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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吳湖帆(1894─1968 年)為民初著名書畫鑑賞和收藏家，在各類美術史中大抵

直接將吳湖帆歸為「傳統派」，然而在面臨傳統繪畫受到西方寫實主義挑戰的時

代背景下，加上當時新興的藝術表現形式─攝影，對當時畫家的影響當不言而喻，

與攝影家郎靜山為好友的吳湖帆更不例外，作品中便有直接運用攝影或報章雜誌

上的照片創作，因此對於吳湖帆在畫史上的評價，不應忽視來自於時代所形塑的

風格。 

 

    本文首先探討吳湖帆與郎靜山之關係，並以目前所見資料說明吳湖帆生活中

所接觸的攝影情形，尤其郎靜山 1934 年開始發表具中國繪畫美學的集錦攝影，

吳氏對其照片中物象的質感、氛圍、畫面構成別有會心。接著以學界目前對吳湖

帆之繪畫風格研究為基礎，經筆者再次檢視吳氏作品後，概述其風格特色。其後

說明吳湖帆受攝影影響的畫作，包括直接以照片為參考所畫之作與受攝影影響的

畫面構成。 

 

 

 

 

 

【關鍵詞】吳湖帆、郎靜山、集錦攝影、受攝影影響之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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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吳湖帆(1894 年 8 月 2 日─1968 年 8 月 11 日)，初名翼燕，字遹駿，更名萬，

字東莊，又名倩，別署醜簃，號倩庵，其畫多署名湖帆，江蘇蘇州出身。其親生

祖父為吳大根，是晚清重臣吳大澂的兄長，因吳大澂之子夭折，於是將吳湖帆過

繼給吳大澂，並成為兩房唯一獨後，繼承兩邊香火。吳大澂不僅在政治上有傑出

表現，對於鑑賞文藝、書畫詩文皆有研究，更喜好收藏鐘鼎彝器等古文物，並編

撰古文字和書法方面的經典書籍，吳湖帆自小耳濡目染，對其往後的藝術發展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外祖父沈樹鏞，為晚清著名書畫鑑賞和收藏家，足見吳湖帆有

深厚的家學淵源。 

 

    由於家世和才華，吳湖帆於 1930 年代起便聲譽日隆。早年與溥儒並稱「南

吳北溥」，與趙叔孺、吳待秋、馮超然合稱「海上四大家」，後與吳待秋、吳子深、

馮超然合稱為「三吳一馮」，與張大千則合稱為「南吳北張」。 1吳湖帆個人畫風

的形成，主要是依循平時對家中所收藏字畫的體研，其所藏是以元四家為宗的吳

門畫派、董其昌、四王吳惲一脈而來的正統風範，與張大千從石濤、八大的寫意

派入手不同，吳湖帆從「四王吳惲」入手，向上追習唐宋元明之繪畫。 

 

    吳湖帆的藝術創作在各類美術史中大抵直接將他歸為傳統繪畫一類。阮榮春、

胡光華著《中國近代美術史》中強調吳湖帆是名盛一時的「海派畫家」。2李鑄晉、

萬青力《中國現代繪畫史─民初之部》將他歸類為「上海地區，繼承文人畫及綜

合院體畫傳統的畫家」。3張春記《吳湖帆》一書中說明吳湖帆雖自 1924 年至上

海定居，藝術活動大多在此進行，但從其《梅景書屋書畫目錄》收藏的畫作 512

件分析，海派僅收 2 件，占總數 0. 4 %，且吳氏與同他周圍一些畫家在繼承傳統

的淵源上有很大差別，因此認為吳不屬於海派而是「正統派」。4郎紹君在《論中

國現代美術》中，記錄了陳小蝶對中國畫的分類： 

                                                     
1 張春記：《吳湖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32-33 頁。 

2 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代美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9 月)，134 頁。 

3 李鑄晉、萬青力：《中國現代繪畫史─民初之部》(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35-40 頁。 

4 張春記：《吳湖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44-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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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顧麟士為首的“復古派”、以錢瘦鐵、鄭午昌、和張大千為代表的“新進

派”、以劉海粟為首的“美專派”和以吳湖帆、鄭曼青、秋平子為代表的“文

人派”。
5
 

 

郎紹君並認為陳氏所分派別，基本上都屬於「傳統派」，不過各自師承不同而已。 

 

    吳湖帆的藝術成就是否僅止於純粹的傳統派文人畫？在面臨傳統繪畫受到

西方寫實主義挑戰的時代背景下，吳湖帆長期以臨仿古人作品的創作方式，如何

將已內化的傳統結合於該時代的所見所聞？尤其當時新興的藝術表現形式─攝

影，或多或少對當時畫家有所影響。不少畫家也都曾使用攝影器材取景，甚至直

接運用攝影的照片作畫，吳湖帆的創作中便有具體實例。 

 

    目前學界對於吳湖帆的研究，鮮少論述吳氏繪畫受攝影影響，多以對其青綠

山水畫、詞意畫之成就與收藏鑑識的論文為主。6而資料中大多僅提及吳氏晚期

運用照片作畫的兩件作品〈北極冰山〉、〈慶祝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與想像的時

事畫〈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是繪畫題材革新的表現。筆者在此基礎上檢視目前

所蒐集到的吳湖帆作品，認為吳湖帆的繪畫風格，不僅僅止於傳統的國畫面貌，

尤其在畫面的構成上，有不少受到攝影影像影響的佈局，本文試分析吳湖帆的創

作在攝影新興的時代裡，尤其曾和攝影家好友郎靜山共同討論攝影畫面之取捨，

吳氏是否仍然保持臨仿古人的創作模式，抑或其中實已摻入了該時代對自然景物

的處理方式？ 

 

二、吳湖帆與郎靜山之關係 

    欲瞭解吳湖帆畫中是否受到攝影照片影響，得先探討攝影在彼時的發展。攝

                                                     
5 郎紹君：《論中國現代美術》(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 年 8 月)，77-78 頁。 

6 吳氏詞意畫之成就可參考莊逸晴：《吳湖帆及其詞意畫之藝術創作與風格研究》(國立成功大學

藝術研究所碩士，2009 年)。Clarissa Von Spee, Wu Hufan : a twentieth century art connoisseur in Shang- 

hai (Berlin: Reimer, 2008)此書主要從吳湖帆收藏題跋內容評述吳氏的鑑藏成就。劉丹青：《吳湖

帆〈醜簃日記〉與書畫鑒藏研究》(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03 年)，主要梳理吳氏

〈醜簃日記〉所記載的作品鑒藏、友人間的交往活動，認為鑒藏對吳氏繪畫創作頗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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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術從 1840 年代傳入中國後，經過傳播和發展，於 1920、1930 年代成為一門獨

立的藝術。攝影的範疇很廣，它可以是機械式地複印生活、或為新聞報導而拍攝、

或為出版書籍圖冊而拍照等。當攝影躍身為一藝術門類時，它便是一種創作表現

的媒材。蔡元培(1868─1940 年)於《北京大學日刊》所發表的美學的研究方法中，

便間接肯定風景攝影為美術作品；7而在其 1931 年 9 月的〈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

文化〉一文裡，「攝影術」便被明確地劃歸在美術部門，他並認為： 

 

