， <夕陽山水》則為宋理宗之周漢國公主， <坐

看雲起》的觀看者為名儒葉呆， <船頭秋色〉則為宋理宗寵妃賈貴妃。過去較不

瞭解則為《靜聽松風》這幅巨大的小景畫其可能的觀看者為何人? <靜聽松風〉

與其他四幅馬麟作品理宗參與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僅題畫名而無詩文內容，是否

也帶有其意義?最後則是前述五件作品中， <道統十三贊》、《靜聽松風》、〈坐看

雲起》可能的觀看者與《夕陽山水〉、《船頭秋色〉有內外之別，因此是否如同《道

統十三贊》一般，在《靜聽松風〉、《坐看雲起〉有更多宋理宗想表達的政治宣傳，

則需要更進一步的討論。

6 James Cahill,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 ,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p159-199 。

7 李霖燥， <從馬麟的靜聽松風談起> ' <故宮文物月刊} I : 6 ( 1983) ，頁 95 。

8 王耀庭， <從〈芳春與霄》到〈靜聽松風} -試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馬麟繪畫的宮廷背景> '

14 : 1 (1 996) ，頁 39-86 。

9 板倉聖哲， <馬麟〈夕陽山水圖} (根津美術館)仿成立左歪容> ' <美術史論叢} (東京大

字文字部美術史研究室， 2004.2) ， 20 寺，頁卜31 。

10 李慧漱， <壺中天地:西湖與南宋都城臨安的藝術與文f七> '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1b c<?，:
書畫卷} (台北:故宮博物院 '2010.10) ，頁 50-53 。

11 花穎潔， <馬遷與馬麟畫風之研究} ，頁 161-1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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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理宗繼位的爭激

宋理宗趙昀在南宋的歷史上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皇帝，在南宋的一百五十二年

間，在位長達四十年(西元 1224-1164) ，是在位最久的皇帝，期間南宋面對許多

重要的關鍵歷史轉折點，最為 t些人熟知的便是對外關條中與金、蒙古之間的和戰

問題，也在其去世前留下滅亡南宋的兩大關鍵，權臣賈似道與蒙古的侵略。

宋理宗其皇位並非來自於其父親的繼承，趙昀本是宋代皇室的遠親，原名趙

與莒，宋太祖的十哩孫，屬於趙匡)亂兒子趙德昭的摘忌。但其先于且早已沒落，而

他的父親趙希爐也僅僅擔任過九品官的紹興府山陰縣縣尉，自幼父親早逝由母親

全氏帶回娘家撫養，因巧遇史彌遠之友余天錫，而後帶回余家教育，權相史彌遠

看中其乖順因此送入宮中逐漸培養成繼承人。 12

南宋的皇帝傳位，從北宋開始由宋太宗趙光義的購象傳至宋高宗後，因靖康

之難而多半死於北方，因宋高宗無所出欲於摘系傳位，卻無繼承者，因此選擇太

祖趙匡!亂第四子趙德芳一系共傳三哇，分別為孝宗、光宗、寧宗。宋寧宗所生之

子皆幼兒夭折，故在選宗子時，原應是其堂弟的繼子趙貴和，寧宗封為皇子後賜

名趙眩，但在皇子期間便與當時權相史彌遠不和，最後在史彌遠與楊皇后的聯手

下，將趙昀推上皇位，而原為繼承者的趙竑則被封為濟玉。 13

宋理宗即位後前十年都為史彌遠所控制，而他的皇位並不安穩，特別是寶慶

元年( 1225 年)時，湖州民變擁戴濟玉，濟玉不從聯絡守軍剿平叛亂，但事後

史彌遠派余天錫逼濟王白盡以除後患，史稱「濟王之冤 J'

寶慶元年春正月圭戌朔，詔舉賢良。庚午， ;~}J 卅盜潘圭、潘丙、潘甫謀立

j齊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益得之，擁至卅治，以黃袍加其身，守臣謝

周卿率官屬入賀 o 初，圭等偽稱李全以精兵二十萬助討史彌遠撞廢立之

罪，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竑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率卅兵誅

賊。彌遠奏遣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益平，又遣其客秦天錫託宣醫治竑疾，

諭豈逼竑死，尋詔貶為巴陵郡公 o 14

宋理宗在位期間理學大臣多次為此案希望理宗為濟王平反，但是理宗不為所動，

直到度宗即位後才鬆動態度，恭帝時才平反，原因便是理宗對於濟玉之事有所顧

忌，此事之後成為宋理宗在皇帝繼承上一大瑕疵 O 此外，史彌遠在紹定六年 0233

年)去哇，宋理宗也未因史彌遠的去世而清算他過去的功過，其因也是在於若否

12 張金蝠， {宋理宗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10) ，頁 1-6 。

13 張金蝠， {宋理宗研究} ，頁 14 。

14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 (台北:鼎文書局， 1987) ，卷

42 '頁 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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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史彌遠等於間接否定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但也因此成為宋理宗的另一項問

題。

史彌遠當政時，民間在濟王案後，諸多士子有嘲諷史彌遠之惡、濟王之冤，

形成日後的江湖詩禍，多人因以詩文唱和此案，因此史彌遠之鷹犬梁成大時任監

察御史，誣陷多人因此而貶宮、流放 o ]5理宗親政後雖將這些官員士子平反，也

改葬濟王並追封王爵，自願出家的濟王之妻具氏，理宗賜號「慧靜法空大師 J '

按月紹興府提撥照顧 O 宋理宗實質的行動仍不足，對於當時士人以詔令洗清罪名

還端王清白名聲更為重要，除大臣發聲外，太學生也參與其中，嘉熙元年五月

( 1237 年)，1行都大火」之事，太學生藉此為濟王鳴冤，文獻記載:

丁百火災，三學生員上書，謂火起新房廊，乃故王舊郎之所，火至倦林寺

而止，乃故王舊府之材，皆指為伯有為厲之驗。...殿院蔣再見見，謂: I 火

災止是失備，更無餘說。」且云: I 濟郎之於陸下，本非同氣之親，非兄

弟而強為兄弟。」又云: I 中庸達道，始於君臣而次於父子，大易二篇，

基於父子而成於君臣，而況下於父子者乎?此見君臣之道，獨立於天地之

間。」又云: I君臣既定，父子不必相言，兄弟不當問。」又云: I 天不能

命，神不能語，巫而誣焉。」於是太武學生劉寶甫等二百餘人，相率上書

攻之，吭逞罷言職。的

兩百餘人學生共同上書，除了對吉官發吉不滿外，實際上表現出太學生對政治的

影響力， l7就如同今日輿論一般。太學生在火災問題上借題發揮，對於宋理宗而

吉依然對於濟王案就是其繼位正統性痛腳，因此難免有所顧忌與聯想，宋理宗希

望藉由政績與名聲鞏固自己合法性的地位，因此史彌遠去世後，在軍事與學術上

有許多的動作。

史彌遠去世後宋理宗親政力圖作為歷史上稱為「端平更化( 1234 年) J '面對

金國強大的外患下，宋理宗採取連蒙古滅金的政策， la因此端化年間開始宋理宗

眉立用當時負有名望的理學之士，並且進行北伐，透過任用賢達，欲收復北方故土

建立其名聲與功業，這是歷史上常常可以見到穩固君榷的方法。端平元年南宋與

蒙古聯手滅金後，蒙古軍隊主力部隊北選，朝中議論是否要為收復三京(西京洛

陽、東京開封、南京歸德) ，而戰史稱「端平入洛 J '最後希望以建功立業穩固地

位的宋理宗在此次大為失敗，過於快速地拿回河南一帶土地，讓蒙古有藉口對南 i
宋用兵，戰爭中喪失十萬軍隊與蒙古之間的信任。宋理宗在軍事上建立中興之主

的名聲失敗後，更加重視內部朝中明主聲譽之建立。

15 張金蝠， <宋理宗與理學) , {四川大學學報) 113 期 (200 1.2) ，頁 77-79 。

16 (宋)周密， {齊東野語) (北京:中華書局， 1983.11) ，頁 257-258 。

17 張建民， {南宋太學生干政活動研究) (廣州、I: 暨南大學碩士論文， 2006) ，頁 18 。

18 古欣芸， {具潛與南宋理宗朝政治) (台北:東吳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4) ，頁 6-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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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在政治上做用鄭清之等理學人士的動作，歷史上被視為理學的復興。

由於鄭卿之為樓助的門人，而樓日方則學於呂祖謙。史彌遠雖然專權奪政，但是也

相當重視宋理宗的教育問題，安排鄭清之為其教師，因此理宗在教育上受到理學

的影響很深。此外，鄭清之在端他更平後，大量做用理學之士，讓過去被韓{宅胃

立為黨禁遭受摧殘的理學得以復興， N提出多項朝政改革案。但理宗並沒有擺脫

過去在權相政治下的陰影，對於主事者更替迅速，所以改革上未見顯著成效。

三、安撫、贈禮與宣傳﹒道統十三贊的再思考

宋理宗在淳祐元年( 1241 年)特別賜於國子監《道統十三贊> '過去學者提

出此作法可說著眼於一種政治宣傳，強調其為道統的繼承者。 2。如果宣示其合法

性與正統著眼《道統十三贊》的製作，主要還是為了避免輿論對宋理宗皇室遠親

身份即位的質疑，但從《道統十三贊》賜與太學的時間而言，如僅是重申其繼位

合法性，可從四年前「行都大火」引起太學生的輿論，讓宋理宗有此動作來宣示

回應，而宋理宗認為必須宣傳其道統繼承論述才製作《道統十三贊卜似乎可視

為遠因，因為時間上已經距離有四年之久。《道統十三贊》在淳祐元年( 1241 年)

下令刻碑，文字內容卻在紹定三年( 1230 年)撰寫，淳祐改元時，賜給太學，今

日杭州孔廟仍有其餘碑部份殘留(圖表一) , 21何以在淳祐元年此時間點需要進一

步分析。

筆者認為更有可能是在於宋理宗對於對外國策轉變與任用官員的問題上，受

到許多言官、理學家、太學生的輿論壓力，因此需要更明確地表達其正統性及對

儒家思想的尊崇、理學的熱愛外，皇帝更能如同明君賢者的領導，及願意效忠等

可能意義，此說法就需要檢視當時受宣傳的對象，也就是國子監師生們當時所關

心的議題檢視，其中便以對外戰和與用人為主。

從「端平入洛」之後數場對蒙古的戰爭失利後，南宋雖有名將孟哄在江准一

帶與蒙古對抗，但是已經瞭解蒙古的強大難以對抗，只能以守戰方式對峙，宋理

宗對戰爭已經有議和之意，從嘉熙三年( 1239 年丌王用史嵩之為相便可看出端倪，

史嵩之為史彌遠的遠娃，在端平與蒙金戰爭前，就任官荊襄一帶推動屯田積糧，

端平後戰有功而晉升。史嵩之在嘉熙二年( 1238 年)入朝擔任端名殿學士、參知

政事並掌管京西、湖南、湖北的軍事調度，嘉熙三年( 1239 年)升為右丞相兼樞

密、都督兩准四川京西湖北軍 o 22史嵩之的升遷除了對於任官於襄陽多年對荊准

19 張金蝠， (宋理宗與理學) ，頁 77-79 0

20 玉耀庭， (從〈芳春與審》到〈靜聽松風> -試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馬麟繪畫的宮廷背景〉

頁 54 。

21 杜正賢主編， <杭州孔廟> (杭州、I; 西泠印于士， 2008.9) ，頁 70-71 。

22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 '卷 255 '頁 12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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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事的瞭解，推薦孟琪得宜等功勞外，更重要是史嵩之提出議和的想法得到宋理

宗的認同。以史嵩之防守的政策維繫南宋領土，根據記載嘉興二年( 1238 年) :

嵩之奏言: I 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荊

襄連年饑鐘，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當此之際，正

恐重貝台宵肝之處、矣。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

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結之際，雷同和附以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蔥，

上造叮嚀之話，罪亦當誅。造首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於天下。」 23

史書又言，嘉興三年( 1239 年) :

