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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巒疊翠》和《倣黃公望山水》來看董其昌的「尚

古」理念與實踐 

From “Layer and Layers of Verdant Hills” and “In Imitation of Huang 

Gongwang’s Landscape” To see “Imitation” in Dong Qichang’s Idea and 

practice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造形藝術碩士班研究生 劉瑞蘭 Liou, Ruei-Lan 

 

 

摘  要 

    董其昌(1555-1636)，明代山水畫家，他從早年開始學習元代黃公望(1269-1354)

的山水畫風，在董其昌的山水作品裡常可見到他以模仿黃公望的山水畫風在進行

創作。董其昌在 38 歲(1592 年)的《重巒疊翠》即是他早期臨仿黃公望筆意所作

的畫卷，他在畫跋上以「峰巒渾厚，草木華滋」來形容黃公望的畫風，他此時的

筆墨技法與黃公望並無太大差異，也無明顯地個人畫風出現。待董其昌於晚年

62 歲(1616 年)的《倣黃公望山水》，可以發現此作品與黃公望 1350 年的《富春山

居圖》在布局章法和山水母題結構上仍相似，然而董其昌在畫中出現放大的墨

點、「直線皴」筆勢、墨色濃淡對比、幾何造型的山石與空間平面化等特徵，卻

都與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呈現大相逕庭。本文藉由分析董其昌在早晚年皆臨

仿黃公望筆意所作的山水作品，進而理解董其昌對「尚古」山水畫的創作理念與

實踐。 

 

 

【關鍵字】董其昌、黃公望、直線皴、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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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古」思潮之興起 

 

歷代中國畫家在創作時，講究技法的師承與汲取前代大師的筆墨精華，畫家

們視學習傳統如同師法造化，皆為創作的動力與靈感來源。在繪畫創作史上提倡

「尚古」意識的，可以首推元代書畫家趙孟頫(1254-1322)所提出的「古意說」，

趙孟頫言：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 

便自謂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 

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1 

 

從趙孟頫的這段敘述中可以看出二個重點 : 第一，「古意」是與「用筆纖細，

傅色濃豔」的畫風相對立；第二，「古意」是一種用筆看似「簡率」，實則上卻

是充滿古人的筆墨技法，因此「簡率」用筆也可以當作是一種汲取前人作品「精

華」的手法，可見趙孟頫是主觀地在組織他的尚古意識。趙孟頫強調「作畫貴有

古意」的思想，也影響了元代畫家黃公望的山水創作，如黃公望在《寫山水訣》

裡就提出： 

 

古人作畫胸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2 

 

黃公望認同藉由臨摹古代名跡來學習古人布局、畫法，其最富盛名的作品是

晚年82歲(1350年)完成的一幅山水巨作《富春山居圖》(圖1)，正是黃公望師承北

                                                      
1
 (元)趙孟頫:《松雪論畫》，收錄於俞崑編:《中國畫論類編(上)》，92 頁，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2
 同註 1，(元)黃公望:《寫山水訣》，6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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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董源(?-約962)而作的山水畫。3《富春山居圖》此圖全景是在描繪江南富春江岸

之景致，整體墨色濃淡層次分明，以淡墨和舒朗直率的「披麻皴」，描繪造型渾

圓厚實的山石，山頂堆疊著許多小石(礬頭)，山腳溪谷間有平坡、房舍與小橋，

前景土坡和遠景山石上皆錯落著低矮、疏密有致的遠樹叢，最遠處山形無皴線僅

用淡墨渲染，其它大面積渲染極少，濃墨多用在點葉和苔點處，顯得林木蔥鬱。 

 

若將《富春山居圖》與(傳)董源《夏山圖》(圖 2)作一比對後，可以發現黃

公望確實參照了董源畫中坡腳多碎石、圓弧平緩的主山體、蒼鬱的遠樹叢，和山

頂多礬頭等特色，惟兩人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夏山圖》的山石皆佈滿了密密麻麻

的「點子皴」，董源用筆隨興但描繪細膩；《富春山居圖》裡黃公望則是以筆筆分

明、書性筆意強的「披麻皴」線條表現山石質感，畫面景緻單純，留空白也較多，

相比之下墨色也顯得舒淡清朗。由此可知，黃公望在仿古創作時對於前人筆墨法

與母題表現皆有一定的研究，但是黃公望其在創作實踐上僅止於「合古人意趣」，

以發展個人畫風為創作目標，而非要求形似古人。 

 

二、明代董其昌的「尚古」思想 

 