攝影術本是一種應用的工藝，而一入美術家的手，選拔風景，調製光影，與

圖畫相等。8 

 

豐子愷(1898─1975 年)也曾在 1927 年的〈美術的照相—給自己會照相的朋友們〉

中表示： 

 

像繪畫的照相，我名之曰「美術照相」。然美術的照相，其實就是照相的畫

化，所以現在說畫的構圖，也就是說照相的構圖。9 

 

    掌握攝影技術的知識份子，利用業餘的時間進行攝影創作和研究工作，組織

攝影社團，舉辦攝影展覽，出版攝影書籍，目的在將攝影推向藝術舞臺。10而其

中中華攝影學社(簡稱華社)於 1928 年成立於上海，郎靜山便是策劃成立此社的團

員之一。郎靜山(1892 年 8 月 4 日─1995 年 4 月 13 日)，浙江蘭谿人，出生於江

蘇淮陰。其父郎錦堂，為清廷武官，經濟條件不富裕。郎靜山在南洋中學半工半

讀中完成學業，受南洋中學的圖畫老師李靖蘭的啟蒙學習攝影。11在 20 世紀 30

                                                     
7 蔡元培：〈美學的研究法〉，收於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臺北市，臺灣商務，1991

年），501 頁。 

8 蔡元培：〈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收於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臺北市，臺灣商務，

1968 年），626 頁。該文原載於 1931 年 9 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 

9 豐子愷：〈美術的照相—給自己會照相的朋友們〉，收錄於龍熹祖編，《中國近代攝影藝術美學

文選》(天津，人民美術出版，1988 年)，158、162 頁。原載於《一般》雜誌，(1927 年 3 月)，

第 2 卷，第 3 號。 

10
 參見陳申、胡志川等：《中國攝影史》(臺北市，攝影家出版社，1990 年)，151 頁。 

11 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臺北市，雄獅，2004 年)，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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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因「集錦攝影」而享譽世界藝壇。1928 年邀集胡伯翔、黃堅、陳萬裡等同

好在上海成立「華社」。1949 年定居臺灣從事攝影創作，為 20 世紀頗有影響的攝

影藝術家。
12
郎靜山的父親雖為武官，但也喜歡書畫、藝術品、戲劇，從小耳濡

目染的郎靜山，小時也學過書畫，及至往後從事廣告、攝影相關行業，也未忘情

於書畫。 

 

    攝影在 1930 年代已有各種形式的展覽，從幾個人的聯展到具個人風格的影

展，多與繪畫展覽是分開的，但也有畫家與攝影家聯展的形式，如 1935 年《許

幸之(畫家)和吳印咸(攝影家)的聯合展覽》；1936 年《沈逸千蒙古察綏旅行寫生畫

展》中展出攝影作品與寫生畫作。13雖然畫家與攝影家各自舉辦著自己的展覽，

但彼此間的互動交流從不缺乏，尤其當許多藝術家皆往上海聚集發展的 1930 年

代，更是熱絡頻繁。此外，攝影對於當時畫家並不陌生，如張大千於 1931 年隨

張善孖登黃山時，攜去攝影器材，回來後請鄒靜生沖洗曬印三百多張照片，張善

孖還攜與郎靜山討論，後選出十二張作品印成影集。14 

 

    郎靜山與當時上海畫壇之畫家關係密切，並各有特別的情誼。筆者所蒐資料

中，並無記載郎靜山與吳湖帆相識的確切時間點，僅據其遷居住所的時間推測，

應於 1924 年以後。郎靜山早於 1919 年就在上海山東路成立了廣告社，並因近鄰

住書法家曾熙，於 1927 年初識曾熙弟子張大千、張善孖，張氏兄弟又與黃賓虹

同住在西門路，而原居蘇州的吳湖帆則於 1924 年，因軍閥戰亂而逃離到上海並

寓居於嵩山路，與陳子清合辦書畫事務所。由於皆住於附近，他們之間的交往當

不言而喻。如吳氏與張大千對繪畫臨仿、收藏鑑賞的相知相惜，在吳氏的〈醜簃

日記〉15皆可知曉。郎靜山則曾以拍自浙江天臺山的〈臨流獨坐〉（1933）(圖一)

影本，贈予吳湖帆作為畫稿(圖二)，事後吳湖帆也為郎靜山在此幅攝影的詩塘中

題識此事，題云： 

                                                     
12 顧榮軍：《郎靜山之攝影觀》(中國大陸，東華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17 頁。 

13 陳申、胡志川等：《中國攝影史》(臺北市，攝影家出版社，1990 年)，223-224 頁。 

14 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150-151 頁。 

15
 〈醜簃日記〉收錄於吳湖帆著，吳元京審定：《吳湖帆文稿》(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

年 8 月)，3-2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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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天臺山石樑下瀑布景也。四年前靜山兄曾以影本見贈，余用巨然法臨成小

幅，復為靜兄題此，壬午春吳湖帆識。 

 

郎靜山與吳湖帆也曾合作過一幅臨仿倪瓚山水的〈汀樹遙岑圖〉(圖三)，此作前

景的樹石為郎靜山所畫，遠山則由吳湖帆補繪。在郎靜山的《桐雲書屋藏近代書

畫目錄》中，也可發現數幅兩人合繪的作品條目。16 

 

 
圖一：郎靜山，〈臨流獨坐〉，1933 年，

畫家吳湖帆曾以此做為畫稿。蕭永盛：

《畫意‧集錦‧郎靜山》，149 頁。 

。 

 

 
圖 二 ： 吳 湖 帆 ，〈 臨 流 獨

坐〉，1942 年。周修平：《郎

靜山(1892-1995)中國畫意攝

影研究》，94 頁。 

 
圖三：郎靜山、吳湖

帆，〈汀樹遙岑圖〉，

1943 年。蕭永盛：《畫

意‧集錦‧郎靜山》，

148 頁。 

 

三、吳湖帆之繪畫與集錦攝影 

    此部分首先藉由閱讀吳湖帆的〈醜簃日記〉，以期直接得知吳氏生活中所接

觸的攝影情形，並提及吳氏與郎靜山的交往至為關鍵；其次，概述學界目前對吳

氏繪畫風格的分期，從中檢視其可能受攝影影響的畫作主要出現的時期，並於最

後一部份分析探討之。 

                                                     
16
 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臺北市，雄獅，2004 年)，148 頁。蕭永盛書中所提《桐雲書

屋藏近代書畫目錄》，筆者未找到此書，無法更進一步得知兩人合繪的作品條目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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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湖帆生活中所接觸的攝影情形 

