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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中國畫如果是筆——墨（色）——水的序列落實在骨的審美，那麼現

代中國畫就是水——墨（色）——筆的序列落實在沒骨的審美。顯然，水便是

傳統中國畫與現代中國畫的分水嶺。由於中國畫的形與色可分可合，形、色的

交通與發展，也是水發展所產生的作用。 

 

 

 

 

 

 

 

 

 

 

 

 

 

 

【關鍵詞】水、筆墨、青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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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墨是中國畫的關鍵字，筆本是工具，墨原是材料，工具材料合成方法，即

筆墨法。謝赫六法沒有提到墨，謝氏的《古畫品錄》認為善氣韻生動者皆可被評

為第一品，陸探微、曹不興、衛協、張墨、荀勖五位便是，五位中「唯陸探微、

衛協備該之矣」1。其他三位有氣韻生動而或缺或少五法之他法。這就給後來品評

標準定了調，五法中只要有氣韻生動，都是一品的。當筆法發展到有墨法時，氣

韻生動在筆法、在墨法無可爭議，符合謝氏準則。但問題不那麼簡單，一方面，

筆法無墨材料無從顯示。另一方面，墨法無筆工具也難實施。筆、墨交叉互為成

法，形成一體兩面，那麼筆、墨兩法的提法就存在角度、側重問題。筆、墨有先

後，分合之必然。 

 

在畫中，筆需色、墨顯示，色、墨卻不一定要有「筆」（指筆法之筆）。正

因筆墨可分離，墨才有獨立意義。筆雖依墨，然墨不變，筆則可變。因墨的分離

性，可使墨變而筆不變，也可使墨、筆皆變，此乃氣韻生動在筆、在墨、抑或在

筆墨歷來之爭述。2我們無意加入爭述，只是我們要論述的水在骨與沒骨的作用無

法不涉及筆墨。筆因墨而顯示，墨因水而作用。我們都知道唐已思考與筆同樣重

要的墨的問題，3而筆與墨並重提法產生巨大影響是北宋的荊浩，荊浩的《筆法記》

中涉及墨与色及墨与骨的关系： 

 

夫隨類賦彩，⾃古有能。如⽔暈墨章，興吾唐代。故張璪員外樹⽯，氣

韻俱盛，筆墨積微。真思卓然，不貴五彩，曠古絕今，未之有也。麴庭與⽩

雲尊師，氣象幽妙，俱得其元，動⽤逸常，深不可測。王右丞筆墨宛麗，氣

韻⾼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李將軍理深思遠，筆跡甚精，雖巧⽽華，⼤

                                                
1 謝赫、姚最撰《古畫品錄·續畫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序 1 頁。 

2 林若熹，《中國畫線意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225 頁。 

3 南朝（宋）宗炳《畫山水序》：“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橫墨”是指“繪畫”造型的狀態。同時

代稍後的姚《續畫品》雲：“夫調墨染翰，志存精謹”，“調”、“染”觸及墨法。同是南朝梁元帝蕭繹

《山水松石格》：“或難合於破墨，體向異于丹青。”。“高墨猶綠，下墨猶赬”便是具體的墨法了。唐

王維《山水訣》：“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以明確墨與水成法的要義。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以張

璪、王維為例提出“破墨”法在繪畫的表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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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墨彩。項容⼭⼈樹⽯頑澀，稜⾓無椎，⽤墨獨得⽞⾨，⽤筆全無其⾻。然

於放逸，不失元真氣象。4 

 

在評論吳道子時更是認為：「……筆勝於象，骨氣自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

5正因為筆與墨並重，才有對以筆為重的唐一人獨步的吳道子有不同看法，即對以

往的評判標準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水墨畫在北宋以前，特別是唐水墨畫有了理論

上的支持，更是文人畫在水墨畫基礎上發展的關鍵。那麼與筆並重的墨的「水暈

墨章」與「隨類賦彩」又是怎樣的關係，「興吾唐代」的「水暈墨章」不但可以

「用筆全無其骨」而「用墨獨得玄門」，還可「不貴五彩」而「曠古絕今」。可

見荊氏不但提出墨與筆並重，也認為墨與彩相對。上述在骨（笔）與沒骨（墨）

的關係的基礎上，帶出墨與色的關係，兩對關係同出「傳神」論一源。前論「撞

技與水彩水粉與寫真」論及顧愷之的「傳神」論，其所揭示的是「傳神」必用形，

而形是由神所引示的，任何離神再具象的形都難以表神，「故神制則形從；形勝

則神窮。」我們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畫造型的變化：線是中國畫造型的根本，故

稱「骨」，當線造型發展到被認為形勝時，離形遠的沒骨產生，畢竟誤讀所產生

的對形的追求是第三者影響第一者。6第一者在求神的前提下重形，因而任何越神

的形都不可取，應予以糾正，沒骨造型的寫實相對於以線骨為標準的骨線造型遠

遠不如，即骨線是寫實的，沒骨是非寫實的，此時骨線的中鋒用筆就增加了側臥

皴擦染寫之肉。當色肉之色離線以色貌形而形勝時，離色形遠的墨肉被推舉。對

於以色形為標準的墨來說同樣是非寫實的。 

 

書畫同源若指線條同源，那麼所有古文明皆同，7若指線條的造型用筆同源，

則只有中國的書法與繪畫，且書法筆法影響繪畫筆法，這已是定論。這裡需多言

的是線條早被人類共感共用，造型方面，在有限的條件下把線條發揮至極致，跟

文字相關。春秋時線條被「禮」所用，畫贊用線條描繪著帝王戰相等賢達之人，

                                                
4 荊浩撰《筆法記》，王伯敏標點注釋，鄧以蟄校閱，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5 頁。 

5 同上 

6 觀者、論者還有畫者完成作品后成為觀者，我們統稱為第三者，藉此作品是第二者，作者是第一者。 
7 中國文字最早為“文”，後稱“言”、“字”、“書”。這裡書指文字，接著書指書法。請參閱林若熹

