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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M E N T

温故知新——金绍城的传统绘画观

■余雅汝（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金绍城是 统绘画或国画寄寓传统文化精神、
保存国 淡远一路，与从前油画之缜密者不同，特 度 之 低 ，美 术 之 不 发 达 亦 其 原 因 之

以传统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金氏自 粹精华的价值。这也是它的特殊精神之 与中国之画相近。
“
”新者皆以粗枝大叶见 一。……如广设美术学堂以诱掖之，
于改

谓“我曾经到西国学过画，而今仍守着 所在。正因为具备这种特殊精神，
传统绘 长，
甚或以模糊取致，
如八大山人、
石涛和 良社会实有裨益，
而知者盖鲜’
，
予深服膺

中国画”
（《中国画学》），纵观他的一生， 画才能因时代所趋而光明而进步，
历经数 尚一派者，盖一变从前精湛严整之习。” 斯言。
”
严复这一言论与蔡元培后来《以美

虽然处于革命思想日趋渗入美术领域 千年而未消亡，
且始终占据正统地位：
“凡 （
《十八国游历日记》
）金氏认为，
按照艺术 育代宗教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主张用

的 时 代 ，且 自 小 成 长 于 开 明 洋 化 的 家 百事业，既在社会上有一种地位，必然具 进化论的观点，中国画是进步的，故而国 美术教育民众、改造社会。金氏的“服膺

庭，并曾两度游历西方，长期接触西洋 有特殊之精神，
始能磨练而光大之。否则 人不必有“见西人油画之工动诋中国之 斯言”，正体现了其传统艺道观的时代转

绘画，但无论个人的绘画实践，还是艺 以口舌之长，宣传鼓吹无真实之精神，未 画”的偏执之见。此外，从非本体论的角 化。其次，
金氏对传统绘画史做了重新清

术活动（如倡设古物陈列所、创办中国 有能历久不败者。
”
（
《画学讲义》
）由此，
金 度，
中国画品装置轻便，
易于移动携带，
便 理。他一改前人按着一个一个画家叙述

画学研究会、发起中日书画联展等），他 氏提出应保存、
发扬国粹，
批判了以
“艺术 于赏玩，且随时进步，较西洋画装置更胜 的方式，根据绘画的变革情况，将画史分

始终站在守护者的立场，不遗余力地坚 革命”
“艺术叛徒”
之名，
争奇竞新，
抛弃传 一筹。基于以上种种认识，
金氏对于中西 为三个时期：第一为上古至汉，画无所
守、弘扬传统绘画。

统绘画的做法。

绘画的总体态度是：
“西画固不可不知，
但 见；第二为晋至于元，为画学全盛时期，

其次，金氏对于传统绘画的认识，是 不必去仿效。
”
（
《中国画学》
）

金氏身上所呈现的矛盾，
固然由于传

统文化的深厚影响力，
而更主要的则应从 置于中西比较的视野之中的。金氏长久

其中尤以宋元为登峰造极；第三，明代及

最后，
金氏对于传统绘画的认识也打 今 ，画 道 衰 落 ，渐 至 于 末 流 。
（《北 楼 论

其画学思想探源。金氏的画学思想，
集中 游历英法，
兼研究洋画，
发现
“泰西艺术倾 上了时代的烙印。首先，
他用
“美术”
的观 画》）金氏对绘画史的这一梳理，主要与

体现于《画学讲义》
《北楼论画》
《藕庐诗 于物质至上主义，
确信不及东方理想之高 念对传统绘画进行阐发。
“画，美术也，应 民初史学思想进步，重新认识与清理文

草》
《十八国游历日记》等论著，涉及传统 深”
（渡边晨亩《悼词》
），而且世界各大重 从美字着想。
“
”美术二字，
顾名思义，
其为 化与艺术问题有关。当时受日本学者研

画学的方方面面，
大致可用中国画法研究 要博物馆与美术馆，
莫不以收藏中国文物 术也，
舍美外何所求？
”
（
《画学讲义》
）接着 究影响，国内先后涌现了一批绘画史著