    從吳湖帆〈醜簃日記〉可知，生活中現代科技如電影、攝影他都接觸參與過。

如：1933 年 1 月 21 日其妻潘靜淑攜大兒等去看電影《東北義勇軍大戰記》、1933

年 2 月 5 日吳氏與王伯元去巴黎戲院看《空中之王》、又隔天去看《荒島怪人》、

1938 年 5 月 31 日去南京影戲院看貓片等。17而在吳氏鑑藏繪畫方面則常可見其以

攝影照片與同好間討論或借予他人，如 1933 年 7 月 1 日張蔥玉借去〈蜀先生碑〉

金拓本照影、1933 年 8 月 8 日葉遐庵攜來五蒂蓮花照相，索為寫照、1937 年 2

月 12 日與其妻靜淑為預備金危危日18的畫貓稿子，商酌半日最後以大雄貓照片及

舊畫一撲蜨者為定、1937 年 2 月 25 日鍾山隱來借雲林〈汀樹遙岑圖〉照片、同

日張穀年來借惲南田〈攜尊踏雪圖〉照片、1937 年 3 月 4 日祖芝田來，示雲林〈林

亭遠岫圖〉照片，審是真跡，便託人物色之、1937 年 3 月 14 日觀沈家宋拓〈石

鼓〉照相本、1937 年 7 月 2 日吳氏晤鄭逸梅及拍電影家杜宇，杜宇向吳索畫並以

鏡將其作畫過程攝入影片、1938 年 2 月 11 日王季遷與孔達女士來，孔達出示惲

南田畫冊照片兩種、1938 年 3 月 3 日鄭慕康來，取去散盤影片、1938 年 3 月 5

日吳氏同子去拍雲林畫照相、1938 年 6 月 25 日徐邦達向吳氏假去大癡畫影片，

隔日徐氏帶來大癡〈九峰雪霽圖〉照片來予吳氏鑑定等。19 

 

    吳湖帆也將此現代攝影技術運用在鑑定、論證古畫上，十分耐人尋味。他收

藏的元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殘卷，與故宮收藏的〈富春山居圖〉皆為原卷陪

葬火焚中搶救下來的剩餘部分。他用畫卷的縮小照片(縮成百分之五五)，將兩件

拼接。以照片中山景氣韻的連貫，畫卷上火焚的著火點及擴向，連同題跋等要素，

論證兩畫卷拾為同一畫卷分割下的前後兩部。此一鑑識方法被西方學者史明理

(Clarissa Von Spee)形容為「運用了驚人的『現代』技術」。 

 

                                                     
17 參閱吳湖帆著，吳元京審定：《吳湖帆文稿》，17、21、216 頁。 

18 吳湖帆著，吳元京審定：《吳湖帆文稿》，53 頁，吳湖帆於 1937 年 2 月 15 日寫道：「《朝野僉載》

云：金危危日畫貓能辟火。癸從水，酉從金，據云金危危日逢水金日更佳，大約亦無非辟火、

生財、鎮鼠等祓除不詳諸事雲，故前人畫貓者多擇金危危日。」 

19
 參閱吳湖帆著，吳元京審定：《吳湖帆文稿》，41、43、52、55、62、88、193、198、199、2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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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可知，其生活環境中不乏接觸攝影照片的機會，且他更善於運用此技

術於書畫鑑定方面。此外，好友郎靜山對於當時攝影界，可說是重要的推動角色，

且當時各類畫報、畫刊如《良友》、《文華》、《美術生活》與《北洋畫報》等，也

經常可見個人、團體，或是攝影比賽的佳作。而縱使吳氏接觸各式各樣的攝影照

片，或與社會時事相關，或為印刷用的畫作、畫冊，或為畫稿參考的照片，筆者

認為，對其創作較有影響可能的應是郎氏的集錦攝影照片。 

 

 
圖四：郎靜山，〈春樹奇峰〉後 

景照片，拍自黃山西海山脈。蕭

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

138 頁。 

 

 
圖五：郎靜山，〈春樹奇峰〉前

景照片，拍自黃山始信峰頂樹

木。蕭永盛：《畫意‧集錦‧郎

靜山》，138 頁。 

 
圖六：郎靜山，〈春樹奇峰〉，1934

年。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

山》，139 頁。 

 

 

    郎靜山常就教於吳湖帆，吳的外甥朱梅邨在一封致陳懷萱的信中談到： 

 

我舅父和郎靜山經常往來。郎先生是攝影先輩。他偶以所攝風景持來嵩山路，

比較平常，乃因構圖所限止。舅父指出那些可留，那些要添，郎先生即在底

片上下功夫，剪裁後沖洗，奇景即現。隨後，舅父認為不足者，再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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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奇趣……
20
 

 

可知吳湖帆與郎靜山曾一起討論攝影構圖之安排，雖沒確切的圖片指出吳湖帆如

何對攝影的景物做取捨，但可確定的是吳氏對於攝影藝術創作並不陌生，其中提

到「在底片上下功夫」，推知郎靜山請教的應是他在 1934 年時開始發展的「集錦

攝影」，他首次以兩張不同底片中的局部影像(圖四、圖五)合成一張新作〈春樹

奇峰〉(圖六)。 

 

    所謂「集錦攝影」即是以多張底片局部組成一張照片的方法，在暗房放大時

分開感光而成。這與中國傳統繪畫之構圖相似，郎靜山在集錦作法中即自述： 

 

吾國歷來畫家之作畫，雖寫一地之實景，而未嘗作刻板之描摹，類皆取其所

好，而棄其所惡者，以為其理想境界，不違大自然之正常現象，亦為超現實

之理想也。照相則受機械之限制，于攝底片時不能于全景中而去其局部，且

往往以地位不得其宜，則不能得適當角度，如近景太近則遠景被其掩蔽，遠

景太遠則不足以襯托近景，常因局部之不佳，而致全面破壞，殊為遺憾。今

集錦照相適足以補救之，亦即吾國畫家之描摹自然景物，隨意取捨移置，而

使成一完美之畫幅也。21 

 

並認為：「照相要照得像繪畫，繪畫要畫得像照相」、「集錦照相，亦即舍畫面所

忌，而取畫面所宜者而成之也」。22可知，他認為集錦攝影之於中國繪畫理論有相

通的構圖準則。 

 

郎氏的集錦攝影是以中國的繪畫美學為構築基礎，進而表現出別於紙上創作

形式，心境上追求的氣韻生動與中國文人畫家亦無太差異。如陳葆真〈文人畫的

延伸─郎靜山的攝影藝術〉中即說： 

                                                     
20 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臺北市，雄獅，2004 年)，148 頁。 

21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郎靜山百齡嵩壽攝影集》(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1990 年)，9 頁。 

22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郎靜山百齡嵩壽攝影集》，15、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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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郎靜山先生可說是利用「集錦攝影」的方法在製作中國傳統的山水

畫。 

 

文中並認為郎氏以相同幾種母題進行重複組合的集錦攝影，就如同傳統中國

水墨大師一般，反覆著代表個人風格的繪畫語彙。然而集錦攝影和中國傳統繪畫

縱使在創作上的美學相同，但實質上對於觀者來說仍有明顯的差異，前者的圖像

構成元素比起後者，能非常直接地與真實景物連結，後者的圖像則僅到達漫遊想

像的層面。正由於攝影的真實性與繪畫的表現性，有不能被彼此取代的獨特性，

筆者以為吳湖帆在看過集錦攝影的創作後，對於影像的視點與真實性質感之感知，

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於他的山水繪畫當中，因此下一段將先概述吳湖帆繪畫的整

體面貌，再進一部探討其受攝影影響的作品。 

 

(二)吳湖帆之繪畫風格與集錦攝影 

    吳湖帆的創作風格分期，筆者主要參考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的《吳湖帆：

二十世紀上海藝術鑑賞家》(Wu Hufan : a twentieth century art connoisseur in Shanghai)