帝自潰師，始悔不用嵩之知言。累遷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堆四川京西湖

北軍馬，進封公，加食色。 24

當史嵩之一路升遷後，吉官對於他的攻擊沒有停止過，從他與史彌遠的關條，到

其對戰和的態度、竊佔軍糧、用小人等等。但是史嵩之有戰功在外，又能符合並

執行宋理宗由戰轉合的想法改變，因此至淳祐元年( 1241 年)史嵩之獨相，而杜

範、游似等人都以不合而離開。太學生們則更是不滿史嵩之的議和與專權等問題，

將其視為國賊而不恥，充滿對史嵩之的不信任，如王萬上書寫道:

事體迫述，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路之跡已形。或謂有族人發

其私事，肆為醜抵者。 25

大臣不願意同朝任官，太學生也不滿到準備離開太學回老家，史嵩之的娃子史璟

卿也不滿史嵩之專政，因此對於史嵩之的批評席捲而來。

宋理宗朝時太學生因年輕報國，氣盛好議論國事，理宗朝以來對於傾向對外

談和的官員態度都相當強硬，如理宗即位初期對北方金人的問題上，理學名臣喬

行簡認為不需出兵則蒙古亦可滅金，就被太學生上書要求請斬喬行簡。 26太學生

不滿的情緒與輿論，讓重視名聲的宋理宗必須處理並安撫，所以宋理宗先訪視太

學，後又命製《道統十三贊〉賜國子監，並吉:

詔: I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軒後不得其傅，至我朝周，博E頁、張載、程頓、

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

23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北京:中華書局， 2014 ,2) ，卷 13 '
頁 1565 。

24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卷 13 '頁 1570 。

25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卷 13 '頁 1575 0

26 張建民， {南宋太學生干政活動研究} ，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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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思明辨，表稟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傲，孔子之道，

益以大明于世 o 朕每觀五臣論著，段:天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

從花，以示崇獎之意 o J 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 J '為萬世罪人，豈宜從中巳孔子廟庭，點之丙午，封周悍頤為汝南

伯，張載眉F伯，程頡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o 丁末，太陰入底。戊申，幸太

學竭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會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

生推恩錫(賜)串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27

宋理宗訪視太學表現重視太學生，先冊封北宋理學家，後貶抑主張改革變法不怕

萬世罵名的王安石表示尊重輿論，再請曹靨講禮記大學篇明示太學生大學之道，

晴示太學生需收斂其攻擊官員與政策的輿論，又將主管太學的監學官官職提昇一

等並且賜與學生們布吊，最後又命馬麟繪製〈道統十三贊〉賜與國子監。筆者認

為這樣一系列的動作除了表彰宣揚道統繼承者身份外，實際上是安撫太學生與朝

野文官的不滿，彰顯皇帝相當重視國子監師生們的輿論，還將自己的尊貴龍顏繪

製於圖上並贈與國子監，這份帶有皇帝龍顏的贈禮，展現出十足拉攏安撫之誠意，

也因此對於史嵩之的批評有因皇帝安撫的態度有所放緩，不過進入淳祐四年

( 1244 年)議論又再起 O

檢視宋代的國子監成員放寬至八品以下官員子弟與一般庶人也可任監生，並

且掌管宋代書籍刊印傳播的工作，並在國子監內設有「直講八人」又有「廣文、

太學」等編制，這些官員都是為講學而設 on因此能見到《道統十三贊》的不僅

僅是國子監生，國子監中諸位學者都能看到，故推測宋理宗將其十三位先賢樣貌

讓馬麟畫作為其像，應是一種政治宣傳。如以今日的眼光而見，類似政治人物拍

攝形象廣告一般，親民則與基層民眾握手寒喧，擁抱小孩表示有愛心等具有意義

的動作。宋理宗如同角色扮演般他作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這些

賢君明主，明示仿效古聖先賢之意，暗喻則自己也如同這些賢主一般能行仁德之

政、有遠略之智。又他作孔、孟、曾、顏等人告示太學生除業敬先賢外，也希望

士子能信服其行政與智慧。

目前故宮博物院內收藏著五幅《道統十三贊》中的帝相，分別是伏羲(圖 1 )、

堯(圖 2) 、禹(圍 3) 、湯(圖 4) 、武王(圖 5) ，皆可以與《宋理宗坐像> (圖 6)

圖比對容貌，其中以眼睛部份揚眉、高鼻最為相似(圖表二) , 29傳統過去對於帝

王龍顏以安全與尊貴二種信念下不常示人，而宋理宗將其面容晝於《道統十三贊》

上賜與國子監，其作品足寸大需高懸起方能見其完整 (249x 11 1. 3 公分) ，國子監

27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末史并附編三種} ，卷 42 '頁 82卜

28 張雪紅， <論宋代國子監教育傳播的新特徵和傳播職能的轉變>，~河南大學學報H 期(2006) ,

頁 20-21 。

29 王耀庭， <從〈芳春與齊〉到〈靜聽松風〉去武昌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馬麟繪畫的宮廷背景> '

頁 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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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太學生是最有可能的觀賞者。許多太學生未任官前筆者推測應該未見過聖顏，

淳熙元年皇帝親自訪視，又將似皇帝之肖像畫給予太學生觀賞效法，對太學生而

言可說莫大的恩典。如前文所提到太學生為何如此被皇帝特別關愛?皇帝又為何

要親自安撫之?可從周密文字記載中看出端倪，文獻記載:

三學之橫，盛于景定、 j享站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揀，亦直攻之，

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 o 或少見施行，貝 IJ 必借秦為喻，動以坑儒惡聲加

之，時君時相略不敢過而問焉 o 其所以招權受賄，豪奪庇姦'動搖國法，

作為無名之謗，才口閻上書，經臺技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

被害，而無所赴題。非惟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

不卸行之，亦未如之何也 o 30

宋理宗將其相貌之《道統十三贊》放置于國子監，是否如同皇帝也與太學生、

士人們站在一起的概念，尚未有其他佐證可以說明。但就周密《癸辛雜識》的記

載，太學生在理宗朝攻擊對象從史嵩之到丁大全而後的賈似道，這些權相都對太

學生的上書與攻擊相當不滿，但是僅有丁大全敢直接對抗，最後丁大全仍遭到下

罪除職。對於權力的運作而言，宋理宗雖然在淳祐後開始任用權相專政，但同樣

也放任吉官與太學生攻擊之，可見宋理宗此為牽制權相之道，特別是太學生的發

言影響力應該不為文臣、言官來的強，但是受到皇帝的重視，讓這些文臣、言官

也不敢過問。而對於淳祐元年開始的史嵩之獨相專政，太學生的議論言行攻擊的

確在宋理宗的安撫後有所收斂，但是吏嵩之並未因此而長年獨相，到淳祐四年後

理宗朝政治又有一大變動，此時史嵩之則下台返鄉守孝。

四、政治隱喻與《靜聽松風〉

宋理宗在政治上可以說是相當善於宣傳與自我檢討的帝王，在其任內就有仁

次的更新、維新運動，但是實際上的效果都有限，其自身也多達二十二次因為災

異下詔罪己、減膳、避殿、徹樂與求宣言。 M但是這些表面的動作對於政治局勢

仍然呈現不穩定現象的問題並沒有幫助。對外關條上蒙古對南宋威脅一直未停歇

，包括兩准、長江、四川三個區域，不斷有戰爭發生。內部朝政上，紙鈔(褚幣)

改革的失敗，鹽稅收入減少，軍事費用的耗費，都讓宋理宗倍戚壓力。宋理宗面

對這些問題，又以改元革新的作法希望力圖振作，言官牟子才也對這些革新提出

奏議:

陸下自親政以來，凡三大更大化矣，一更於端平，其失也輕，再更於嘉熙，

30 (宋)周密撰，吳企明點校， {癸辛雜識> (北京:中華書局 '1988.1)' 頁 66 。

31 楊宇勛， {南宋理案中晚期政爭﹒從史彌追卒後之相位更替來觀察>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1) ，頁 160-16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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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失也濫;又再更於淳祐'其失也專。 32

牟子才說明宋理宗改元淳祐後將權力集中給史嵩之是一大問題，雖然暫時於淳祐

元年( 1241 年)平息一場倒閣的政爭，但到淳祐四年( 1244 年)史嵩之父病還

鄉探望，不久便去世，到這時太學生抓緊史嵩之父喪之機，曰:

詔史嵩之起複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

譜、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闇上書曰「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然後兔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闇父母垂亡之病而不

之間，闇父母已亡之計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 34

又曰:

「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

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眉之公論。大倫

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民所以為宗廟、社程慮。先儒謂事

親之情可奪，貝 11 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

此理之必然也。」 35

太學生們以父喪不守孝則無君無父阻止史嵩之回朝，而學生們用守孝三年的禮教

綁住史嵩之。在此壓力下史嵩之沒有回朝，朝臣則開始彈劫史嵩之，結果杜範、

徐元杰、劉漢粥、史璟卿相繼摔死，謠言為史嵩之出手毒死四人，這四人皆是上

奏彈劫、牽制史嵩之的大臣，引起太學生一百仁十三人上書訟冤。 36宋理宗面對

輿論的壓力只好妥協，但三年後服滿父喪的史嵩之在淳祐六年( 1246 年)有意回

到朝廷，但又受到吉官強力反彈，所以史嵩之便十三年賦閒在家。

從歷史發展著眼，在淳熙四年至淳熙六年間，除對蒙古戰爭外，最重要的內

政問題就在於史嵩之的任用，第一次史嵩之為獨相時引起太學生的反彈，宋理宗

透過安撫手段將輿論平息，但是當史嵩之要再次復相，太學生則先以孝道禮節限

也(宋) 牟子才， (論淳祐有黑觀宣晴十證疏> ' {歷代名臣奏議} (台北:晝灣學生書局，

1985.3) ，卷 311 '頁 8 。

33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卷 13 '頁 1594-1595 。

34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卷 13 '頁 1595 。

35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錶補校} ，卷 13 '頁 1599 。

36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卷 13 '頁 1594-1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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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住後又為吉官勸諦，加上四位大臣摔死疑雲下，宋理奈無法平息爭議，而在淳

熙六年( 1246 年)完成的〈靜聽松風> (圖 7) 。筆者認為其內容可能就是宋理宗

又一次透過繪畫表達其政治想法與宣傳的創作。

〈靜聽松風》的創作有三個部份與〈道統十三贊》有相似之處。首先作品都

由馬麟繪圖宋理宗題字的君臣，一起創作模式，再者畫中的主題人物皆使用宋理

宗的面容，其三就作品疋寸而言兩者皆屬於南宋時期少見的大足寸作品， {靜聽

松風> (226.6x11 0.3 公分)、〈道統十三贊》中的〈帝堯立像> (248x 11 1. 1 公分)。

〈靜聽松風》與〈道統十三贊》皆為馬麟畫、宋理宗書的模式，在傳世作品中如

〈夕陽山水> (圖 8) 、〈坐看雲起> (圖 9) 、〈船頭秋色> (圖 10) 等也都可以見

到此模式，這足以說明當時宋理宗對於馬麟作品的欣賞與彼此間長期配合的默契，

馬麟也能畫出宋理宗喜愛的「供御畫」題材。但是在其他馬麟與宋理宗合作創作

的作品較為少見的現象，便是〈靜聽松風〉的主角可明顯辨識為宋理宗'"以及

長達兩百公分的小景山水畫。

〈靜聽松風》的高士形象為何需要明確畫出宋理宗的樣貌?筆者思考其的畫

意是在為宋理宗不願用說出口但想傳達之想法，將其隱喻放在畫面之中。從畫面

來解讀能見到的是宋理宗扮成高士，倚靠在松樹下聽風，而一旁童子抱琴而立，

聽風戚受自然的超脫戚。宋理宗參與畫作的不僅是高士的角色扮演，在畫面左上

方題上「靜聽松風」四字，並有「御書」印說明為親題， I 丙午」印(圖 7-1 )說

明其作品完成時間。從〈靜聽松風》的畫面比對題名是完全一致而又點出意境的

題目，但又似乎沒有說完宋理宗要表達的事情，因為從數幅宋理宗題字搭配馬麟

畫的作品中，可見到宋理宗引用唐人詩句時會寫於畫上，多半都有內容二到四句，

而理宗會稍微修改變動其字句。如宋理宗題字送給他的女兒漢周公主的作品〈夕

陽山水> (圖 8) ，在畫作上印有「甲寅」、「御書 J '也簽有臣馬麟，而其中畫作

上寫著「山含秋色近，燕渡夕陽遲」的詩句，其中引用唐代詩人劉長卿的(陪王

明府泛舟)一詩原文為:

花縣、彈琴暇，樵風載酒時 o 山含秋色近，鳥度夕陽遲。出沒冕成浪，蒙籠

竹亞技。雲峰逐人意，來去解相隨。 38

可以見到宋理宗在畫作中引用其中兩句並將「烏」改為「燕 J '相似地在贈與賈

貴妃的〈船頭秋色> (圖 10) 圖則是引用曹唐(小遊仙詩九十八首其三) I騎龍

重過玉溪頭，紅葉還春碧水流 o 省得壺中見天地，壺中天地不曾秋。」將首句改

為「騎龍重玉過溪頭 J '又或是送給葉呆的〈坐看雲起> (圖的圖中則是完整引

37 玉耀庭， <從〈芳春與霄〉到〈靜聽松風〉寸茄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馬麟繪畫的宮廷背景> '

頁 49 。

38;青聖祖御定， {全唐詩>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1978) ，卷 147 '頁 14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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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王維〈終南別業〉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等詩句。

在〈靜聽松風〉圖中宋理宗對唐代詩人劉長卿的(聽彈琴〉一詩的在畫上引

用方式相當特別，其原句為:

泠泠七絲、(弦)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39

文本可見定名是擷取第三句的前四個字，也許「寒」字並不符合畫作中人物穿著

表現之季節，不過也可以透露出宋理宗在使用劉長卿的詩時，仍些許地作變動，

以及對其作品的偏好。在傳世馬麟與宋理宗搭配創作的作品中就有兩幅使用其詩

句。南宋的山水畫中相當重要的特色就是所謂詩書畫三絕合一的表現方式。在《靜

聽松風》中可以明顯見到三者間的搭配，唐代詩人劉長卿以山水詩聞名，山水詩

內容多半喜愛使用以景寫情的模式進行，其中所寫的情大致上在抒發失去家園、

孤獨者的兩種心境。 40劉長卿生於開元十四年 (726 年) ，卒於貞元六年(790 年) ,

與杜甫活動的時代相近，由於經歷過安史之亂對於家園的破壞、失去家園，有不

少詩中皆抒發此內容，特別是利用景色來描寫心理的戚受，以景喻情的詩文放入

南宋的山水畫中，正好可以繪出文字所描寫的景象，文字與圖像的搭配互相映

襯。

(聽彈琴〉文本中，前兩句是描寫聽音樂的狀態，後兩句則是在議論性抒情。

劉長卿當時所言之「古調 J '應為魏晉時期流行的以琴瑟彈奏為主的南方清樂則

成古調，而唐代流行之燕樂則為西域音樂傳入其彈奏以琵琶為主。劉長卿曲高干日

寡，生平兩次遷斥，因此傳達出借知音難尋之意。 41從整體繪畫的內容而言， <靜

聽松風〉畫面構圖相當符合的聽松風這個主題，但宋理宗在這幅畫中引用詩句的

方式是以斷句命題，而不完整引用二至四句，又或改字改順序等方式，如此地獨

特性可能便是皇帝在畫作上留下一種暗喻，這樣的暗喻是用一種更為婉轉的方式

告知皇帝想法給於可能的觀看者，而此想法極有可能就是在政治上用人的問題。

宋理宗貴為皇帝不如劉長卿有致仕是否受到欣賞的困境，但如前文所言淳熙四年

至淳熙六年間( 1244-1246 年) ，宋理宗希望復用史嵩之為相，甚至淳熙四年時詢

問過當時尚未摔死的任將作監徐元杰，史料記載:

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 I 臣前日進侍經楚，親承盛問以大臣史嵩之

復起，臣奏陸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陸下自盡陸下之禮，大臣自盡

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啄。 J ...十一月，徐元傑復上疏論史

嵩之起複'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

39;青聖祖御定， {全唐詩} ，卷 147 '頁 1481 '部份〈全唐詩〉與相關賞析書籍收錄為「 j令泠

仁弦上」此為版本不同，但其字意皆指琴弦。

40 朱丹陽， <劉長卿山水詩中的情戚內涵分析> ' {遼寧師專學報} (2009) 2 期，頁 31-33 0

41 蕭游非等撰， {唐詩鑑賞集成} (臺jt :五南， 1990.9) ，頁 489 。

67



從 i丘吉充| 贊〉到《靜RT!松!氏〉仗;'fl'YI俾 「半i 朮開/[叫

太甚」元傑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脈」

因乞引去。 42

此段對話可以知道，宋理宗在淳祐四年( 1244 年)時已經相當希望復用史嵩之，

因此主動詢問徐元杰，而至淳熙六年時，史料記載:

時，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主炎、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