《中國畫線意志》一、智慧與脆弱——線——古文明共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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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期的柏拉圖正在思考線條的美學：「我說的形式美，指的不是多數人所瞭

解的關於動物或繪畫的美，而是直線和圓以及用尺、規和矩來用直線和圓所形成

的平面形和立體形……這些形狀的美不象別的事物是相對的，而是按照它們的本

質就永遠是絕對美的。」8西方繪畫的抽象，無論是里格爾的《風格問題》與沃林

格的《抽象與移情》，還是康定斯基繪畫語言的點線面與蒙德里安幾何彩色構成

的純形式語言都能從中看出柏拉圖線美學的道道來。西方對線條的認知一開始于

對其審美的基礎上，中國對線條的認知卻在實踐應用中不斷的完善發展。在被禮

的應用中，有了「古」、「骨」的縱橫的座標，也就有線造型形態的骨與沒骨。

拙作《中國畫線意志》探究了中國畫線生成是尊從「時空合一」的命題為前提，

其純化出弧線審美原型的思想基礎是「中庸之道」，「至中和」成就中鋒用筆，

從「一筆書」到「一筆劃」，用筆法合自然之法，盡筆勢反映生的運動態勢，求

自我最深層的心靈節奏，合宇宙的生命節奏。總之中國畫線造型並不是為表像，

是為達意，當借達意之象反客為主時，反動之沒骨登場。達意之象反客為主是對

象誤讀的結果，對誤讀的反思使沒骨造型出現，色面沒骨造型之色是最早形成中

國畫的色彩造型語言，那麼何為中國畫色彩？ 

 

《中國畫線意志》曾論述這樣一個問題：人類創作的一劃漫漫的形成語言的

文字、生活用品的圖案、精神表現的繪畫。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從人自身的肢體

開始，文字未形成前，形、色除了人聲及用肢體表達之外是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外，

更是人神交流唯一的媒介。那些用於通神，來之人內在抽象的圖案色彩，因誠敬，

形、色極具裝飾及平面。任何理性的極致便具有裝飾性，而無限理性的表現則是

平面的。初紋身應是在人肢體的文字與藝術，紋身的紋原始字是文（甲骨文： 、

、 、 。金文: 、 、 、 ……），文既有圖騰形、色美感，也有圖說

的文字意義。形、色產生的感知是精神性的，愉悅與否除來之人自身的生理外的

就是形、色了。造型是人的主觀追求，人類求美近乎天性，通神順暢和諧可控的

圖案與亮麗色彩便是其所求。圖案于形，黑最易做到，於色，紅首當其充9。圖案

                                                
8 朱光潛譯，《柏拉圖文藝對話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298 頁。 

9 紅色波長較長已被科學所證，即紅色最容易或最先被看到。也有論者說是跟生命關聯，血是紅色，或火

是紅色，種種都能說明人類用色表現最先是紅色。“赤”字，甲骨文作 ，其演變過程： 。原義

與文相關，女巫展現胴體上的刺青圖騰符號，在祭典的篝火旁邊，除表不穿衣飾外，也表紅色之意，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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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陶器，不管有何他用他途，其求愉悅美的功能了然。 

 

圖案、色彩並沒有必要涉及不美之爭鬥，而是平和與美好。關於生存的利益

問題是屬於物質性的，而美的問題是精神層面的，有如霍布斯的《利維坦》的原

始人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存在於求物質求生存的社會問題。只有求愉悅的

精神層面才有美的產生，因之圖案本身沒有戰爭味，也就沒有功利觀，說明人天

生有美感，至少原始人已有美感。至於圖案有圖騰的含義，那也是精神層面上的。

原始陶器用色極少，初只有黑、紅，說是對自然材料應用的局限，用最純簡的表

現。原始圖畫線條對具象表現顯得缺乏訓練，而對抽象的圖案卻和今人無異。抽

象是人類精神內部機制的產物，而具像是物質外部的從習。我們對外部從習越多，

對應精神就越高，而原始抽象本能離我們就越遠。人類一切認知如果歸為科學的

話，那麼認識之外是藝術的範疇。藝術的表現需要科學的技術，而科學的發展則

需要藝術的假設。從藝術論，一切認知是為了更好的表現，當學習認知越來越多

時，認知往往覆蓋了藝術。色彩本是純形式的，由於認知多了，就有了自然對應

的色相，也就有了對色彩的誤讀，但中國畫色彩仍然是用形式的「貌」、「類」。 

《黔西北彝族美術——那史彝文古籍插圖》《顏色的由來》 ：「用青的顏色，

繪耀日的像；用紅的顏色，繪皓月的像；用白的顏色，把蒼天描繪；用黑的顏色，

把大地描繪。」10很難判定《顏色的由來》的具體時代，只能認為是文字前的口

頭遺存，文字產生後再由文字記錄，固姑妄為史前。顯然，彝族史前的顏色既不

抽象，也不具象，而是符號性的，用色彩的標識指代具體物件，這與伏羲畫卦同，

卦用「━」實線（陽爻）與「⚋」虛線（陰爻）指代天地、男女等。文字形成後，

以文字書寫形成藝術的書法，其理論對繪畫色彩有指導意義。蔡邕的《筆論》認

為：「為書之體，須入其形（形指自然法則，論者注），若坐若行，若飛若動，

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失，若水

                                                
因與通神相關而具有神秘而又神聖的色彩。晉幹寶的《搜神記》是靈異事件，幹寶以史記之，故被正史所

收，《搜神記》開卷就是“神農以赭鞭鞭百草”，“赭鞭”便具有神秘而又神聖的色彩。2000 年發現的浙

江省浦江縣上山遺址的夾碳紅衣陶器距今約 9000 年，是目前發現最早的紅衣彩陶。 

10 陳長友（阿魯舍峨）主編，《黔西北彝族美術——那史彝文古籍插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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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萬象者，方得謂之書矣」。11「入其形」的象徵指代