董其昌(1555-1636)，字玄仔，號香光，松江(上海)人，在董其昌的習畫歷程

裡與「仿古」是密不可分，元代趙孟頫的「古意說」和黃公望的「合古人意趣」

延續到明代董其昌時形成一套更完備「尚古」思想。許著言於《一超直入如來地

-論董其昌繪畫世界中「仿」的頓悟》一文中提到董其昌的「仿」的理論有三點:

以書入畫乃為士氣、師法古人不求形似、集其大成自出機軸。4筆者再稍作修改

                                                      
3
 本文以下所稱《富春山居圖》，是指《剩山圖卷》與《無用師卷》的合併。 

4
 許著言:《一超直入如來地-論董其昌繪畫世界中「仿」的頓悟》，49 頁，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

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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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補充說明，提出董其昌的尚古創作裡主要的三個觀念： 

 

 (一) 從「仿古」到「變古」 

 

    董其昌高度重視對於古人的傳統與借鑑，在《畫禪室隨筆》裡就曾直言:「學

書不從臨古入，必墜惡道。」5「豈有捨古法而獨創者乎?」6董其昌認為書畫藝術

上的創新都應該要立足在「古法傳統」之上。董其昌藉由身為畫家的優勢在研究

歷代大師的繪畫作品，隨著董其昌書畫創作的日趨成熟，他也逐漸理解出「變古」

的重要性，故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裡才又言道:「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

間物。」7董其昌將仿古的最高境界是放在「變古」，並非是一味地復古，此種「主

觀」的仿古在實質上也算是繼承趙孟頫的尚古意識。 

     

    舉例來說，元代著名畫家倪瓚(1301-1074)的古雅「淡墨」曾深受董其昌的大

力讚賞，董其昌說:「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8「獨倪迂一種淡墨，

自謂難學。」9董其昌將倪瓚的「淡墨」歸類在難以習得的繪畫境界，但是董其

昌晚年在山水畫裡表現「淡墨」時是藉著大量的「濃墨」去襯托，並非遵循著倪

瓚在《容膝齋圖》(圖 3)裡整幅畫裡皆以淡墨描繪的方式。關於董其昌使用淡墨

的成就，清代書家沈曾植(1850-1922)在對於古代的墨法有所考察之後，曾提到用

墨於元代才開始趨向轉淡，但在元人的基礎上將「淡墨」更加發揚光大卻是董其

昌。10由此證明了董其昌正是掌握了對倪瓚「淡墨」進行「變古」方式，自己才

                                                      
5
 轉引自陳傳席:《中國名畫家全集-董其昌》，64 頁，臺北，藝術家出版，2004 年。 

6
 (明)董其昌:《畫訣》，收錄於《畫禪室隨筆》，13 頁，濟南，山東畫報出版，2007 年。 

7
 同註 5，(明)董其昌:《題橫雲秋霽圖與朱敬韜》，頁 83。 

8
 同註 5，(明)董其昌:《畫源》，71 頁。 

9
 同註 5，(明)董其昌:《題沈石田臨倪畫》，101 頁。 

10
 沈曾植:「墨法古今之異，北宋濃法墨實用，南宋濃墨活用，元人墨薄於宋，在濃淡間。香光

始開澹(淡)墨一派。」(清)沈曾植，〈墨法古今之異〉，收錄於《海日樓劄叢》卷八，333 頁，上

海，中華書局，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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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展出「以黑襯白」青出於藍的創作手法。 

 

(二) 以「集大成」為主 

     

    在董其昌的師古信念裡，他是以「集古人之大成」為目標，而非單一地模

仿某家，他在《畫禪室隨筆》裡曾言：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 

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 

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俟宜宗之，集 

其大成，自出機軸。11 

 

董其昌此話點明了畫家在創作時要懂得去「汲取各畫家的精華與特色」，因

為歷代大師之所以成名就在於他有獨創之處，若能適時地掌握住各個古人的優

點，勢必就能創作出完善的繪畫作品，董其昌此觀點也是繼承了趙孟頫對於古法

所進行的一種「簡率」筆意。 

 

關於董其昌的創作方式，美術史家方聞曾提出一套完整的說法，方聞認為

董其昌是在從畫史中擷取每位藝術家最優秀的部分，並加以綜合後再融入自己的

作品，如此創造出來的整體勢必會勝過各部份之總和，同時他也欲用不同於古人

之新的技法原理來基築一種風格。12 筆者認為稱董其昌「新的技法原理」就是在

汲取各畫家的精華與特色之後以「簡率」筆意呈現技法，待下節對於作品進行分

析將得到證實。 

                                                      
11

 同註 5，(明)董其昌:《畫訣》，28 頁。 
12

 見方聞著，李維琨譯:《心印》，189-190 頁，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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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追求「不求形似」的境界 