師雍論列嵩之慎d喔，翰林學士李韶同從官上疏曰...乃命嵩之致仕，韶不復

用。 43

宋理束兩次復用史嵩之皆因朝臣言官反對而無成，又無法專斷歐用史嵩之以免招

來引發更大的爭論，宋理宗不願明喻朝臣們不懂其用心與則改以圖畫隱喻，故推

測馬麟《靜聽松風》可能又為宋理宗有意識的政治宣傳，說明其用人受阻無人能

瞭解他為何要做用史嵩之的目的，可能便是隱喻中的「古調 J '而這「古調」是

這群太學生、吉官、朝臣等「今人」所不能明白的用心 o 因此對《靜聽松風》的

解讀一方面可能是說出他內心的孤寂，無人能懂他的用心，因此扮成隱士不如歸

去的想法，另一方面可能也在告知大臣們，他需要一位能懂其宋理宗之「古調」

心意者，因此他正在尋找著能夠理解他想法的人，淳熙六年 (1246 年)原為並相

的范鍾歸田，游似也於淳熙仁年( 1247 年)也辭官歸田，宋理宗再次做用陪伴他

最久的恩師鄭清之獨相。

五、觀畫者與展示地

前文所提《靜聽松風》與《道統十三贊》兩者之問有三處像似共通點，一為

宋理宗為表達政治宣傳與隱喻皆直接扮演圖中人物，二為皆是大足寸的繪畫作品

，三則是馬麟繪製、宋理宗題名，而《道統十三贊》因有明確的記載賜與國子監，

因此得知觀看者至少為國子監師生，但《靜聽松風》卻無直接資料可說明其明確

的觀看者為何人，因此必須從可能的收藏、展示地點來推測當時可以見到其作品

者，也就是政治隱喻之被宣傳者。

〈靜聽松風} (圖 7) 為娟本長 226 公分，寬 110 公分，近年在台北故宮展出

時皆必須用 202 展場才能完整展示，因此這幅巨大的小景山水似乎特別注重的是

清楚地傳達其題材內容，換吉之《靜聽松風》製作時有可能考慮過如何讓觀者清

楚地看見這幅作品，而觀者應該也不僅僅是宋理宗本人，否則小型冊頁足以描寫

宋理宗這次的燕遊活動。從圖中的收藏印「緝熙殿寶 J (圍 7-2 )透露出當時《靜

聽松風》的可能收藏地點，緝熙殿為宋理宗時重新修建，理宗經常到緝熙殿讀書，

42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卷 13 ，頁 1601-1602 。

43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卷 13 '頁 1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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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僅是他的講殿、書房，也是他批閱奏章、接見大臣的地方， 44如咸淳臨安

志記載:

理宗皇帝闢舊講殿為之，御制記曰: I 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為本。」朕服膺斯言，知修身必日本乎學。...朕以涼薄，紹休令緒，

通遵成摹，就迪懿訓，罔敢暇逸，師式於前聞，視朝之隙臨經喔，日再款

對儒臣，商略經史，乃即講殿，闢舊廬，採成王日就月將之意，扁以緝熙，

屏去長物，哀置編簡，燕閒怡愉，藏修移日，習熟滋久，若常程然。至於

翻閱古今，尚友賢哲，得片言以抽繹'有味其話，則不知萬幾之勞。 45

宋理宗相當重視緝熙殿的重修，不但親自撰文(緝熙殿記> '並御筆題下緝熙三

字榜之，緝熙殿內也收藏著南宋歷代皇帝累積下來的書籍字畫，可說是一間小型

圖書館，也可以推知緝熙殿其規模有一定的大小，宋理宗則作為書房與辦公室。

《靜聽松風》圖中左下方提臣，馬麟畫的四個字外，下面則蓋有「緝熙殿寶 J 之印。

這個印鑑說明當時〈靜聽松風》可能的收藏處與懸掛地點，緝熙殿是經鐘開講的

場所，作為宋理宗收藏書籍、繪畫，並在此讀書或請官員入宮為其講學的場所。

宋高宗時建立經過百年後在宋理宗時又重新修薑整理，而宋理奈朝的官員如劉克

莊、包恢、陳郁、真德秀、徐元杰等人都有人侍於緝熙殿，為理宗講讀經史，理

宗也經在此讀書、 trt閱奏章、接見大臣的地方。的緝熙殿是皇帝與大臣見面的公

開場合， {靜聽風松》如在淳熙六年完成後懸掛在此處能見到者並非理宗一人。

宋理手表想表達他無人能懂的心情又或是政治上用人的隱喻，只要進入緝熙殿

者，必能見到《靜聽松風》此幅巨大山水，而畫中人物又可明確辨認出為當朝皇

帝本人。當時的大臣、侍講、侍車又或人緝熙殿經這開講的學者，各個都是飽讀

詩書的翰林文墨，關於劉長卿(聽彈琴〉一詩的引用，更是能在皇帝不語其自身

觀看下去解讀背後隱喻。如范鍾從淳熙元年開始辭官( 1241 年)到淳祐五年時又

提出，皇帝不許，淳祐六年皇帝便答應讓其乞歸田里，的到淳熙六年時宋理束便

許之，而游似也是淳祐六年( 1246 年)五月，再辭皇帝才答應特許歸田。 48兩位

左右丞相都兼任著侍讀，如《育事聽松風〉懸掛於緝熙殿中，是絕對的能見到的人

選，是否因為觀畫後一再辭官尚無史料可證明，但從《靜聽松風》中如此強調觀

者視覺的明確性，可以推測馬麟在命製時，應有部份宋理宗之授意。

這幅作品完成的一年後宰相又再次更換，這次上任者也是之前他的老師鄭清

44 汪桂海， (南宋緝熙願考) , {文獻季刊} 2 期 (2004) ，頁 118 。

的(宋) ;曾說友撰; (清)汪遺孫枝補， {宋元方志叢干Ij﹒咸淳臨安志} (北京市:中華書局出

版， 1990) ，卷卜頁3361 0

46 汪桂海， (南宋緝熙願考) ，頁 115 0

的(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杖， {宋宰輔編年錄補校} ，卷 13 '頁 1612 0

48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補枝， {宋宰輔編年銀補校} ，卷 13 '頁 1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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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當時鄭清之二次任相位，已經相當年老，但是最能懂宋理宗的人，是不是