被認為是書法藝術的基本。這點很重要，我們就基於「入其形」的基本原理來論

證中國畫的色彩體系。 

 

以三處最早而又不同時空的陶器，看最早色彩。1921 年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出

土的陶器，是染坯入窯焙燒而成，儘管溫度沒有後來的瓷窯溫度高（色彩完全變

色），色的窯變還是存在的，從其可考的陶器看，只有紅色與黑色，是赤鐵礦顏

料和錳化物顏料經高溫形成。在此前黃河下游和東部沿海地區的「黑陶文化」，

品類除以上彩陶的底瓶、罐、盒類外，還出現有鬲、豆、簞、簋、杯、甑等，色

彩呈現只有黑色。較上游稍晚的長江以南的幾何印紋陶，陶品主要特點在於幾何

紋圖形，有水浪紋、米字紋、回紋、方格紋、編織紋等，色彩是紅色系的褐色，

黑色系的灰色及白色。以上三例只用到三色，紅、黑、白，嚴格色彩學上，只有

紅色，一般的解釋是受當時所能用的材料技術所限制。沒錯，限制了色彩及色彩

的塗染，但無法限制色彩的指代與象徵。也就是說色彩的象徵及指代與色彩本身

及塗染技術無關，即非色本身固有的意義，而是為表達「理念」，其功用在於美

的傳遞。人類在結繩時代，色除指代表現美外，可能還有其它功能指代作用。後

來的「三統色」「五色說」說明這一點，同樣是象徵指代，其功用在於政治與禮。

對美的追求是在純精神前提下的，而對於他功能文化的指代已具有物質性，而進

入意象。無論其功用在於美，或他功能，都不是色本身的言說，這對於後來中國

畫色彩造型語言的應用是有影響的。 

 

至於諸子百家論道涉及色彩，那只是作為論道的工具，也不是色彩本身。《老

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盲」。「五色」之說，最早見於《尚書·益稷》：「以五

彩彰施於五色。」五于此作多解，後來附會解釋為東南西北中，同樣有全部多的

意思，求道必在「無」的狀態下，若「有」就像多的色彩會使人眼花繚亂，而無

可適從，這點並非否定色，而是指不要多色。「一」有的最少，「一」最接近「無」。

問題是黑是色，赤、青、黃也是色。既可黑，也可赤、青、黃任一色。魏徐幹從

求道的角度批評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

                                                
11 楊素芳、后東升，《中國書法理論經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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歟？」12魏氏完全是道可道非常道的態度。然其「玄黃之色」卻明白無誤地告訴

我們，「一」並不專指黑色。《論語·八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素以為絢」被注為絕世美人天生麗質，對「繪事後素」最

為認可的解釋是：就像畫家修養極高時，畫便能達到惟妙惟肖的境界，就像禮的

修養已成為生命的自然，可以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至於其「惡紫之奪朱也」，可

從荀子論樂可得到答解，荀子：「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人天性喜

樂，樂對人的影響速且深，且有好壞，荀子不像孟子那樣一概而論非樂，而是要

好的樂，就像要看來合禮的五色。從以上論述總結色是象徵指代的符號：第一，

色指代美的符號；第二，色是求道的工具；第三，色是道用，即禮的意指象徵。

色彩的美感，一開始就承載著通神的功用，無論是通神還是求道都難以與人交通，

要到人道的禮時，人與人的交通才成為可能，正因為禮是交通的保證，色的美便

被誤讀為禮。其實在通神求道時，色的美就已被誤讀為神與道。儘管從色本身文

物看，其發達的程度，足以說明美在當時生活的重要及普遍，然在色彩造型語言

未形成時，自然會寄生於其他共識共知，寄生于語言文字、自然形象等等。最早

寄生於語言文字的形態是畫贊，畫贊從史贊來，史贊完全是形式主義的賦體式。

附帶說，畫贊的頌詞，後來演繹成畫的題畫詩、落款。頌詞帶有教化、對道態度

的禮，及當下的思想內容、故事情節。最早寄生于自然形是人自身生存環境及自

然物件。一般認為的純文藝批評始于曹魏，曹丕（187—226）的《典論·論文》有

三個觀點：文人相輕；文章氣質；文章地位。文章氣質影響中國畫最甚，而直接

影響是曹植繪畫功能觀，儘管曹植認為文藝是小道，但有繪畫功能觀： 

 

觀畫者，⾒三皇五帝，莫不仰戴；⾒三季暴主，莫不悲惋；⾒篡⾂賦嗣，

莫不切⿒；⾒⾼節妙⼠，莫不忘⾷；⾒忠節死難，莫不抗⾸；⾒放⾂斥⼦，

莫不歎息；⾒淫夫妒婦，莫不側⽬；⾒令妃順後，莫不嘉貴。是知在乎鑒戒

者圖畫也。13 

                                                
12 魏·徐幹《中論·治學》錄于明代楊德周輯、清代陳朝輔增《徐偉長集》，6 卷。 

13 魏·曹植《畫贊序》錄于《全三國文》，清·嚴可均輯，商務印書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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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明確指出繪畫功能的指代作用。其作用是建立在文化共識，才能在第三者獲