会的宗旨“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来总结， 为尚，可见“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 论述了美的古茂、
苍润、
秀逸、
荒寒的四种 作，如姜丹书《美术史》
（1917）、陈师曾

而这种主张的形成，
主要肇基于他的传统 然，
世界钦佩”
（
《画学讲义》
），
认为国人应 境界。众所周知，
“美术”
属于全新的话语 《中国绘画史》
（1922）、潘天寿《中国绘画
绘画观，
即对传统绘画的认识

该深具自信心。在参观欧美各大博物馆、 系统，
它来自于清末有识之士对日本翻译 史》
（1926）等。金氏的绘画史分期，虽然

首先，
金氏对于传统绘画的认识是基 美术馆的过程中，他观察到“中国诗画家 词汇的借用，
随着西方思想以及西画急速 较简略，但也可视为时代风气影响下的

于传统艺道观的。在其看来，
绘事不仅是 长于别择，
西人诗画家长于包容”
的区别， 进入中国，
而被希望重新解释艺术的知识 认识突破。而根据各时期绘画发展的不

文人游戏遣兴的工具，
是个人情思才智的 认为中西画各有所长。而在画法上，
金氏 分子运用。金氏将传统绘画置于美术的 同特点，金氏提出了取法乎上，以宋元工

反映，还是“载道”的途径，能够起到教化 看到了西画精工的一面，认为“西法之油 视野，显示他对新知的一种接纳。此外， 致严谨一派为正脉的主张，试图用宋元

生民、改良社会的作用，这与前人看法一 画实开中国画学中未有之境界”，另一方 对于当时流行的美术改良社会的观念，
他 的优秀传统以矫正明清以来中国画学出

脉相承。所不同的是，金氏处于清末民 面也注意到西画有汲取东方美学，
渐朝着 也是认同的。如他曾在《十八国游历日 现的弊病，谋求中国画的更好发展，以抗
初，面对西方异质文化，更能深刻理解传 简易淡远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新画日趋 记》中写道：
“（严又陵）又谓‘中国社会程 衡西方绘画的冲击。

折枝花鸟画随想

■王林燕（中国美术馆）

折枝花鸟画，是以一段花卉草木，或

方的古典主义、西方现代、后现代观念逐

配以禽鸟而形成的一种花鸟题材的传统

渐消解，
但是折枝花鸟画有它的辉煌的时

绘画方式之一，
与
“清供”
“
、丛艳”
“
、全景”

期，
对当今的花鸟画的创作仍然具有借鉴

其它花鸟画形式同时存在。在两宋时期，

的价值。

折枝花鸟画形成了其独有的固定体式，
继

经历了文人的笔墨实践，
折枝花鸟画

而上升为一种
“既有图式”
，
最终成为一种

逐步上升为一种绘画程式法则。最早出

文人“状物写心”的程式。而折枝的程式

现了
“竹谱”
及
“梅谱”
，
若将画谱的程式熟

本身对中国花鸟画的传承具有一定的价

南宋 佚名 折枝花卉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值和意义。本文尝试从美术史的角度讨

记于胸，
画家将不需要借助客观物象就可

以进行创作活动，
甚至可以
“振笔直遂，
以

论折枝花鸟画的出现、发展，后走向多元 卉这个图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 期，
对于花鸟画的创作已经不仅是所谓的 追其所见”；后来竹梅画谱又带动了其它

的演变过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折枝花鸟 清初
“没骨”
折枝花鸟画的风行，
创造性地 士大夫情怀的一种体现，
绘画的功用和目 杂花折枝画谱，例如成书于清代的《芥子

画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形态和形态背后蕴 恢复和发扬了宋代折枝花卉的图式，
它一 的的转变使得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得到进 园画传》的折枝花鸟部分。它作为一种古
含的原因、
背景。