與莊逸晴的碩士論文《吳湖帆及其詞意畫之藝術創作與風格研究》的分期。史明

理女士主要分三期：吳湖帆早年於蘇州 1894─1924；吳湖帆於上海的鑑賞活動

1924─1949；吳湖帆在共產政權下的生活 1949─1968，23是以吳湖帆寓居地域與

政權交替為分界。而莊逸晴則將之分為四期：累世簪纓家學厚 1894─1923；師古

交遊新風貌 1924─1933；境意兩工臻絕妙 1934─1959；畫壇巨擘倏殞落 1960─

1968。其分期是依據作品風格、生活經歷與受政治迫害之時間點為分界，其中特

別強調其具詞境畫意審美的創作特色。另外，張春紀《吳湖帆》一書中亦分為四

期：初學─1930 年、1930 年─1936 年、1936 年─1961 年、1961 年─辭世，主要

依繪畫特色分期，從臨習古人作品至對青綠設色的啟發；從縝密雅腴的精麗畫風

轉為粗筆寫意的筆墨。筆者參考三人之分期方式，再次檢視吳氏作品，以早期

(1913─1929 年)、中期(1930─1935 年)、中晚期(1936─1953 年)、晚期(1954─1968

                                                     
23 Wu Hufan : a twentieth century art connoisseur in Shanghai 一書中，對吳湖帆分期的原文：Wu 

Hufan’s Early Years in Suzhou, 1894─1924；Wu Hufan’s Activity as a Connoisseur in Shanghai, 

1924─1949；Wu Hufan’s Life under Communist Rule, 1949─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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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劃分，略述其作品風格於後。 

 

    吳湖帆幼時已深受家學濡染，兒時從陸恢(1815─1920 年)摹學花果，而真正

潛心於山水的學習則始於 1913 年，是年 20 歲，初涉四王繪畫，大量臨摹家中所

藏真跡，尤其喜愛董其昌，對宋元繪畫亦有臨習，但並不深入。如 1920 年仿趙

孟頫〈擔書移居圖〉(圖七)、1924 年 臨趙令穰〈水村蘆雁圖〉(圖八)。1924 年江

蘇軍閥齊燮元與浙江軍閥盧永祥開戰，蘇州處於戰火之中，吳湖帆離開蘇州到上

海，交友漸多，且 1929 年赴北京任教育部全國美展常委，眼界開始轉變。 

     

 
圖七：吳湖帆，仿趙孟頫〈擔書移居圖〉32x90.5 公分，1920 年。史樹青主編：《現

代書畫投資-吳湖帆卷》，44 頁。 

 

 
圖八：吳湖帆，臨趙令穰〈水村蘆雁圖〉，1924 年。張春記：《吳湖帆》(石家莊，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4-5 頁。 

 

    中期始於 1930 年，此時中央博物院舉辦古代繪畫展，吳湖帆漸對宋元繪畫

有深入研究，能領悟南北宗青綠山水之特色，並含蘊轉化為自己青綠設色觀。尤

其在 1935 年，故宮藏品赴倫敦參加國際展覽，先於上海舉行預展，吳氏以審查

委員身分負責整理，在此過程中，發現從古畫剝落一指甲大小的青綠碎片，在顯

微鏡下觀察到以石綠和青綠交替烘染的色層竟有七層之多，對吳氏青綠設色創作

有莫大的啟發與影響。此時期作品多為託名臨仿之作，尤其 1930 年時，吳氏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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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臨董其昌山水圖冊〉(圖九)，對董其昌觀察仔細，不論用筆、用墨、線條、

構圖，如出一轍，好友張大千也讚嘆其「直可逼真董畫，真畫家中第一人也」。24  

可見其所下功夫之深。臨摹古人畫

作的同時，吳氏也會不斷地反思臨

摹對象的優缺點，如吳氏嘗言：「董

文敏筆甚健，書畫皆勤敏。但不耐

長卷大軸，往往零星小冊四頁、六

頁者甚多，若巨製率為抓刀」。25其

它臨仿之作如 1931 年仿文徵明的

〈松壑鳴泉〉(圖十)、1935 年仿趙

伯駒的〈柳下人家圖〉(圖十一)等。 
 

圖九：吳湖帆，〈臨董其昌山水圖冊〉，1930 年。張春

記：《吳湖帆》，44 頁。 
 

 
圖十：吳湖帆，〈松壑鳴泉〉，1931

年。史樹青主編：《現代書畫投資

-吳湖帆卷》，28 頁。 

 
圖十一：吳湖帆，〈柳下人家

圖〉，1935 年。李鑄晉、萬青力：

《 中 國 現 代 繪 畫 史 ─ 民 初 之

部》，24 頁。 

                                                     
24
 史樹青主編：《現代書畫投資-吳湖帆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32 頁。 

25 吳湖帆著，吳元京審定：《吳湖帆文稿》，2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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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晚期風格融會運用，筆者以其 1936 年在《美術生活》雜誌封面發表的〈雲

表奇峰〉(圖十二)為起點，代表他不同於先前以臨仿為主的創作表現，開始融會

運用古代各家筆墨且有自己的認知，具主觀創作意識的作品逐漸增多，而臨仿之

作亦不曾間斷。其它代表作如 1936 年的〈海野雲岡〉(圖十三)特殊的構圖，雲霧

成畫中主體，佔了畫面三分之二，山坡平臺從右下以 C 字形向上蜿蜒沒入雲霧

中，尤其吳氏將遠方若隱若現的山體藉由烘染罩上一層淡墨，以突顯前方雲景成

為焦點，頗具現代性的光影表現。1951 年〈魚浦桃花〉(圖十四) 則為吳湖帆青

綠山水畫的代表作之一，構圖採用平遠法，畫法上，山體的披麻皴主要吸收綜合

了董源、巨然、黃公望諸家之法，然其用筆則多了挺勁堅實的力度。可以發現在

此一時期，吳氏的畫作除了傳統的面貌，部分畫作在同一畫面中，並存著傳統與

現代的風格，如前景可能為傳統的樹木、石坡等母題，遠景卻以具有體感厚度的

現代風格表現。 

 

晚期風格面貌多樣，以 1954 年為起始，是年吳氏創作題材直接採用報章雜

誌上的圖片，繪成〈北極冰山〉(圖十五)一作，之後更有 1960 年的〈紅旗插上珠

穆朗瑪峰〉(圖十六)、1965 年的〈慶祝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圖十七)之創新的

 
圖十二：吳湖帆，〈雲表奇

峰〉，1936 年。張春記：《吳

湖帆》，16 頁。 

 
圖十三：吳湖帆，〈海野雲

岡〉，1936 年。張春記：《吳

湖帆》，18 頁。 

 
圖十四：吳湖帆，〈魚浦桃

花〉，1951 年。張春記：《吳

湖帆》，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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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時事題材，(圖十八)即是當時的攝影照片。晚期作品表現上，臨仿式的、追

憶古人心境而造境作畫減少，複雜結構也較少，前中後景關係緊密，不是早期造

形塊面分離繁複、傳統程式化的堆疊，用色有對比的安排如墨與色對立呼應等。 

 

 
圖十五：吳湖帆，〈北極冰山〉，1954 年。袁春榮編輯：《吳湖帆畫集》(上

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年 5 月)，圖第 66 張。 

 

 
圖十六：吳湖帆，〈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1960 年。 

圖片來源：http://image.dfdaily.com/2012/7/16/6347799415386900007 16g1001c.jpg 

 