得指代的共鳴。南朝宗炳《畫山水序》有「夫聖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

14從精神層面落實到圖繪層面，是第一者的主觀意識的形「媚」道。具體的造型

原則是「以形寫形，以色貌色」。15「寫」與「貌」是表現手法，用造型之形、色

表現所要表現的形、色。表現的形式儘管來之自然對象形，但不等於是自然對象

形。宗炳把繪畫造型語言分為形的造型語言與色的造型語言。同樣把造型語言分

為形與色是與宗炳同時代（略後）的南齊謝赫。謝赫《古畫品錄序》中的六法有

「應物象形」，「隨類賦彩」，「象」與「賦」同樣是表現手法，而表現手法卻

不盡相同。我們試比較「寫」和「象」，「貌」和「賦」。宗炳的《畫山水序》

論山水毫無疑問，謝赫《古畫品錄序》的六法論，論哪一樣態畫？或以哪一樣態

為主？或泛指？《中國畫線意志》探討論及六法論，認為謝赫在魏晉人物品鑒的

風潮中，產生品評繪畫，而有六法。而當時的情況也能支援「六法」針對人物畫

而論，唐以前人物畫在他畫科中一直居於至高地位，16甚至認為只有人物畫才稱

之為畫（顧愷之的「傳神」論認為有形無神不是畫，有形有神才是畫，人物有神，

山水花鳥無神）。那麼六法可能以人物畫作依託的繪畫品評。果若是這樣，難道

畫形態不同，表現手法就不同嗎？「寫」和「象」對比，「寫」具有宏觀的概括，

「象」則是微觀的追求。當時已有人物畫，山水畫論從宗炳開始（以現有文物論），

花鳥還未形成，人物相對山水是微觀的，依此看，六法從人物畫得出是對的。「貌」

和「賦」對比，「貌」近「象」，「賦」近「寫」，何為對山水形象用宏觀寫，

而對山水色則需微觀貌；對人物形要具體象，而對人物色彩則是情感的規賦？造

型藝術有一條規律：多則規整，少則豐富，山水四季的色相對其繁雜的形是需要

盡可能準確，形形色色的人物色彩相對其不變人形是需要統類能力的。上述的曹

                                                
14 宗炳原著《畫山書序》，王微《敘畫》，陳傳席譯解，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1 頁。 

15 同上，5 頁。 

16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夫畫者以人物居先，禽獸次之，山水次之，樓殿屋木次之。……以人物禽

獸，移生動質，變態不窮，……故陸探微畫人物極其妙絕，至於山水草木，粗成而已。”張彥遠《歷代名

畫記》引述顧愷之：“畫人畫難，次山水，次狗馬，台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張氏認為

“斯言得之”，分明是顧愷之“傳神”論的作用，人物有神，而山水草木、狗馬、台閣……無神，無神難

為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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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繪畫功能論，把人分類定性，就像批判地、富、反、壞、右，以青、綠、黃、

白、紫的高帽。其色的情性可按類別賦彩，反之，不同類別的彩，便能產生不同

的情性。 

從造型藝術的角度論。圖案的抽象是人類精神內部機制的產物，以現時出土

文物看，圖案的成熟及完美近乎天性。具像是對自然外部形象的從習，同樣從現

時文物觀之，能直觀到從不成熟到成熟。因圖案的成熟，使具象從習過程自然應

用著圖案的線條色彩，有的圖案線條、色彩多於自然線條、色彩，有的自然線條、

色彩多於圖案線條、色彩，越古早圖案線條、色彩越居多，例如新石器時代的《彩

陶繪舞蹈紋》（圖 1）、《彩陶缸繪鸛魚石斧紋》（圖 2），戰國的《曾侯乙墓內

棺漆畫之羽人、朱雀白虎》（圖 3）、《錮壺鑲嵌狩獵圖》（圖 4）。儘管後來中

國畫的形與色可分可合，但形與色難以絕對而論，何況色也是形的一種。用圖案

線條描繪自然形象的典型是東漢的畫像石，例如山東嘉祥的《東王公、樂舞包廚

畫像石》（圖 5）、《西王母、歷史故實車騎畫像石》（圖 6）、《樓閣人物車騎

畫像石》（圖 7），漢河南南陽的《河伯出行畫像石》（圖 8）、《人物故實畫像

石》（圖 9）。畫像石隨著時間推移，以及不同地域也在從圖案線條向自然線條

發展。例如東漢江蘇銅山《神農、治水畫像石》（圖 10），河南禹縣《鬥牛畫像

石》（圖 11）。可能是材料問題加速對自然的從習，在畫像磚裡圖案的線條已經

在自然形象中運用得很自然，而使畫像去掉不少圖案感。例如：東漢四川成都《輜

車畫像磚》（圖 12），河南禹縣《獵虎畫像磚》（圖 13），四川大邑《宴飲畫像

磚》（圖 14）。畫像石畫像磚圖案線條與自然線條的發展變化，在他質材的畫中

同樣存在，甚至圖案線條在這種對自然形的運用自然表現中，出現線條本身的寫

性，即用筆率意合度，粗細合理，弧轉合法（合約定俗成的圖案線條的抽象成規），

也就是後來寫意的寫性。例如：2004 年陝西省西安市南郊西安理工大學出土的西

漢墓室壁畫《騎馬狩獵圖（約高 10*寬 15 釐米）》（圖 15），2008 年陝西省西

安市曲江翠竹園一號西漢墓出土的《捧盒婢女圖（約高 85*寬 50 釐米）》（圖

16）、《貴婦圖（約高 130*寬 65 釐米）》（圖 17）、《婢女侍奉圖（約高 120*

寬 90 釐米）》（圖 18）、《捧熏爐侍女圖（約高 125 釐米*寬 50 釐米）》（圖

19），2009 年陝西省靖邊縣楊橋畔鎮楊橋畔二村南側渠樹壕漢墓新出土的《車馬

騎從儀仗出行圖（約高 26*寬 115 釐米）》（圖 20），2003 年陝西省定邊縣郝灘

鄉四十裡鋪村西北東漢墓出土的《車馬出行圖（約高 118*寬 176 釐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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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05 年陝西省靖邊縣楊橋畔楊一村東漢墓出土的《軺車圖（約高 109*寬

171 釐米）》（圖 22）。質材的變化使線自身出現寫性是有道理的，然早在戰國，

1949 年在湖南省長沙市陳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畫人物禦龍圖（高 37.5*寬 28 釐