 

董其昌對於筆墨與物像之間的關係曾提出一套精闢的說法，他說： 

 

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 

東坡有詩約:「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 

餘約:「此元畫也」晁以道詩雲:「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師傳畫外 

意，貴有畫中態。」餘約:「此宋畫也。」13 

 

董其昌話中引用了北宋二位文人畫理論家蘇軾(1037-1101)與晁說之

(1059-1129)的繪畫觀來指出宋元畫風之異，董其昌所要點明的正是宋畫寫實主義

(realism)的再現傾向，與元畫不再那麼重視「形似」強調個性寫意的強烈對比。14

顯然，董其昌認為自己正是繼承了元人「論畫不求形似」的寫意精神。董其昌面

對「師造化」強調「不求形似」的精神，他也延伸到對於「師古」的態度，他是

從宋元歷代山水畫家裡領悟出一種「不求形似」的最高層次，如董其昌說： 

 

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元章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 

不相似。使俗人為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15 

 

董其昌發現宋元的眾多畫家在仿古時都盡學五代董源(?-約 962)的畫風，但

是他們卻又做到彼此「各不相似」的繪畫境界，因此才可以流名於世。 

 

                                                      
13

 同註 5，(明)董其昌，《畫旨》，120 頁。 
14

 見郭繼生:《美術中國》，173 頁，台北，錦繡出版，1982 年。 
15

 同註 5，(明)董其昌:《畫源》，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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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重巒疊翠》來看董其昌早年的「尚古」實踐 

 

董其昌師法黃公望甚早，對於黃公望亦非常推崇常以「元季四大家之冠」

來稱之。董其昌在早年 1592 年(38 歲)的《重巒疊翠》(圖 4)畫跋上以「峰巒渾厚，

草木華滋」一詞來形容黃公望的畫風，董其昌言 :「峰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

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頭陀而以巨然為師者耶。」董其昌此時眼中的黃公望山水

畫具有山巒造形渾雄厚重、草林樹木英華滋潤之特色，此畫跋道出了董其昌對黃

公望山水畫風格的理解。 

 

《重巒疊翠》是一幅以冊頁形式、絹本設色的小幅山水作品，開幅雖小但

山石、流水、房舍、樹林景致皆能精妙入畫，整體畫風「雅麗端正」，用水、用

墨、染色皆潤澤；畫中以淡墨、長披麻皴線畫山石，橫狀苔點，山腳多碎石，重

墨多點染在遠樹叢和苔點等，皆與黃公望在《富春山居圖》中的山水表現形式作

類似，尤其董其昌以書性筆意的「披麻皴」來描繪山石渾厚質感，以及表現出山

林英華茂盛之樣貌，顯示出董其昌此時期所追求的「渾厚華滋」山水是以展現出

黃公望的畫風為標準。 

 

根據董其昌稍晚 1596 年(42 歲)時在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畫跋所言，董

其昌不但收藏過《富春山居圖》，並認為此圖是黃公望山水畫風的最佳代表作，

因此董其昌在臨仿黃公望畫風或筆意時多處參考此作就不足為奇，如董其昌言： 

 

大癡畫卷。…唯此卷規摹董巨。天真爛漫。復極精能。…是子久生平 

最得意筆。…獲購此圖。藏之畫禪室中。與摩詰雪江共相映發。吾師 

乎。吾師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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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畫跋裡有一個重點，就是董其昌申明自己發現了唐代王維(?-761)的雪

景畫和黃公望之間有共通之處，雖然董其昌始終卻未進一步說明他們的共通處為

何，但是筆者根據下列兩個線索，可以得到答案，第一個線索是石守謙在〈董其

昌【婉變草堂圖】及其革新畫風〉一文中，曾經提到董其昌在 1597 年從研習與

唐代王維(701-761)相關之雪景山水畫裡，認為自己找到了潛藏在王維墨染中的筆

勢奧妙，即一種平行而下的「直線皴」，石守謙認為董其昌是以「直線皴筆勢」

來代替山石暗面上應有的墨染。16第二個線索是董其昌晚年在《畫禪室隨筆》(約

1620 年左右寫成)裡，他提出自己從黃公望山水畫裡發現一種「直皴筆勢」，其言: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鈎山外勢形象，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17董其昌認為「直線皴」除了可以用來勾勒山石的外型輪廓，同時更能強調山石