以上分期，約略理解吳氏繪畫風格的脈絡，從早期、中期到中晚期與晚期的

作品特色看來，可知其早期、中期主要是託為臨仿的創作方式，到了中晚期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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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面貌，才摻入了不同於傳統的畫面構成，受攝影影響的畫作亦主要在此一

時期。在這些畫作中，除非畫上有題記是據照片而作，否則很難肯定某作受到攝

影影響。筆者主要從畫面構成、物象質感氛圍等表現的分析，推測吳湖帆幾件受

攝影影響的可能畫作，或為局部、或為整體。對於深受傳統繪畫美學影響的吳湖

帆，受攝影影像之畫作並不會大量出現於某個時期，反而似不經意卻又細膩地出

現在不同的畫幅中，將於後探討之。 

 

 
圖十七：吳湖帆，〈慶祝我國原子彈爆

炸成功〉，1964 年。張春記：《吳湖帆》，

41 頁。 

 
圖十八：〈歷史上的今天：中國第一顆原子

彈爆炸成功〉。2012 年 9 月 11 日，取自：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42964/5782

5/10201684.html 

 

(三)吳湖帆受攝影影響的作品 

    由前一部分可知，吳氏受攝影影響的作品主要反映於中晚期之後。而受攝影

影響的畫作又可分為兩類說明，其一是有具體照片作為參考，筆者主要以吳氏〈醜

簃日記〉及所蒐資料說明之；其二為可能受攝影影響的畫面構成，主要分析其圖

像、光影、空間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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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照片為參考所畫之作 

    吳湖帆作品中，不乏藉由照片或報紙上的攝影圖片為畫稿之參考對象，而參

考並非如出一轍地描繪，往往加入其思量過後的文人情境表現或重新佈局安排，

筆者大略舉例於後。於吳氏〈醜簃日記〉中，記載 1933 年 8 月 8 日葉遐庵攜來

五蒂蓮花照相，吳索為寫照，26但未見其相關蓮花繪畫中有所題識，無法得知其

畫面表現。於 1937 年因金危危日舊俗而畫〈耄蝶圖〉(圖十九)，作此畫時以貓之

照片為參考畫稿，並為構圖斟酌許久，從畫面中不易察覺與傳統繪畫構圖的差異，

且吳氏運用不同濃度的白粉細膩地梳理出有體感而蓬鬆自然的貓，在寫實為尚的

宋代也不乏相似例子，可推知照片對花鳥動物這類繪畫之構圖影響不大。於 1948

年所作〈阿里山奇景雲海圖卷〉(圖二十)則是吳湖帆看到弟子俞子才從臺灣歸來

所拍的照片，一時興起而作，據圖的左上方題記： 

 

臺灣阿里山奇景雲海，拔海在二千公尺以上空中。戊子(西元 1948 年)春三

月，子才學弟隨教(育)部文物會親往攝取。凡上下途中，二日間經山洞一百

六十又四。歸來出示相片，不覺動餘畫興，乃檢舊楮圖此，即贈子才為此行

留痕。吳湖帆並識。是役同行者為孫邦瑞兄，今日亦來已先歸，未觀屬稿，

又記。 

 

俞子才 1948 年 3 月隨教育部文物會攜藏品由當時在滬的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

徐森玉帶領赴臺灣參加展出。並在臺灣遊覽名勝一月餘，其間登上阿里山，帶回

不少寫生稿和攝影照片。27此作山的結構和形體用筆灑脫，所寫群巒疊嶂連綿起

伏，轉照片之光影為筆墨，筆者以郎氏 1932 年所拍的雲海(圖二十一)為參考，可

於(圖二十二)看到照片對視覺的影響力。其所作不同於 1944 年〈山水手卷〉(圖

二十三)所畫的山水結構，造形變得更趨於真實山巒的自然起伏，而非規律的形

式疊加，如在(圖二十四)大小重複的樹木橫點符號在水岸邊與山上、在(圖二十五)

中景與遠景的山幾乎一致只是往後堆疊。 

 

                                                     
26 吳湖帆著，吳元京審定：《吳湖帆文稿》，43 頁。 
27
 略談書畫的史料價值（2012 年 8 月 10 日）。2012 年 8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jxg1.com/showart.asp?id=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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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吳湖帆，〈耄蝶圖〉，1937

年。張春記：《吳湖帆》，177 頁。 
 

 
圖二十：吳湖帆，〈阿里山奇景雲海圖卷〉，1948 年。張春記：《吳湖帆》，96-97 頁。  

 

 
圖二十一：郎靜山，〈張善孖〉局

部，1932 年，水平翻轉圖片。蕭

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

139 頁。 

 
圖二十二：吳湖帆，〈阿里山奇景雲海圖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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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吳湖帆，〈山水手卷〉局部。 圖二十五：吳湖帆，〈山水手卷〉

局部。 
 

    此外，前面所言 1954 年〈北極冰山〉(圖十五)則是對報章雜誌一些感興趣的

事情進行描繪重現，圖中北極冰山旁水景上有乘輕舟的點景人物，但事實上北極

並不會有此一景象出現，顯然是畫家的想像安插，將中國繪畫中南方水景移至北

極；1960 年〈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圖十六)，則是一幅對時事所表現的題材，

畫上題記： 

 

一九五三年，余曾作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一畫，當時為祝頌祖國躍登高峰，

想像畫之。迄今僅七年，竟成事實，只有在偉大共產黨領導下，在總路線光

輝照耀下，三勇士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方有此空前創舉。開創人類歷史奇

迹。聞之欣然，重寫是圖，一九六 0 年夏，吳湖帆。 

 

雖未提及是否有照片作參考，但從畫面形塑看來，左側天空為灰濛濛的烏雲、右

側天空為鮮橘紅色的雲彩，山的結構形體運用烘托沒骨法渲染出山的體感與量感，

 
圖二十三：吳湖帆，〈山水手卷〉，13X116 公分，1944 年。史樹青主編：《現代書畫投資-吳湖帆

卷》，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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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對西方明暗法的運用，也使畫中呈顯出立體與遠近的距離感，因此筆者認為

此作吳氏應有照片作為參照。1964 年〈慶祝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圖十七)描繪

的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日子，標誌中國國防的現代化和科技事業的發

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當時的報刊上登載了原子彈爆發這一瞬間的盛況，吳湖帆

對此也大為鼓舞感動，幾經實驗後，用他擅長的彩墨烘染暈散手法，重新創作此

照片。在照片(圖十八)與畫作(圖十七)兩相對照下，除了可清楚看見吳氏運用嫻

熟的筆墨將照片中蘑菇雲的煙霧造形、光線明暗的轉折、氛圍經營掌握得恰到好

處外，也是一個例子可說明吳湖帆繪畫中的某些特質，可能從照片領悟或發現物

像真實的質感、體感等，進而影響或改變其臨仿古人創作所習慣的畫面布局與母

題表現。 

 