米）》（圖 23），《帛畫龍鳳仕女圖（高 31.2*寬 23.2 釐米）》（圖 24）就已具

有寫性。這件楚墓圖畫是在帛上作畫，材料優越更能措理好筆線，顯得合理，但

該圖時代比上所述論還要早，這樣看來不合邏輯，更何況該圖是先勾筆線後填彩，

且有漸變分染。地域不同，畫的發展不同，這是地域人文不同原因，即楚文化與

華夏文化不同。楚國的強盛，華夏文明並不認可，在華夏文明看來，楚國屬南蠻。

既然得不到認可，楚懷王自立為王，與周天主分天下。巫在楚大為流行，凡事必

求神占卜，這在華夏文明看來是落後的，屈原的招魂就是表現巫活動。文藝產生

于巫說大有人在，巫是楚辭的搖籃更是沒有人反對。巫所關涉的是人的生命，觸

及靈魂的精神層面，政治、社會意義完全是精神力量所致，與儒的「神道設教」

不同。人類一切共識認知都是人類意志使然，但人類共識認知外，同樣存在人類

的意志。一方面藝術意志為人類提供共識認知，另一方面人類的共識認知又使我

們離藝術越來越遠，被認為落後的楚文化卻更接近純藝術。藝術是一種形式的表

達，純藝術被稱為純形式主義，楚辭的駢文形式正是這樣的形式主義17。形式主

義的楚辭駢文還有另一特點：具有現代符號學意義的象徵指代作用——美人香草

18。依此看，楚藝術比華夏藝術更純粹，魯迅說過這樣的話：「以《古文觀止》和

《文選》並稱，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都一樣地不可輕視。」

《文選》由昭明太子主持編選，顧名曰《昭明文選》，太子蕭統編《文選》是有

                                                
17 古文有兩大類，一是駢文，一是散文。“駢”字本義是兩匹馬拉著一輛車，引申為“並列”、“對

仗”，駢文是一種對仗體的古文。駢文的句式有四字句和六字句居多，故有“駢四儷文”。駢文重形式於

思想內容，故被稱為形式主義。駢文除形式美外，還重視朗讀的節奏感。駢文興盛的時代是在魏晉後，隋

唐之前的南北朝。下文提到的《昭明文選》就是南北朝的形式主義的產物。 

18 戀愛語言是《楚辭》的核心，從社會學意義看，宗教的形式大於內容。《楚辭》形式抽象於戀愛語言，

而落實于美人香草。“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

澧有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

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戀愛用美人香草來寫，《楚辭》甚至把一切

人際關係化約為戀愛關係的美人香草。“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

人之遲暮”、“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

峻茂兮，原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朝織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

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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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目的的。文為小道，古代帝王是政教合一的，與西方的政教分離不同，西方

的皇帝以武為主，文的意識形態由宗教的教主負責，中國皇帝既要主持武的權力

象徵，又要主持文的意識形態。問題是作為儲君的太子蕭統所主持編訂的《文選》

與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有偏差，全然成為 

   
(圖 1)舞蹈紋彩陶盆 高 14.1

釐米，口徑 29 釐米 青

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出

土 

 

(圖 2)彩陶缸繪鸛魚石

斧紋 器高 47cm、

口徑 32.7cm 1978

年河南省臨汝縣

閻村出土 

 

(圖 3)羽人 木胎漆繪 棺側縱

132 釐米 橫 249 釐米  

1978 年 5 月出土於湖北

隨縣曾侯乙墓湖北省博

物館藏 

   

(圖 4)銅壺鑲嵌狩獵圖 戰國銅

質鑲嵌 上格縱 7.3 X 下

格縱 8.5 釐米 中國國家

博物館 

 

(圖 5)東王公、樂舞庖

廚畫像圖東漢石

刻 73cm×68cm 山

東嘉祥宋山村出

土山東石刻藝術

博物館藏 

(圖 6)西王母、歷史故事車騎

畫像石 東漢 畫像石 縱 73X

橫 68 釐米 山東石刻藝術博

物館藏 

  
(圖 7)樓閣人物車騎畫像石 東

漢、縱 73cm、橫 141cm。

1980 年山東嘉祥宋山村出土 

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藏 

(圖 8)河伯出行画像石 纵 46 厘米 横 154 厘米 1983 年

河南南阳王庄汉画像石墓出土 南阳汉画像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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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人物故事畫像石 東漢 縱 94 釐米 橫 92 釐米 山東微山兩城出圖 曲阜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圖 10)神農治水畫像石 東漢 縱

105 釐米 橫不詳 1956 年 4 月

江蘇銅山苗山出土 徐州博物

館 

 

(圖 11)鬥牛畫像石 縱 42 釐米 橫 102 釐米 河南

南陽縣出土 南陽漢畫像館 

  
(圖 12)輜車畫像磚 漢 縱 39 釐

米，橫 46.5 釐米  四川成都

西郊曾家包出土 中國歷史博

物館 

 

(圖 13)烈虎畫像磚 東漢 縱 6.4 釐米 橫 23 釐米 

河南南陽縣出土 南陽漢畫像館 

 

 
 

(圖 14)宴食畫像磚 東漢 縱 38 釐

米 橫 44.7 釐米 1972 年四川大邑

安仁鄉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圖 15)騎馬狩獵圖 西漢（前 206-25）  高 10 釐

米 寬 18 釐米 陝西省西安市南郊西安理工大

學西漢壁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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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捧盒仕女圖 西漢（前 206-25）  高

85 釐米 寬 50 釐米 陝西省曲江翠竹園

一號墓出土 

(圖 17)貴婦圖 西漢（前 206-25）  高 130

釐米 寬 65 釐米 陝西省曲江翠竹園一

號墓出土 

  

(圖 18)婢女侍奉圖 西漢（前 206-25）  高

120 釐米 寬 90 釐米 陝西省曲江翠竹園一

號墓出土 

(圖 19)捧熏爐仕女圖 西漢（前 206-25）高

125 釐米 寬 50 釐米 陝西省曲江翠竹

園一號墓出土 

 

