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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艺术教育不同于如今学院的

体制，主要以课徒师承为主。文徵明的艺

术伴随着他的高寿在吴中影响深远，其

间子嗣与众弟子对文氏衣钵的传承有推

波助澜之功， 而他们各自的成就也成为

文氏艺术代继传承的重要成果。

上海博物馆藏近日正展出的一件“过

云楼”捐献的藏品《草药山房图》，我曾在

学生时代临习过， 临本至今挂在二敏堂。

此图为文嘉、钱谷、朱朗合作。画中景物从

笔法、构图到趣味均与文师极为相似。 故

画面中几乎难以分辨各自的笔迹———三

人合制如同一笔，颇有玩味。 此画可算是

文氏艺术教育成果的见证之一。

文徵明的长子文彭“少承家学，尤工

古隶”，在画上少见佳绩，却于制印上开

文人篆刻流派之先河。次子文嘉“其书不

能如兄，而画得待诏一体”。 文嘉鉴古临

古之功承续家风， 闻名远近。 侄子文伯

仁，细笔山水亦受叔父影响，并向更为繁

复精密方向发展。文家后辈之中，曾孙文

震亨所著《长物志》将造园、花木、书画、

器物等文人雅好的生活方式记录整理下

来，亦是弘扬了祖辈的审美积淀，至今成

为了古代江南“雅生活”的标杆。

文氏门下的弟子据记载近 50 人，得

文氏画脉者：如朱朗、钱榖、彭年、陆师道

等，另受其教诲又自有成就者：如陈淳、

陆治，他俩的山水、花卉自有风貌。 仇英

的艺途也得自文师提携， 其精工的画艺

也无不让后人叹服。

文徵明的子嗣与弟子们的成就是文

氏的家训家风及家族艺术修养的重要传

承。 他的艺术思想和实践通过众弟子的再

次传播，得以延续吴中百年之久。也许物极

必反，后代缺乏真情实感的累累因袭，和不

断重复的精致化制作，而渐渐偏离了雅正

的趣味流入靡弱的世俗，这让另一位大师

董其昌已对此心生不满而希冀以他的绘

画变革来重塑江南文人画的新趣味。

文徵明的艺术成就与他人生的际遇

密切关联。 他生于官宦之家，19岁入县学

为秀才，后十次乡试都失败，直到 54岁时

经推荐任翰林待诏， 文徵明虽列于朝堂，

但这小小的官级实与他江南文坛艺林的

声誉不成正比。 三年后，他放下济世为民

之志，辞官回到故里过起“田园岁晚菊松

存”的生活，也成就他的艺术人生。

明代中期，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商品经济随之逐渐繁荣。在社会阶层中以

仕途官级高低作为衡量个人价值唯一标

准已经开始出现了动摇，多元价值参照已

初显端倪。 于是崇高的德性、出众的才艺

与文化的教养同样可以赢得社会的声誉

和财富。文徵明虽时有“满头尘土说功名”

的辛酸回忆，但他仍以勤勉、持重、低调的

天性，使其艺术充溢着恬淡、雅正的风度。

与明四家中其他三位相比，文徵明传承了

沈周的德性与风范，不苟同于天赋才情的

唐寅那放浪形骸的为人处世，也免于因受

人所制而陷于劳役之苦的仇英，文徵明以

一种平静而积极的态度体验着艺术与生

活。 他享年九十搁笔无疾而逝，成为了文

人绘画烟云供养之绝妙注脚。

16 世纪初文徵明人格魅力与艺术

理想的显现， 让他成为了江南地区文化

的偶像。 文徵明在世的年代正是欧洲文

艺复兴之时， 作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

米开朗基罗， 其生卒年份与文氏极为接

近。 这两位东西方艺术大师以同样的高

寿及对艺术的执着创造了各自的文明，

他们交相辉映照耀着世界。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
教授）

文徵明笔下山水，塑造了我们对于江南的想象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 “春风千里———江
南文化艺术展” 备受关注。 其中一幅文徵明的
《江南春词意图卷》， 被视为与展览主题最为契
合的展品之一。 在学界看来， 文徵明笔下的山
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对江南的想象。

今年是 “明四家” 之一的文徵明诞辰 550

周年。说起这个名字，大众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
影视作品中那个站在唐伯虎身旁、 面目有些模
糊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 历史上的文徵明，