2.受攝影影響的畫面構成 

    一般論述吳氏山水繪畫之成就多在於其對青綠設色、煙雲氣韻的掌握，認為

其依循青綠山水之法，但又不似傳統青綠的平塗華麗，而較注重濃淡深淺的變化、

畫中墨與色相互協調、交替取勢，並以王原祁之說：「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

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與王翬之說：「以元人筆墨，運以宋人丘壑，

而澤以唐人之氣乃為大成」，28說明吳氏因此而有深刻的感發。然經前一部分探討

吳湖帆與當時攝影友人的交往情形，尤其朗靜山所攝風景多畫意，吳氏往往別有

會心。因此筆者認為，吳氏畫中的雲煙霧氣之表現，其光影質感、布局安排，除

了學習領略自古代名家之作，也不能排除受攝影術啟發之影響，將於後說明吳湖

帆作品中可能受攝影影響的畫面構成之特點，分別從圖像銳利的塊面邊緣、光影

層次的細膩變化、物象遠近的空間關係、前中後景的連結緊密等四個面向說明。 

 

(1)圖像銳利的塊面邊緣 

    由於當時攝影多為黑白照片呈現，視覺上易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郎靜山的〈松

鶴長春〉(圖二十六) 、〈雲擁夕陽山〉(圖二十七)等作，皆可看見清晰的山形輪

廓，在雲霧的影像襯托下，顯得非常醒目。郎氏在 1934 年開始進行集錦攝影創

作，集錦攝影作法是將多張底片經不同程度的感光後合為一張，經人為的加工可

                                                     
28 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南京，江蘇美術出版，2005 年 7 月)，493、3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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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虛實對比更為明顯。吳湖帆的作品，排除臨仿之作不談，多為青綠設色層層

烘染、細膩經營的畫作，表現出沉穩的厚實感，再加上吳氏對物象形體的詮釋，

多以清晰整飭的線條輪廓處理，故吳氏之作往往布局嚴謹且對於色塊之安排亦頗

富巧思。 

 

 

 
圖二十六：郎靜山，〈松鶴長

春〉，1943 年。蕭永盛：《畫意‧

集錦‧郎靜山》，141 頁。 
 

 

 
圖 二 十 七 ： 郎 靜 山 ，〈 雲擁 夕 陽

山 〉，35X27.3 公分，1938 年。陳明

湘主編：《郎靜山攝影》(臺北市，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2011 年)，39

頁。 

 
圖二十八：吳湖帆，〈雲表

奇峰〉，1936 年。張春記：

《吳湖帆》，16 頁。 

 

    以吳氏 1936 年所作的〈雲表奇峰〉為例，最大的色塊是遠景山體的青綠色，

其次為中景、前景，也以同樣的色調但不同的面積大小約略出現在畫面的中段位

置，富有變化。此外，畫中物象形體如樹幹、山坡平面、側面等邊緣皆表現出銳

利的力感，而右上方青綠色向左傾斜近乎 45 度角的山體(圖二十八)，被直接而甚

有份量地安置於畫中，最為醒目甚至不自然，有如集錦攝影，將分佈在它處的景

物透過計劃所作的結合，畫面已不是隨性看到的東西。 

 

(2)光影層次的細膩變化 

    中國傳統繪畫往往透過墨色的乾溼濃淡與線條筆觸來表現物象的明暗立體

感、質感甚至動感，審美焦點不同於與西方講究光影的體感，因此畫面往往僅止

於追求清淡雅逸的風致。攝影能抓住光影稍縱即逝的真實性之特質正與繪畫所呈

顯的風致相反。吳湖帆 1946 年所作的〈瀟湘雨過〉(圖二十九)其款識說明為擬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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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苑(937─976 年)〈夏山〉(圖三十) 、〈瀟湘〉(圖三十一)二圖之法，然經比對以

後，與其說吳氏以精湛的技法再現了董源的風華，不如說此作以現代人的眼界詮

釋並且再創了今日才有的風格。 

 

 
圖二十九：吳湖帆，〈瀟湘雨過〉，1946

年。張春記：《吳湖帆》，63 頁。 

 

 
圖三十二：吳湖帆，〈謝朓青山李白樓〉，

1960 年。張春記：《吳湖帆》，116 頁。 

 
圖三十：董源，〈夏山圖〉局部，約作於 13

世紀上半葉，上海博物館藏。 

 
圖三十一：董源，〈瀟湘圖〉局部，約於北

宋晚年 1100 年左右所作，北京故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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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氏作於 1960 年的〈謝朓青山李白樓〉(圖三十二)在山頂的部分也有異曲同

工之妙，圖中四座山峰各以不同的色系、動勢傳達夏日蓊鬱的生機。即他把握了

雲霧在攝影中光影細膩變化的特質。筆者以郎靜山 1934 年〈坐看雲起時〉局部(圖

三十三)、1938 年〈雲擁夕陽山〉局部(圖三十四)作為參照之照片，可清楚看出吳

氏〈瀟湘雨過〉與〈謝朓青山李白樓〉的局部(圖三十五、三十六)，對山的體感

從右側轉折至左側的烘染經營、與山體塊面面積錯落自然的自然表現，。 

 

 

 

 
圖三十三：郎靜山，〈坐看雲起時〉局

部。陳明湘主編：《郎靜山攝影》，37

頁。 

 
圖三十四：郎靜山，〈雲擁夕陽山〉局部。陳明

湘主編：《郎靜山攝影》，39 頁。 

 

 
圖三十五：吳湖帆，〈瀟湘雨過〉局部。 

 

 
圖三十六：吳湖帆，〈謝朓青山李白樓〉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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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年的〈雲山圖卷〉(圖三十七)前景山脈墨色深沉由左至右橫向鋪展而開，

最右端以五、六筆極為清秀的淡墨作結束，中景一座大山被雲霧縈繞山腰，其水

氣渾厚的雲霧質感亦有如照片所拍攝，而前景最左方的雲層在墨色深重的山體襯

托下，顯得栩栩如生。1953 年的〈夏山欲雨〉(圖三十八)與 1954 年的〈春雨煙

嵐〉(圖三十九)，以郎靜山 1934 年的〈寒林映遠岫〉(圖四十)作參照，除了山與

山之間的氛圍經營、墨色層次錯落自然，又以冊頁小景式畫成，間接表現如照片

般平視的視點。 

 

 

 
圖四十：郎靜山，〈寒林映遠岫〉，28.5X38.9 公

分，1934 年。陳明湘主編：《郎靜山攝影》，44

頁。 

 
圖三十七：吳湖帆，〈雲山圖卷〉，1960 年。袁春榮編輯：《吳湖帆畫集》，圖第 86 張。 

 

 
圖三十八：吳湖帆，〈夏山欲雨〉，1953 年。史樹

青主編：《現代書畫投資-吳湖帆卷》，37 頁。 

 
圖三十九：吳湖帆，〈春雨煙嵐〉，1954 年。史

樹青主編：《現代書畫投資-吳湖帆卷》，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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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象遠近的空間關係 

中國繪畫透視是隨目所及、俯仰自如的，多以散點透視置陳布勢，畫家在觀

察的過程中將所得之印象，以主客、虛實、疏密、高低、縱橫曲折等安排來表示

畫面物象的空間關係。歷代畫論中如北宋李成《山水訣》：「凡畫山水，先立賓主

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佈高低」29、郭熙提出的「高遠、深遠、

平遠」、韓拙提出的「闊遠、迷遠、幽遠」等，但這些畫論旨在強調遊目式觀照

的精神表現，與照片真實景物之空間透視有所區別。 

 