 

(圖 20)車馬騎從儀仗出行圖，新莽，2009

年陝西省靖邊縣楊橋畔鎮楊橋畔村漢

墓出土，陝西考古研究院藏 

 

(圖 21)車馬出行圖 東漢 長 118 釐米 寬 176

釐米 陝西省定邊縣郝灘鄉漢墓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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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軺車圖陝西省靖邊縣楊橋畔楊一村東漢墓 高 109 釐米 寬 171 釐米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藏 

 

  
(圖 23)人物禦龍圖 戰國楚墓帛畫，絹本、縱

37.5 釐米、橫 28 釐米，湖南省博物館（左） 

(圖 24)人物龍鳳圖 戰國楚墓帛畫，絹本、縱

31.2 釐米、橫 23.2 釐米，湖南省博物館

（右） 

 

了「文章之淵蔽」，而《古文觀止》則符合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昭明文選》

產生於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分裂的時期，政治上儒禮意識薄弱，給純文

藝發展以空間，再者蕭統舉文藝大旗實為政治，正是曹丕的「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文藝的純粹就成為正統的胎記。《昭明文選》正式確立「文學」的觀

念，即「人文學科」。但作「文學」這個詞早已有之，例如《論語》講過德行、

言語、政事、文學四大門類。蕭統編訂《文選》，標準就是今天所謂的純文學，

形式美第一。《古文觀止》是清朝所選編，但提倡古文（所謂古文，相對於駢文

反而是今文）的唐韓愈、柳宗元，是反對當時流行的駢文，而《昭明文選》主要

是駢文，故《古文觀止》是反《昭明文選》的，提倡用先秦的散文（散文是先秦

諸子百家文體），散文相對駢文就有應用文的實用性，即《昭明文選》是文體，

而《古文觀止》是文用，站在大眾的角度用的影響歷來大於體，站在精英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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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卻是要務。以上的探討是要說明體用本為一體，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產生發展，

藝術的體用越來越有側重，作為國家所宣導的，即主流落實在側重於用。從體的

純藝術觀之，則純形式優於思想內容。楚墓帛畫出現形式感強的圖案線條的寫性，

是楚文化側重體的純藝術所致。關於色的純形式，越古早越容易見出。 

 

近 30 年漢及漢前的墓室壁畫的出土，有力的支持以上提到的最古早的宗炳、

謝赫的色彩論。1980 年陝西省秦咸陽宮遺址出土，三套車馬圖，每套馬的造型一

眼觀之整齊劃一，細看才能從馬頭、馬腳、馬身上的飾物略有不同，這是多駿馬

拉車奔馳的感覺。馬有棗紅、黃、黑三種顏色，再加馬蹄的白，共四種，由於風

化、剝落，及倒塌堆積的磨損，色已難辨認，更難見出上色法。但馬的嚴整的造

型，對駕車技術所體現馬的步調一致，及馬作為運動生命體所流露的微妙變化，

可以看出畫者的不同凡響的身手及嚴謹態度，這也許是展示在人的皇家宮殿，與

展示在神靈的王侯戰相的墓室的不同所致，儘管墓室壁畫的水準較皇家宮殿差些，

但其方法方式基本還是相同的。我們先來看同時代，1978 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

底 44 號秦墓出土的《漆壺彩繪馬圖(高 22.8*寬 24.2 釐米)》（圖 25）。馬鳥在黑

底上用褐色平塗，馬蹄、馬身飾和鳥頭、鳥勁飾等用金褐色平塗，注意！平塗是

努力一筆一筆鋪陳完成的，用金色線勒，勒的目的也是使一筆平塗的形象造型更

完整，馬鳥邊圈的橢圓線兩邊的勒更能看出勒是為形的完整性。1972 年山西渾源

畢村西漢墓出土的《陶壺彩繪人身獸首圖（高 16*寬 18 釐米）》（圖 26），壺面

塗深藍色，用紅白二色作畫，一筆染成造型，紅色基本無勒，只在人物上身白色

染處，寥寥幾筆朱砂線強調交代形而已。以上壺彩兩例線色關係結論是：先染後

勒。跟教科書上先勾後染再勒有出入，起稿線後來演變成勾畫，是以今猜古的錯

誤。《陶壺彩繪獸首人身圖》在染的面上明顯不在形的勒，而是勾畫。這裡有必

要明晰一下詞名，起稿線是大概形，大概形的具體落實是用毛筆的勾描，染色後

出現形的出入，用毛筆調色最後把形勒定。勾描與勾畫不同，勾描是遵從形，勾

畫是對線形有發揮。勾描應用主要於後來的工筆劃，勾畫應用主要於後來的寫意

畫。染有均勻、有率意。中國繪畫發展是否遵從著先染後勒的線色關係。此外，

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與山西渾源畢村西漢墓兩壺風格明顯不同——寫染見

出，並能佐證楚藝術與華夏藝術的差異，因而不能在不同一時空論長短。1972 年

出土于長沙馬王堆一號西漢墓帛畫已接近後來所謂的國畫。基本還是先染後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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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但有變化，由於形的精細，朱砂、石青、石綠等礦物複筆染增多。青黛、