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 他对
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可谓明代文人绘
画高峰最有力的推动者，并主吴中风雅数百年。

关于文徵明，或许人们还有很多认知有待拓宽。

———编者

邵仄炯

在明代画史上，有四位画家并列为“明四家”：沈
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他们四人都生活在苏州，苏
州古称吴，故又称“吴门四家”。其中年岁最大的是沈
周，他是文徵明和唐寅的老师，也是吴门画派的引路
人。 唐寅年少便才情横溢，可惜造化弄人，坎坷的遭
遇让他 50 多岁就离开人世。 仇英出身漆匠，因画艺
超群得到前辈文徵明和唐寅的赏识， 后归为四家之
列。明中期随着沈周过世，文徵明的声誉和影响也越
来越大，后辈、弟子及从游者众多，其艺术趣味和成
就不仅代表了吴门画派的特色， 也代表了江南文人
画的新风尚， 他也成为了明代文人绘画高峰最有力
的推动者，并主吴中风雅数百年。

文徵明是官宦世家出身，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

和所有饱读诗书的文人一样， 仕途是他家族和个人
的唯一理想。但事与愿违，十试不第之后无奈回到家
乡苏州，开始了以翰墨自娱的艺术生活。文徵明的绘
画成就中以山水画最为突出，其精致、文雅的笔调和
浓浓的江南趣味为文人山水画开创了时代的新境。