    郎靜山 1933 年〈旭日晨霧〉(圖四十一)之集錦攝影，前景右邊放置一顆巨的

大松樹，與後方一座遠山互為對角呼應，吳湖帆 1956 年〈雲中山頂〉(圖四十二)、

1959 年〈如南山之壽〉(圖四十三)、1959 年〈碧海蒼松〉(圖四十四)，1962 年〈參

天黛色三千丈〉(圖四十五)等也有相似的構成。其中吳氏 1959 年的〈碧海蒼松〉

水面上亮點畫法(圖四十六)頗為新穎，可在郎靜山 1930 年〈金波泛筏〉(圖四十

七)水面波光粼粼的照片中推知吳氏此畫法的可能來源。 

 

                                                     
29 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405 頁。 

 

圖四十一：郎靜山，〈旭日晨霧〉，

27.3X38 公分，1933 年。陳明湘主

編：《郎靜山攝影》，17 頁。 

 

 
圖四十二：吳湖帆，〈雲中山

頂〉，148.5X73.4 公分，1956

年。張春記：《吳湖帆》，183

頁。 

 
圖四十三：吳湖帆，〈如南山

之壽〉，1959 年。張春記：《吳

湖帆》，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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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六：吳湖帆，〈碧海蒼松〉局部放

大。張春記：《吳湖帆》，83 頁。 

 
圖四十七：郎靜山，〈金波泛筏〉，1930 年，浙

江塖縣。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55

頁。 

 

 
圖四十四：吳湖帆，〈碧海蒼松〉，

132X68 公分，1959 年。張春記：《吳

湖帆》，83 頁。 

 

 

 
圖四十五：吳湖帆，〈參天黛色三千

丈〉，1962 年。張春記：《吳湖帆》，

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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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海蒼松〉、〈參天黛色三千丈〉二圖遠山一畫縮得極小、一畫壓得極低，

皆拉開與前景松樹的距離，形成明顯的空間對比，更突顯高聳參天的松樹。這種

空間的對比也常在照片中看到，如郎靜山〈林隱歸人〉(圖四十八)、〈枯庭秋色〉

(圖四十九)等，尤其吳氏 1963 年〈砥柱中流〉(圖五十)一圖，幾乎與〈枯庭秋色〉

照片相似，雖然資料上郎氏的〈枯庭秋色〉作於 1984─1994 年，但不可否認的

是吳湖帆創作出過去傳統山水畫鮮少會出現的構圖，如鏡頭般的取景角度。 

     

 
圖四十八：郎靜山，〈林隱歸人〉，1933

年。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 

77 頁。 

 

 

 

 
圖四十九：郎靜山，〈枯庭秋色〉(局部)，23X36.6 公分，

1984-1994 年。陳明湘主編：《郎靜山攝影》，70 頁。 

 

 
圖五十：吳湖帆，〈砥柱中流〉，53X79 公分，1963 年。袁春榮編輯：

《吳湖帆畫集》，圖第 89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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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表現手法也可在吳湖帆其它畫作中看到，如〈松風雲海〉(圖五十一) 、

〈廬山仙人洞〉(圖五十二)、〈松壑流泉〉(圖五十三)、〈華山摩耳崖〉(圖五十四)

等。此外，吳湖帆 1954 年〈山倚雲起〉(圖五十五)、〈石壁過雲〉(圖五十六)空

間表現則可參照郎靜山的〈雁蕩鳴春〉(圖五十七)一景。 

 

 
圖五十一：吳湖帆，〈松風雲

海〉，90.5X45.5 公分，1940 年。

史樹青主編：《現代書畫投資-吳

湖帆卷》，105 頁。 

 
圖五十二：吳湖帆，〈廬山仙人洞〉，

122.2X69 公分，1964 年。張春記：《吳

湖帆》，185 頁。 

 

 
圖五十三：吳湖帆，〈松壑流泉〉，1959 年。張春記：《吳

湖帆》，1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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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四：吳湖帆，〈華山摩耳崖〉，35.2X51 公分，1953 年。史

樹青主編：《現代書畫投資-吳湖帆卷》，65 頁。 

 

 
圖五十五：吳湖帆，〈山倚雲起〉，1954 年。張

春記：《吳湖帆》，142 頁。 

 

 
圖五十六：吳湖帆，〈石壁過雲〉，24.4X28.8 公

分，1954 年。張春記：《吳湖帆》，140 頁。 

 
圖五十七：郎靜山，〈雁蕩鳴春〉，1941

年。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

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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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中後景的連結緊密 

    西方繪畫對於透視法的運用在於呈現一個平面上所有物象之間的空間向度

關係，在觀賞西方繪畫時，大多可依循物象所擺放的位置推知畫家所採用的透視

法則；反觀中國繪畫的表現，山水樹石往往重疊數層，或以雲霧微茫縹緲時顯時

隱之，故景物出現在畫裡之空間可以是無限的。在吳湖帆的臨仿創作中，也可見

如前所述的傳統中國繪畫表現，如仿王蒙筆的〈山居友瀑〉(圖五十八)、仿趙孟

頫筆的〈趙松雪春山情靄〉(圖五十九)、仿董北苑筆的〈漁浦桃花〉(圖十四)等，

皆是由下往上層層堆疊，且前中後景的用色、用墨分量相近。除了樹有大小之別

外，因母題造型相近，在視覺上，前方山石與後方遠山似乎是在同一個平面上，

恰如德國學者雷德侯所言，畫家往往把母題作為模件來對待，尤其文人畫家佈置

景物之時，多遵循模件化的原則行事。30 

     

 
圖五十八：  吳湖帆，〈山居友

瀑〉，107.8X48.6 公分，1938 年。

張春記：《吳湖帆》，130 頁。 

 
圖五十九：吳湖帆，〈趙松雪春山情

靄圖〉，135X68 公分，1948 年。張

春記：《吳湖帆》，94 頁。 

 

                                                     
30
 ﹝德﹞雷德侯著，張總等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和規模化生產》(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 12 月)，263-2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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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吳湖帆的其它畫作中，卻也有較為特殊的山水面貌，如 1958 年所

作的〈浙東小景〉(圖六十)、〈廬山小景〉(圖六十一)、〈黃山翡翠池〉(圖六十二)

等，畫面所取的景除了拉近以外，複雜如立軸式的堆疊結構也較少，前中後景關

係緊密，也可察覺畫家利用墨色濃淡、寒暖色彩表現同一水平視點上的深度感、

體感、量感，而不是早期造形塊面分離繁複之貌。在 1951 年〈石壁飛虹〉(圖六

十三)與 1964 年〈雙松疊翠〉(圖六十四)的遠景，充滿迷濛的空氣分別占了畫面

的三分之一與二分之一，從上方流出一若隱若現的瀑布，光影灰濛濛的氛圍(圖

六十五、圖六十六)恰若郎靜山〈山中幽亭〉(圖六十七)、〈松留千歲鶴〉(圖六十

八)、〈烟波搖艇〉(圖六十九)照片中的景物質感。雖目前未見直接證據指出吳氏

一些較為特殊的畫風是否曾受攝影影響，但攝影或許可作為其畫風轉變與創新的

一個可能因素。 

 

 
圖六十：吳湖帆，〈浙東小景〉，1958 年。張春記：《吳湖帆》，

149 頁。 

 