藤黃等植物色已有分染漸變出現，更值得注意是明暗前後的染法。但一筆染部分

還是強烈清楚。勒除精巧外加進勾的能動，且能動的勾基本是墨線，已與後來文

人畫的寫並無二致，之前也有墨線，但都是色勒的範疇，歸於體面，為體面而獨

立於畫是墨，墨線所賦予的，同時弧線表達形體結構已運用自如。約 1916 年出

土于河南洛陽八裡台的《上林苑鬥獸圖》（圖 27），在染底上勾勒弧直，圓轉有

度的墨線已相當有表現力。關於墨線有表現力的文人畫之寫留後論。1987 年陝西

省西安交通大學西漢晚期墓出土，位於主墓室頂部壁全景圖及主墓室後壁全景圖，

該墓室壁畫特點：1、薄底幾近直接畫在紅磚上著色。2、草率。3、用飽和石色和

明顯的紫色。磚面粗糙使礦物顏料需多方能塗平，固鮮麗，草率使色線錯位，其

一筆染與染面上勾勒一目了然。關於紫色，吳永琪在《秦始皇帝與秦兵馬俑》一

文提到秦始皇墓彩繪兵馬俑上鑒定出的顏料中有合成顏料「中國紫」（矽酸銅鋇）

BaCuSi2O6。19合成色基本是透明的，而石色不透明且覆蓋力強，若線先石色後，

線易於被石色蓋住。以上的實例足以證明是先染後勒，但後來中國畫的發展有兩

個方向，一是與之相反的先勾描後染（工筆），及先勾畫後染（寫意）。一是沿

著原有路線染（寫）後勒（沒骨）。行文至此不得不厘定染與寫。 

 

染與寫在此時期是難以區分的，根本就不可分，之所以分染寫，是後來文人

畫以墨為主的寫，與畫工畫及院體畫的染寫不同。我們把一筆墨稱寫，一筆色稱

染，從色彩的角度此時的一筆寫的墨，還沒有文人畫的概念。墨只是黑色而已，

也有多次的染，特別是晉，但未成法的染只能看作染的複筆。1971 年河北省安平

逯家莊東漢墓室壁畫出土，東漢熹平五年，176 年《屬吏圖》（人物高 66 釐米） 

（圖 28）。人物上面的朱砂色垂幔就是清楚無誤的一筆染，墨色無論頭戴的進賢

冠，還是長袍，都能看出努力的一筆寫，做不到一筆的才複筆。《伎樂圖》（人

物高約 20 釐米）（圖 29）身著黃袍和紅袍的演奏者同樣一筆的染，特別是紅色

朱砂基本是寬筆（側臥筆）一筆染成，這在《侍女圖》（圖 30）領袖處一筆染更

了然清楚。而在《侍女圖》（頭部長約 9 釐米）下的《墓主人坐帳圖》（人物高

                                                
19 “秦俑彩繪的顏色也十分豐富，主要有紅、綠、藍、紫、黃、黑、白等，……顏料的主要成分大都是天

然的礦物質顏料。但是其中的紫色為矽酸銅鋇（BaCuSi2O6），這種顏色為人工合成物，目前在自然界中

尚未發現，它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研製超導材料時偶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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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釐米）（圖 31）卻有不同，可能是主人原因，作為重點從黑冠、紅長袍到人

物頭部、手以及衣領畫法都不一樣，黑冠跟《屬吏圖》（圖 32）黑冠比明顯多筆

寫，朱砂長袍更是在沒有輪廓描線下多筆的染，透過剝落朱砂，斑跡墨色看出是

寬筆用作明暗結構的打底，在接下來論述到的望都墓可得到應證，頭部、手及衣

領是用與鐵線描一樣的細線，特別是鬍鬚，與該墓畫的其它人物比，其它人物在

這些部分也用細線，但跟人物輪廓描線一樣，是如蘭葉描樣有粗細變化。1952 年

河北省望都縣一號漢墓出土，東漢 25～220 年，《寺門卒》（人物高約 84 釐米）

（圖 33）、《門下小史》（人物高約 60～55 釐米）（圖 34）、《賊曹》（人物

高約 60 釐米）（圖 35）、《主簿圖》（跽坐，人物高約 52 釐米）（圖 36）、

《主記史》（跽坐，人物高約 52 釐米）（圖 37）、《門下功曹》（人物高約 76

釐米）（圖 38），其人物輪廓描法相同，著有二色，黃色跟安平逯家莊墓一樣，

透明的植物色，已退色，顯淡，這可能是被識為淡彩的依據，的確直觀像白畫淡

彩。黑色或類似花青的藍色，寬筆黑色一筆寫出衣紋結構，再一筆罩染淡墨或藍

色（退色原因看似淡彩），寬筆寫基本無複筆，墨或藍色染筆還需複筆，在上述

《墓主人坐帳圖》的黑冠紅長袍的染便是如此。 

 

被說成是寫的先行代表是 1976 年河南省洛陽市卻燒溝村西蔔千秋西漢墓出

土的壁畫，確實寫味十足，《女媧圖》（圖 39）、《梟羊圖》（圖 40）、《伏兔

圖》（圖 41）甚至可以看出「蘭葉描」法，而《月輪圖》（圖 42），及 1957 年

同一地方，同一年代，在村東的 61 號墓，位於墓室前堂後室的隔梁前壁《老者

擊掌圖》（圖 43）簡直就是活生生的文人畫，但不能說是文人畫的寫，還是染的

範疇，只能說一筆的墨染已與後來文人畫的一筆寫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因為一筆

染後來演變為沒骨畫，其實中國繪畫一開始就存在一筆的線骨用筆和一筆墨肉

（側臥寬筆）用筆。一筆線骨有白描畫，並為工筆限定色彩外形造型。一筆墨肉

一分為二，一走向寫意畫，一走向沒骨。故沒骨有兩個來源：一從染來；一從寫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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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漆壺彩繪馬 秦 木胎漆繪 壺高 22.8

釐米 腹寬 24.3 釐米 湖北省博物館 

(圖 26)陶壺彩繪人身獸首圖 陶質彩繪 器高 44

釐米 腹徑 26.7 釐米 山西大同市博物館 

  
(圖 27)上林苑鬥獸圖 西漢 磚質彩繪 尺寸

不詳 （美）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 
(圖 28)屬吏圖 東漢（176） 河北省安平祿家莊