就是這位一路教授他的老師呢?而歸隱的想法，可能也是要回應關於他親政以來

，被吉官批評過於專權所以導致宰相更替頻繁的問題，歸隱則不問俗事，隱喻著

放手權力的運作。不過就歷史發展來看，在淳祐六年後，理宗對於吉宮、庶宮的

言論開始有所箱制，不如過去禮遇臣下，虛心在內諜，喜愛用能逢迎上意者，如董

魄、吳潛等當時有賢名的大臣擔任丞相時卻被架空無實權，而後期的、了大全、

賈似道、董宋臣揣摩迎合皇帝心意受到重用的幾位重臣，則被後世史官寫成為侵

臣。 49

從馬麟畫搭配理宗題字的作品中，有三幅作品的觀看者較為單一性，分別是

〈船頭秋色》的賈貴妃與〈夕陽山水~ (圖 8) 的周漢國公主，以及〈坐看雲起》

(圖 9) 的葉呆， 5()可以預期的觀賞者中，賈貴妃與周漢國公主是理宗的親人，

葉呆則為理學家擔任過翰林侍講，推測能得到賞賜書畫，可能跟理宗可能有相當

深厚的交情。此三幅作品中， <船頭秋色~ (圖 10) 與〈夕陽山水》的觀賞者皆

屬於親人，因此觀賞者較不具有政治上的聯想J性，或是將其作品的展示地點可能

是宮廷之中較不易流傳，但葉采身為朝臣又為理學家官致翰林侍講，此官職實際

政治權力不大但卻有近似文人領袖的地位方可擔任。〈坐看雲起》作為一份皇帝

贈禮可能也帶部份政治意念的傳達給予這位文壇領袖，能見到這幅作品的觀看者

與觀看地點，不同於〈夕陽山水〉或〈船頭秋色》僅限於宮廷之中的皇帝親人，

與葉采一起欣賞皇帝贈禮者可能有一般民間人士，甚至是葉呆的弟子與友人，透

過文士間討論與師徒間的談論，也能達到皇帝宣傳心中想法的可能性。

克里夫蘭美術館中所藏的〈坐看雲起卜同樣也是馬麟的繪畫搭配上宋理宗

的題字，在皇帝的書法旁有「賜仲圭」的小字，兩方印章「丙辰 J I 御書之寶」

提供了紀年的時間證據， 5l時間應該是寶祐四年( 1256 年)，贈送對象秘書監葉呆，

葉采是蔡淵的學生，蔡淵則是師承理學大師朱熹，葉采正史無傳但《閩中理學淵

源考》中記載:

葉采，字仲圭。初從蔡節齋受《易》學，又嘗從李呆齋、陳安卿游、安卿

以其好高妙，少循序，屢折而痛廷之，自是屏做鋒芒，提趨著實，構漁隱

精舍，問學日進 a ;享桔元年，登進士第，授邵武尉，歷景獻府教授，遷祕

書監。論郡守貪刻。遷樞密檢討、知邵武軍，作郡乘，築祠郡?半以本巳朱子，

復置田若干頃，本巳朱子於光澤，以呆齋配。累官翰林侍講，乞歸。所著〈近

思錄》嘗以進呈，理宗稱善，又著〈解集西銘性理〉等書 o 52

49 古欣芸， <吳潛與南宋理宗朝政治} ，頁 27 0

50 桓倉聖哲， (馬麟〈夕陽山水圖) (根津美術館)仿成立色歪容> '頁 7 。

51 高居翰著，洪再新、高士明、高昕丹譯， <詩之旅: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繪畫) (北京:三聯

書店， 2012.10) ，頁 19 。

52 (清)李清醒撰'徐公喜、管正平、周明華點校， <閩中理學淵源考) (南京:鳳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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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雖無寫出葉采活動的時間，大致上可以推知其人侍為淳祐元年( 1241 年) ,

獲得皇帝之贈禮則是在寶祐四年( 1256 年) ，換言之可能在朝為官的時間至少應

有十五年以上，而其著作進呈宋理宗還得到褒獎，又累官致翰林侍講，可能也曾

為理宗談論古籍經典，彼此間可能有不錯的互動關係，因此才能得到這份皇帝賜

給的書畫。

皇帝的贈禮非一般人所能得到，但禮物的內容更是需要再三斟酌，畢竟不是

金銀布吊等物品，而是皇帝親筆御書搭配宮廷畫家馬麟之圖，極為高雅之贈禮，

內容的表達要符合君臣之道外，所寫之意是否合宜，因為此作品很可能會被受贈

者於民間流傳出去，給予身邊親友、弟子共賞這份榮耀。《坐看雲起〉這幅團扇

是皇帝贈與，為何贈送給葉采從史料上並無直接的記述，但從題字的文本內容而

言，是選用王維的(終南別業> '其文本為:

中歲頗好道，日免家南山重。興來每獨往，勝事空白知。行到水窮處，坐看

雲起時。偶然值林吏，談笑無還期。 53

從文本而言理宗題字「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可能也是向葉采告知他的心

境，看似歸隱平淡，但卻將絕處又逢生之機，寶祐四年記載:

丙辰，帝製字氏訓，賜改秩親氏官。...乙卯'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蔡抗參失口政事，張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月甲子，程元鳳上疏

言正心、待臣、進賢、愛氏、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詔戒群臣

洗心筋行，毋縱于貨賄，其或不俊，舉行淳熙成法。又開國以來勳臣之裔，

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祿者，所在卅郡以聞。“

寶祐四年宋理宗針對內提出字民訓，要求當時民間官員要加強撫治、愛護百姓，

任用程元鳳為相能聽其國事建言，並對於當時貪污成風的官場給予打擊，但是當

時丁大全仍專權抗衡，直到開慶元年( 1259 年)隱瞞蒙古進攻亨州、l戰事才罷除相

位，而後又任用賈似道。理宗在寶祐年間的確在對蒙古戰爭中贏得數場守城小勝，

也有一系列任用賢臣改革動作，從給予葉呆的《坐看雲起〉可能就是要透過其文

人領袖，為其宣傳理宗又當再起圖振作之心，不過短暫的幾位賢相仍無法扭轉當

時南宋的局面，而理宗的宣示總是雷大雨小，最終信任者仍是貼近身邊迎合上意

的丁大全、賈似道之流。

2011) ，頁 343-344 。

清聖祖御定， {全唐詩> '卷 126 '頁 1276 。

54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 '卷 44 ，頁 857-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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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本文以試探性的方法將宋理宗透過繪畫作品的參與將個人題詩、定名等方式