凹凸亮暗變化，這是從黃公望山水畫裡所領悟出。  

 

根據石守謙所提出的訊息和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裡所言，筆者認為董

其昌早年在《富春山居圖》上的跋語提到黃公望與王維的「共通點」，應就是指

兩人皆有的「直線皴」筆勢。董其昌的「直線皴」筆勢，出現在他晚年所臨仿的

黃公望畫風裡，可以從下節董其昌晚年 62 歲(1616 年)的《倣黃公望山水》得到

印證。 

 

四、從《仿黃公望山水》來看董其昌晚年的「仿古」實踐  

 

董其昌晚年 62 歲(1616 年)的《倣黃公望山水》(圖 5)，是他臨仿黃公望筆意

                                                      
16

 見石守謙:《董其昌〈婉變草堂圖〉及其革新畫風》，317 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六十五本，1994 年。 
17

 同註 5，(明)董其昌:《畫訣》，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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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畫卷之一，董其昌分別在此畫中段和末段處題有跋語上，中段畫跋言:「大

癡畫法超凡俗。咫尺關河千里遙。獨有高人趙榮祿。賞伊幽意近清標。董玄宰畫。」

末段畫跋言:「余得黃子久所贈陳彥廉畫二十幅。及展臨。舟行清暇。稍仿其意。

以俟披圖相印。有合處否。丙辰(16161)九日毗山道中識。董其昌。」 

 

從兩處畫跋裡得知此圖是董其昌在舟行之時臨仿了黃公望筆意，而作出此

畫卷。筆者認為董其昌在創作《倣黃公望山水》畫時，多處都參照了黃公望的《富

春山居圖》，因此兩幅山水畫出現許多共通點 : (1)從畫幅形式上來看，二幅皆為

長畫卷。(2)從布局章法上來看，兩幅皆為平遠構圖。(3)從山水母題表現來看，

皆是在表現沙渚河畔、草木茂盛之景致。(4)兩幅皆為水墨山水畫。(5)二幅畫卷

末段遠山延伸的表現手法頗為類似。18 

 

董其昌在畫跋上既言是「仿」古畫，所以《倣黃公望山水》在一定程度上

勢必要與原畫家慣性出現的畫風有所關聯，但是董其昌在畫中卻做了更多的變

化，高居翰在《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中對於董其昌的

仿古習慣曾作出如下解釋:「董其昌極少模仿整幅畫的構圖，較常見的是，他取

古畫之局部，大幅度加以改造，而後將其放入一嶄新的結構之中。…而他所指的

『仿』，不過是構圖類型以及筆墨成規的沿用罷了。顯而易見，這種做法絕非一

般所謂的模仿。」19既然董其昌所指的「仿」並非是一味的模仿，那麼董其昌在

《倣黃公望山水》作品中，究竟做了那些方面的改變？ 

 

筆者認為當董其昌的「仿古」思想實踐於山水畫創作時，整體是以趙孟頫

所提出的「簡率」形式以作為仿古的手段，比如董其昌在《倣黃公望山水》裡就

                                                      
18
見陳韻如:〈明黃董其昌《倣黃公望山水》之畫面解析〉，收錄於何傳馨主編:《山水合璧:黃公望

與富春山居圖特展》，337 頁，臺北，故宮，2011 年。 
19

 轉引自吳監旭:〈創造性模仿在繪畫藝術中的意義-高居翰對董其昌「仿」之闡釋〉，刊於《深

圳大學學報》，第 26 卷 第 4 期，144 頁，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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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黃公望在《富春山居圖》中複雜的遠樹叢和山石數量減少，接著董其昌在遵循

「變古」、「集大成」、「不求形似」的仿古原則之下，將黃公望的《富春山居

圖》進行了多面向的「簡率」： 

 

(一)「墨點」的放大使用 

 

董其昌在《倣黃公望山水》中將樹葉點和苔點明顯地放大了，由其是畫面

右側出現巨大突兀的樹形與樹叢葉，因此《倣黃公望山水》畫中整體點墨的數量

相對來說比起《富春山居圖》減少許多，但是畫面視覺上的重量感卻不會變輕盈；

加上《倣黃公望山水》畫中左側還大量融合了北宋米芾(1051-1107)的「米點皴」

畫法，此為董其昌「集大成」的仿古思想，那麼董其昌為何要將「米點皴」融合

於仿黃公望的山水畫之中呢?這是因為遠景用「米點皴」比起黃公望用淡墨的披

麻皴線描繪遠山，反而更能直接表現出遠處模糊的視線觀感，加上雲霧的大面積

留白也不失為簡率的方式，恰如董其昌所言:「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20

董其昌用雲霧變化簡單又明確地交代了深遠處的景致。 

 