東漢墓出土 人物高 66 釐米。 

  
(圖 29)伎樂圖 東漢（176） 河北省安平祿

家莊東漢墓出土 寬 100 釐米 

(圖 30)仕女圖 東漢（176） 河北省安平祿家莊

東漢墓出土 人物頭長 9 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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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墓主人坐帳圖 東漢（176） 河北省安

平祿家莊東漢墓出土 畫高 180 釐米 

(圖 32)屬吏圖 東漢（176） 河北省安平祿家

莊東漢墓出土 人物高 66 釐米 

 

  
(圖 33)望都一號東漢壁畫墓·寺門卒（局部）

（25-220）人物高 84 釐米  河北省望都縣一

號漢墓出土 

(圖 34)望都一號東漢壁畫墓·門下小吏（局

部）（25-220）人物高 60 釐米 河北省望都縣

一號漢墓出土 

  
(圖 35)望都一號東漢壁畫墓·賊曹（局部）

（25-220）人物高 60 釐米 河北省望都縣一號

漢墓出土 

 

(圖 36)望都一號東漢壁畫墓·主簿圖（局部）

（25-220）人物高 52 釐米  河北省望都縣一

號漢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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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望都一號東漢壁畫墓·主記史（局部）（25-

220）人物高 52 釐米 河北省望都縣一號漢墓出土 

 

(圖 38)望都一號東漢壁畫墓·門下功曹（局

部）（25-220）人物高 76 釐米  河北省

望都縣一號漢墓出土 

 

 
(圖 39) 女媧圖（左）、(圖 40)伏兔圖（右）西漢

（前 206-25 年）河南省洛陽市卻燒溝村西蔔千秋

西漢墓出土 洛陽古墓博物館 

(圖 41)梟羊圖西漢（前 206-25 年）河南省

洛陽市卻燒溝村西蔔千秋西漢墓出土 洛

陽古墓博物館 

  
(圖 42)《月輪圖》西漢（前 206-25 年）河南省洛

陽市卻燒溝村西蔔千秋西漢墓出土 洛陽古墓博

物館 

（圖 43）《老者擊掌圖》西漢（前 206-

25 年）河南省洛陽市郊燒溝村東 61 號墓

出土 洛陽古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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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探討認為：中國繪畫的色彩生成具有符號性的象徵、指代與中國文化密

不可分，特別是禮，但對道的求始終不切不離，因而天性的抽象思維所具有純粹

性，體現出純形式的意味，純形式圖像在強勢的儒禮浮沉中生出似是而非的色彩

——文人畫的筆墨。隨著「西畫東漸」，西畫色彩揭開被筆墨籠罩的中國畫色彩，

中國畫色彩再造的道路便有西畫色彩的「瀝青」鋪陳。文人畫筆墨寫意使中國畫

色彩朝著意象的方向，符號化的意象靠的是約定俗成，不大關心「為什麼」的說

理，西畫科學的色彩有清楚的理路，這是中國畫色彩所要學習的，有利於更好的

再造。19 世紀是中國畫色彩再造的開始，嶺南的居巢、居廉在這方面的突出成就

可視為典型，引為例。同樣是誤讀的原因，色彩也存在寫實與非寫實，在二居的

時代，色彩寫實主要受西畫影響，也是中國畫色彩再造的關鍵要素。文藝復興後，

隨著科學的發展，光學對西畫色彩學的影響翻天覆地，使西畫從古典向印象發展，

從固有色（表像）的寫實發展為調性、明度的寫實，即是有實證、科學根據的寫

實。二居形的寫實論者不少，色彩的寫實卻未有之，以西畫印象寫實的標準，的

確有距離，以古典寫實的標準同樣有距離。二居色彩即有古典與印象的寫實成分，

但又不儘然。拙論「撞技與水彩水粉與寫真」論及寫實。中國畫寫實指的是「真」

的寫實，色的表現完全存在於真形的骨線框架內，無論是「寫」還是「貌」，都

屬於「真」的範疇。色彩有非骨線——沒骨獨立的意志，即青綠造型語的產生。

青綠色彩中國畫本有之，青綠造型語言的形成則源於印度佛繪。青綠佛教的符號

含義在中國畫學予以新的解讀，改變的是含義，其象徵、指代的功能意圖則沒有

改變，與中國繪畫原始功能同，只不過其所指代、象徵的與所使用物件多是相類

重疊。青綠造型語言成熟於山水畫科，波及中國畫的他畫科，青綠的礦物性質使

中國畫的他礦物顏料使用功能照應青綠，成為青綠造型語言的泛指。青綠造型語

言就像弧線造型語言一樣，青綠跟弧線本身是抽象的，既可直接跟現實規律聯繫，

也可間接的象徵指代。當骨的弧線被誤讀慢慢地靠近現實的關係，而離抽象形式

的限制遠時，沒骨的青綠出現。當青綠被誤讀慢慢地靠近現實的關係，而離抽象

形式的限制時，沒骨的筆墨再次遺其關係與限制。然筆墨也免其被誤讀，隨後而

來的西畫的寫實看似與被誤讀的筆墨不同，是在寫實的形式上不同，具體的說是

與物關聯的物形不同（即使是傳統中國工筆畫所描繪的物形也不同），但都同是

現實的關係，筆墨成為套路，就完全符號化而成為習以為常的現實。二居沒骨撞

技的出現也同樣有著遺其現實關係的作為，但二居的撞技運用是在尊重筆墨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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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前提下，即筆墨與寫實同是被運用。 

 

撞技最突出是用水作用：水使兩類不同性質的植物顏料與礦物顏料從此有交

通；水在筆限內為肌理造型語言的培育成長作必要的過渡階級段；水不但成就肌

理造型語言，也使筆墨語言有新的解讀。無論是沒骨青綠造型語言從染寫到撞潑，

還是從沒骨青綠到沒骨筆墨，水的使用都是從少到多，從緊到松。水在骨的範疇

的作用是隱性的，水從隱性到顯性便是從骨到沒骨，也即是從形到色是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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