，解析宋理宗在作品背後所留下的政治隱喻之可能性。論其宋理宗的一生原想成

為一位中興之主，失敗後轉而希望成為一位學術皇帝， ~道統十三贊》不僅是宣

傳其正統性的概念，當配合史料中所記載當時太學生所發動輿論壓力給予換相的

要求時，宋理宗作為一份安撫的禮物並且成功拉攏住太學生。宣傳及安撫模式的

成功下，淳熙六年宋理宗與馬麟合作《靜聽松風} ，以圖傳宋理宗的心意與政治

隱喻，方可告訴能見之重臣其知音難尋與換相的心意，但仍難以再次敢用爭議過

大的史嵩之，宋理宗最後的妥協便找回從小教導他的老師鄭清之，這位長期相處

最懂皇帝心意的恩師。

馬麟的《靜聽松風》過去研究重在畫面的風格、技法、構圖上，忽視圖像與

文本、史料三者之間的關條與現實問題可能之影響，將《靜聽松風》視為當時宋

理宗與其大臣要互相傳達其政治暗喻的作品，是將這件作品重新放人歷史脈絡之

中，將作品與其時代、人物互動，從帝王圖像人畫的動機與文本使用來討論， ~靜

聽松風》中宋理宗究竟希望給其他觀者何種戚覺與訊息?回到作品與贊助者以及

觀看者的角度，身為藝術贊助者的宋理奈命馬麟繪製《靜聽松風》時，如果僅是

要針對自身的隱逸之思表達，或是一場遊燕的記錄，是否有必要將其圖像足寸擴

大至兩公尺長，此作品懸掛就需要相當高而大的空間，因此在功能上本身就屬於

大型掛軸，筆者從作品的足寸大小出發思考製作者之思維，可能希望預期的觀賞

者能夠具象看到圖像中的人物，以及理宗的定名與題意。回到《靜聽松風〉創作

時的時間脈絡與政治問題，與劉長卿詩文的使用，以及收藏展示地點的討論，都

是筆者希望能更加貼近《靜聽松風》創作意義與目的，脫離歷史時間脈絡的討論

將無法解讀合作完成畫作者宋理宗想傳達的政治隱喻與心意，當預期的觀看者兩

位宰相相繼辭官後，宋理宗老師得到重新任用，不難連結作品已經將宋理宗的心

意直接傳達給觀看者，但本文中較難推論的問題則是在史嵩之任相對宋理奈重要

性有多高，似乎宋理宗一再傳達非史嵩之回任的想法，但從史料中卻無法更明確

瞭解這對君臣的關條有多麼的緊密是較為可惜之處。

本文最後討論葉采所得到皇帝的贈禮〈坐看雲起時}，此幅小件團扇為何要

由宋理宗親自書寫，贈於秘書監、翰林侍講的葉采?似乎也透露出，宋理宗希望

以畫傳意的創作模式。宋理宗晚年看似混亂的朝政，他希望再次奮起並做出多項

改革。宋理宗似乎也借由《坐看雲起時》向這位親近他的文壇領袖與理學大家提

出改革振作的宣傳，畢竟皇帝贈禮不同一般，如宋理宗僅僅只是想展現他個人的

才情，以詩句搭配畫面的戚受，是否親自御筆書寫並且壓上年款印章?由以上種

種可知這份禮物的特別之處，以及皇帝的格外用心可能不僅是心境的描寫。透過

多個馬麟繪製、宋理宗書寫定名的作品中皆能讀出弦外之意，因此不難理解，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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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希望藉由葉采這位理學家宣傳出去其想法的可能性 O但本文中缺少葉采生平史

料辯證'不能過度詮釋葉采受賜禮物後，能擁有多大的宣傳、影響力、以及又有

人能看見這件皇帝贈禮?所以僅提出此馬麟繪製、宋理宗御書的作品，可能又是

一件帶有政治宣傳與暗喻的作品，並且可能便是宋理宗對政治振新的另一個預告

與對文人輿論的回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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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宋理宗御書聖贊﹒序一

，..，...人宋理宗坐像(局部) 伏羲坐像(局部) 帝堯立像(局部)

夏禹王立像(局部) I 商渴王立像(局部) I 周武王立像(局部)

圖表二:宋理宗與伏羲、堯、禹、湯、武王面部比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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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ilJ命 tV'( 第九1m 2015 if 4 川

圖 I: 馬麟， ~伏羲坐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2 馬麟，~帝堯立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馬麟靜聽松風圖卡頁71 、頁 72 。

圖 3 :馬麟， ~夏禹王立像}，國立故宮博物院|閏4: 馬麟，(商湯王立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馬麟靜聽松風圖卡頁73、頁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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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j益統才-贊}到{靜聽松I!ll\ 政治宣傳.兩.f:;Jlj1宗的以 i t((勾 TI:

圖 5: 馬麟， <周武王立像}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馬麟

靜聽松風圖}頁 7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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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6:(宋人宋理宗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固片來源:何傳馨主編，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

文他﹒書畫卷) ，頁 72 。



發{柯:為月1 第九期 2015 年 4 月

圖 7-1 :馬麟， {靜聽松風〉局部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

會， {馬麟靜聽松風圖}，頁 48 。

圖 7: 馬麟， {靜聽松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7-2 馬麟， <靜聽松風〉局部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馬麟靜聽松|圖片來源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

風圖}夾頁。 I 會， {馬麟靜聽松風闆〉頁 64 。

圖 8: 馬麟， {夕陽山水} ，根津美術館藏。

圖片來源:﹒何傳馨主編， {文藝紹興-南宋藝

術與文仕﹒書畫卷}，頁 48 '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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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道統十三贊}到{靜聽松mu 政治宮博 南宋fiR'，;'，的以，it 帥一 iE:

圖 9: 宋理宗書、馬麟畫， {坐看雲起(王維詩

意力，克里夫蘭美術館藏。

圖片來源:何傳馨主編，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

文it:.﹒書畫卷卜頁 39 '圖四。

圖 10 :宋理宗書題馬麟畫， {曹唐小避先詩意圖

(船頭秋色沛，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片來源:何傳馨主編，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

文他﹒書畫卷} ，頁泣，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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