 
圖六十一：吳湖帆，〈廬山小景〉，1958 年。張春記：《吳湖

帆》，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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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十二：吳湖帆，〈黃山翡翠

池〉，1958 年。張春記：《吳湖

帆》，147 頁。 

 

圖六十三：吳湖帆，〈石壁飛

虹〉，1951 年。袁春榮編輯：

《吳湖帆畫集》，圖第 41 張。 

 
圖六十四：吳湖帆，〈雙松疊

翠〉，1964 年。張春記：《吳

湖帆》，184 頁。 

 

 
圖六十五：吳湖帆，〈石壁飛虹〉局部。 

 

 
圖六十六：吳湖帆，〈雙松疊翠〉局

部。 

 

 
圖六十七：郎靜山，〈山中幽

亭〉局部，40X32.4 公分，20

世紀。陳明湘主編：《郎靜山

攝影》，73 頁。 

圖六十八：郎靜山，〈松留

千歲鶴〉。蕭永盛：《畫意‧

集錦‧郎靜山》，141 頁。 

 
圖六十九：郎靜山，〈烟波

搖艇〉局部，50X39 公分，

1950 年。陳明湘主編：《郎靜

山攝影》，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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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吳湖帆的繪畫創作，雖承自傳統，但不為古所囿，且吳氏生性豪爽、待人友

善、結識了許多藝文界的友人，包括收藏家、書畫家、篆刻家、攝影家、戲劇家

等等，友人間彼此切磋藝事、論畫鑑賞，眼界因此而不斷提升。一般評述吳氏畫

作之成就多在青綠山水、臨摹與繼承古人之畫理、畫法，加上在鑑藏過程中逐步

理出山水傳統體系，而能夠從面貌豐富的各家畫法融會貫通而成一己之面貌，對

雲氣、霧氣的渲染尤其表現得靈動脫俗，為人所推崇。然這些成就實不僅限於傳

統的濡養，再探討吳湖帆的創作，具體而言，不應忽視來自於時代所形塑的風格。 

 

    創作風格隨時代而轉變，時代新了，自然美也新了，意不得不新，意新了，

自然美的處理方式也不得不新。31畫家的個人特色繫乎於其生活中所接觸的人事

物，吳湖帆早期雖不斷對中國傳統繪畫臨仿學習，但當他搬遷至上海後，交遊廣

闊，繪畫面貌也隨之而變。在 1930 年代攝影被歸入美術的範疇中，攝影成為一

門藝術，想必當時的畫家也多少對攝影藝術有所感想。和吳湖帆為好友的郎靜山

說： 

 

藝術的意思就是要改進自然。這種改正和潤色的企圖就表現在畫家的工作裡

面，現在我集錦攝影所做的也是一樣。32 

 

郎氏採用仿國畫式章法作為攝影藝術創作，源自自身文化背景的薰陶，而攝影是

屬於西方外來的物質，對受傳統及家學影響深厚的吳湖帆來說，已有既定的審美

品味，當很難改變原有的畫風，實則不然，從本文探討其可能其受攝影影像的畫

作來看，吳湖帆對體感的掌握、氣韻光影的烘染營造及空間的構成等，皆透露出

吳氏那不囿於傳統的胸襟與眼界。吳湖帆的繪畫與攝影照片的關係，尚乏更深入

的比對，但卻是一個可讓筆者重新思考近代畫家作品特色的可能面向。 

 

                                                     
31 伍蠡甫：〈中國古代山水畫對自然美的處理〉收於邵琪、孫海燕編《二十世紀中國畫討論集》(上

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 7 月)，175-176 頁。 

32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郎靜山百齡嵩壽攝影集》(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1990 年)，17 頁。 



                                                     郎靜山的攝影對吳湖帆繪畫之影響 

205 

參考資料 

書籍 

 袁春榮編輯：《吳湖帆畫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年 5 月)。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臺北市，臺灣商務，1968 年)。 

 郎紹君：《論中國現代美術》(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 年 8 月)。 

 龍熹祖編：《中國近代攝影藝術美學文選》(天津，人民美術出版，1988 年)。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郎靜山百齡嵩壽攝影集》(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1990 年)。 

 陳申、胡志川等：《中國攝影史》(臺北市，攝影家出版社，1990 年)。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臺北市，臺灣商務，1991 年）。 

 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代美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9 月)。 

 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 11 月)。 

 李鑄晉、萬青力：《中國現代繪畫史─民初之部》(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2001 年 10 月)。 

 高木森：《中國繪畫思想史》(臺北，三民書局，2001 年 8 月)。 

 張春記：《吳湖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吳湖帆著，吳元京審定：《吳湖帆文稿》(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

年 8 月)。 

 史樹青主編：《現代書畫投資-吳湖帆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 

 顧海音、佘彥焱：《吳湖帆的藝術世界》(上海市，文匯出版社，2004 年 8 月)。 

 蕭永盛：《畫意‧集錦‧郎靜山》(臺北市，雄獅，2004 年)。 

 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南京，江蘇美術出版，2005 年 7 月)。 

 ﹝德﹞雷德侯著，張总等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和規模化生產》(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 12 月)。 

 吳嘉陵：《清末民初的繪畫教育與畫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6 年)。 

 邵琪、孫海燕編：《二十世紀中國畫討論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 7 月)。 

 Clarissa Von Spee, Wu Hufan : a twentieth century art connoisseur in Shanghai (Berlin: 

Reimer, 2008) 



2012 造形藝術學刊 

206 

 陳明湘主編：《郎靜山攝影》(臺北市，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2011 年 6 月)。 

 

期刊 

 逸士：〈吳湖帆藝事叢談〉，《書畫家》(1984 年 3 月)，第 74 期，14-33 頁。 

 李俊傑：〈吳湖帆的收藏軼聞〉，《大雅藝文雜誌》(1999 年 2 月)，第 1 期，67-70

頁。 

 張立行：〈吳湖帆‧詞人風采少人知─「佞宋詞痕」現身‧展露文藝全貌〉，《典

藏古美術》(2002 年 8 月)，第 119 期，108 頁。 

 陳葆真：〈文人畫的延伸─郎靜山的攝影藝術〉，《故宮文物月刊》，(2003 年 1

月)，第二十卷，第十期，42-57 頁。 

 黃戈：〈漫施朱粉堆金碧—吳湖帆山水畫設色風格生成管窺〉，《江蘇教育學院

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3 期，88-92 頁。 

 孔令鳳：〈吳湖帆的收藏與鑑賞〉，《齊魯藝苑》(2007 年)，第 3 期，22-25 頁。 

 孔令鳳：〈從師友、交遊看吳湖帆的化學淵源〉，《藝術百家》(2007 年)，第 1

期，59-61 頁。 

 賈麗：〈以色揚境—吳湖帆設色山水畫中色彩的處理〉，《中國教師》(2009 年)，

第 2 期，305-306 頁。 

 

論文 

 劉丹青：《吳湖帆〈醜簃日記〉與書畫鑒藏研究》(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碩

士論文，2003 年)。 

 周修平：《郎靜山（1892-1995）中國畫意攝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洪芳琪：《郎靜山《集錦攝影》系列文人山水畫境之探究》(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莊逸晴：《吳湖帆及其詞意畫之藝術創作與風格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

究所碩士，200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