方面承载着精英开创的文化观念和审美 一步强化。具有现实主义的全景式花鸟 典规范，体现了中国绘画传承的独特性，

文中借宋代理学中“理一分殊”这一 风尚，又将其通过器物援入百姓生活，从 画逐渐取代了折枝花鸟画而成为主流。 西方绘画主要是模仿现实，
中国绘画则是

命题来阐述折枝花鸟画中“以小见大”的 而形成整个社会的观念和审美格局。另 与此同时，
花鸟画的绘画语言也发生了转 在似乎模仿程式中创造高度提纯加映心

审美观念。
“画者，
文之极也”
，
在中国绘画 一方面，文人画家的主体意识高涨，他们 换，
折枝花鸟画也有其
中国传统的全景花鸟画也在与西方的 象的艺术语汇。然而，

史中，
大部分文化形式体现着文人精英的 藉
迷信画谱的结果会使
“折枝”
逐渐
“折枝花鸟”
这个体式，
创造了绚烂的笔 绘画的透视、取景以及素描方法相结合， 局限性，

参与和创造。对于出现在唐代，
兴起于宋 墨世界。从元代的“随形赋状”到明以后 “经营位置”
成为了一种僵
与西方的构成因素相结合，
在 丢掉了多方面文化的信息，

代的折枝花鸟画来说，
便是如此。作为一 的“水墨之兴”，笔墨获得了完全的解放， 与西方绘画的碰撞之中几乎不自觉地使 化了的程式，
康有为曾说：
“国民只有涂墨

种绘画的经典图式，它承载着绘画的“图 形成了独立的形式语言，
谬写枯淡之山水及不类之
而折枝成为了他 绘画的形式及语言推向了创作前沿，
而作 妄偷古人粉本、

式”功能，文人画家一方面在这个图式上 们“直抒胸臆”、
“独抒性灵”的绝佳手段。 为传统花鸟绘画形式之一，
折枝花鸟画的 人物花鸟。”因为文人画折枝花鸟画往往

“雕刻真实”，同时又借以锤炼心性，达到 加之折枝花鸟画在“扬州画派”及“海派” 创作方法和理念逐渐变得遥远。在这样 通过笔墨个性的发挥以表现自己的才情，

对“道“的体认。所以，折枝花鸟这一图 金石之风的影响下，
其原始的
“折枝”
之形 一种情形下，在一种多种文化并存时期， 或在“比德”的观照下对自我道德和精神

式，它既是具象的内容，又是意象的形 逐渐消解为笔墨的类字符，
进入到另一派 对传统经典图式的回顾显得尤为重要，
因 的一种激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折枝花

式。换言之，折枝花鸟画家，在其描写现 水墨气象之中。在不断重复的共性化的 为未来中国的绘画既是非大一统的状态， 鸟画却失去了对于客观世界新鲜的感受，

实世界之前，
已然在画者心中构成了约定 文化符号转换为极具笔墨个性化的艺术 也不应是仅限于西方绘画的模式，
而应是 李可染先生曾说过，到公园里写生时，要

俗成的图像表现形式，
已然在其头脑中先 形象期间，
一切都是新的。这体现了中
折枝花鸟画形成了特有的程式 一个多元的、有机的整体。而且，折枝花 假装刚睡醒，

选择了折枝这种方式，以此为出发点，用 法则——画谱，
完成了
“折枝”
从内容向纯 鸟画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它特有的绘画 国传统绘画主要以固有程式为自身发展

现实中和心目中的真实不断修正这个图 粹形式的转变。
“折枝”
在与
“笔墨”
呈现出 程式法则，从对程式的临摹为起点，并在 的特点与时空的变迁中文化的转换所产

式，
而同时，
这个图式又兼具
“以小见大”
、“体——用”
关系的同时，
已然承载了中国 对程式不断演绎变化的基础上赋予其丰 生的矛盾，这是整个中国画所面临的问
“比德观”
等艺术精神的内容。
中国花鸟画在明清高度发展，
折枝花

花鸟画艺术的生生不息的传承。

也是未来从事中国画研究者和创作者
富的笔墨个性，
这是中国传统绘画传承的 题，

二十世纪是中国绘画的巨大变革时 要旨。虽然目前这种程式法则正在被西 需要解决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