(二) 「直線皴」筆勢的出現 

 

上節提到董其昌晚年在《畫禪室隨筆》裡曾提到自己在黃公望山水畫裡發

現出一種「直皴線」筆勢，21董其昌認為「直線皴」除了可以用來勾勒山石的外

型輪廓，同時更能強調山石凹凸亮暗變化，這是因為董其昌「直線皴」的平行排

列比起黃公望「披麻皴」弧度線的交叉排列，在墨條的繁複重疊上更為緊密結合，

                                                      
20

 同註 5，(明)董其昌:《畫訣》，26 頁。 
21

 同註 5，(明)董其昌:《畫訣》，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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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董其昌簡化了染墨的手續，亦能強調出山石的暗面處和立體感，可以說董其

昌以具有「兼皴代染」特色的直線皴簡化了黃公望「先皴線後染墨」步驟，故董

其昌山石的暗面與亮面才會出現強烈的「黑白對比」，此「直皴線」亦可視為董

其昌對黃公望的披麻皴的進行「變古」後的技法。 

 

(三)幾何造型山石與空間平面化 . 

 

黃公望在《富春山居圖中》的中段處，已經很明顯地懂得使用連續的、獨

立的山腳來表現山石厚度和空間深度，但是在董其昌的《倣黃公望山水》畫中卻

又轉向平面性的空間表現，這是因為董其昌將畫中的所有山石造型都給予簡化和

概念式的造型呈現，與其說董其昌所描繪的景物不重視形似於大自然或是古人

畫，還不如說董其昌是在「不求形似」的原則下，以畫出山石和樹木的「整體大

面積」與「概念式造型」為基準，前者自然驅使畫面空間朝向「平面化」發展，

後者影響畫面多出現方形、圓形、三角形等幾何造型的組合。 

 

五、結論 

 

董其昌 38 歲所作《重巒疊翠》，此時他處於創作摸索階段，所以對於仿古

畫風是站在被動的角色在學習著前人的筆墨技法，並不強調去經營個人畫風。董

其昌在 1597 至 1620 年對於黃公望的山水畫風有所領悟，其創造出「直皴線」筆

勢正是對於黃公望畫風採取主動的詮釋，所以他晚年 62 歲(1616 年)的《倣黃公

望山水》才會出現更多自己的個人畫風。基本上，董其昌晚年對於仿古所進行的

「簡率」手段，是一種汲取前人「精華部分」的手法，因為歷代古法、畫風何其

多，董其昌要能同時兼顧「變古」、「集大成」、「不求形似」的仿古原則談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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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但是它在掌握了「簡率」的原理原則之下，就能精準汲取出古人筆墨之精

華，董其昌在仿古的創作過程中延續了古法生命，卻披上了一層更直率的筆墨外

衣。董其昌的繪畫絕非是一個拼湊古人作品的模仿雜燴，而是在一個全新的結構

中，他將所借用來的古法形式呈現出一次嶄新的作用。22 

 

 

 

圖 1 (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之《無用師卷》(局部)，1350 年，紙本 水墨，33×636.9CM，台

北故宮博物館藏。 

 

 

 

 

 

(元)黃公望，《無用師卷》(局部-畫面中段處放大) 

 

 

 

 

                                                      
22

 高居翰:《氣勢撼人》，轉引自吳監旭:〈創造性模仿在繪畫藝術中的意義-高居翰對董其昌「仿」

之闡釋〉，刊於《深圳大學學報》，第 26 卷，第 4 期，144 頁，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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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傳)(五代)董源，《夏山圖》局部，年代不詳，絹本水墨。 

 

  

圖 3 (元)倪瓚，《容膝齋圖》，年代不詳， 

紙本水墨，74.8×35.6CM，台北故宮博物館藏。  

圖 4(明) (明)董其昌，紀遊畫冊第二開《重巒疊

翠》，1592 年，冊頁 絹本，31.9×17.5CM，台北

故宮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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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明)董其昌，《倣黃公望山水》(局部)，1616 年，紙本 水墨，25.9×340CM，台北故宮博物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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