文人山水画自北宋初始， 在米芾大

力推崇一片江南与平淡天真的审美趣味

后，江南山水画打开了五代以来荆浩、李

成、 范宽笔下北方山水一统天下的局面

而被更多的画家所关注。 元代特殊的政

治氛围， 让大多精英文士在江南从事艺

术活动。 如钱选、赵孟頫以及元四家等，

他们均以江南风景入画，由景生情，由情

映景，情与景的双重叠加，让江南的山水

画超越了地域风貌的单一再现， 而融性

情、品格、修养等人文色彩于一体。赏《浮

玉山居图》《水村图》《富春山居图》《渔庄

秋霁图》等，无一不是作者生命状态与江

南景致的合二为一。由此，江南山水画成

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艺术符

号并传承下来。

明代肇始延续元代失意文人的山水

画因不能彰显新朝气象而被冷落， 取而

代之的是近于南宋院体的宫廷绘画样式

的兴起，又因宫廷绘画的服务性功能，以

及难见赵宋时精致的文化教养， 至嘉靖

之后，宫廷绘画与出现的浙派画风，就其

总体风格都倾向粗放狂肆以至均日益式

微。于是由沈周、文徵明接续的元代文人

绘画传统得以复兴， 并将其转换为吴门

的江南趣味渐渐在画坛展露出光彩，直

至成为了江南山水画的主流。

文徵明的山水画何以吸引人呢 ？

它与元代文人的江南山水有何不同之

处呢 ？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文徵明设色山

水《江南春词意图卷》，此图近景坡岸上

画有长松，翠柳等高树吐露出春日新芽，

中景一片平湖，远处浅坡楼阁，江南浓浓

的春意在精致雅正的笔墨中悠悠地生发

出来。画卷中还有不少雅士的活动：骑马

游春、 过桥会友、 亭中观景以及游湖泛

舟。 文徵明笔下的江南没有元代画家的

萧瑟与冷逸———那是元代文人不得已的

隐遁之境，画中虽也有人物活动，但隐藏

较深也难见“愉悦”之情。 从图中题款得

知，此图作于嘉靖庚寅 7 月，即 1530 年，

时年 60 岁的文徵明距辞官归故里已有

四年， 也许他已把为官待诏的不悦渐渐

抹去，因此从画面上看，流露出的不是元

代文人山水中冷逸、幽怀的江湖之志，如

云林的逸气或是王蒙的纠结， 而是一种

惬意的、静美而温情的“幸福感”。这种感

知源自文徵明自由、积极的身心重设，也

得益于城市山林生活的小资情调， 这种

情调也逐渐成为吴门山水画的主旋律，

因此备受士族文人的追捧。

文徵明的这种绘画趣味让我联想

起欧洲 19 世纪前后印象派、点彩派、纳

比派的几位画家 ，比如莫奈 、修拉和博

纳尔，他们不少风景画与文徵明的山水

都有着一种温暖的———都市“幸福感”。

他们的画法虽有不同，可画中微妙的细

节 ，缜密而丰富的笔触 ，安静中富有变

化的色点 ，以及愉悦的情绪 ，都十分迎

合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 东西的文化不

同，但对“幸福感”的生命体验也许是相

同的。

自京归来后的文徵明似乎时有创作

此类情调的山水画。 题为 《江南春图》

的立轴是他 77 岁时的精品， 与前文提

及的那张相比， 画面仍是不由自主的纯

粹， 保持着始终如一的精美与雅正的气

质 。 我猜想是否文徵明希望以绘画中

“幸福感” 去平衡与抚慰曾经让他 “满

头尘土说功名” 的那份创伤， 抑或是已

真正地释怀了。

在文徵明的江南山水画中， 除了趣

味风调的文雅， 其新题材的摄入也颇有

特色———这就是山水画中雅集主题的表

现。雅集题材的山水画自古有之，如李公

麟的《山庄图》、赵佶的《文会图》、马远的

《西园雅集图》等等。

文徵明雅集作品多偏重于同好知己

的私人游记。 著名的《惠山茶会图》即是

一例，2013 年我曾在苏州博物馆举办的

“衡山仰止———文徵明特展”中欣赏过此

画。据卷中蔡羽跋文可知，此画记述了正

德 13 年清明节那天， 文徵明与好友蔡

羽、王宠、王守、汤子朋等七人聚于无锡

惠山二泉亭下，以“煮茶法”品天下第二

泉———惠山泉。 这是一次同好品茗唱和

的江南雅集。 作者以纪实的笔调留下了

生活中的美好场景， 文徵明笔下的雅集

不是豪门贵族的社交沙龙。 从文献中可

以得知此次活动的 7 人中有 5 人皆为秀

才，且都是考场不如意者，相仿的人生境

遇和志趣，让他们汇聚在一起，这张小小

的游记画卷不仅有自然与人文之雅趣，

更充溢着浓浓的知己情谊。

在绘画技法上———小青绿设色是此

卷的亮点， 也是明以后江南文人山水画

技法的新风尚。 所谓小青绿对应的是华

丽而响亮的大青绿设色，如王希孟的《千

里江山图》， 石青与石绿用得厚重饱满，

好比交响乐中宏大叙事的主旋律， 而小

青绿则是乐章中抒情的散板。 文徵明的

小青绿设色是在水墨浅绛的基调上，将

易薄不易厚的石色积加在画稿上， 这样

既保留了笔墨灵动痕迹， 也具有青绿明

丽的特色， 其关键是呈现雅致的视觉效

果，即不张扬、文静、含蓄的美感。这样将

江南山水的真实与文人笔墨的装饰巧妙

地融合一体， 再次体现了江南低调奢华

的文化趣味。

文徵明画技与趣味， 一方面得自前

辈沈周并上溯元四家， 更是倾心于赵孟

頫 ，子昂的 “古意 ”是文徵明艺术基调 。

《惠山茶会图》中的经营位置、笔墨设色，

虽取材实景，但处处可见“贵有古意”的

追求。似乎有赵氏《幼與丘壑图》或《鹊华

秋色图》的遗韵。另一方面文徵明得家族

收藏的熏陶，对古代书画鉴赏颇具修养。

他曾在画跋中自言 ：“余有生嗜古人书

画，尝忘寝食，每闻一名绘，即不远几百

里扁舟造之，得一展阅为幸”。 文氏财力

有限但也有自己的收藏，据载，其中不乏

赵孟頫的作品。

对于经典古意的师心会意、 心摹手

追， 让文徵明的绘画遥接了元代江南文

人画雅正的一脉， 加之勤勉的 “穷微造

妙”以至“不减古人”，成为了江南文人山

水画的集大成者。

艺术得以广泛传播除艺术家的作品

质量，也与外在的条件，如时代机遇、传

播方式与途径都有着密切关联。 南宋以

来， 长江下游的经济文化发展渐渐出现

了全国领先的态势， 尤其是位于长三角

太湖流域一带的苏州，其农业、手工业的

发达，便利的交通，使其经济日益活跃，

大量的商人有了财富的积累， 于是艺术

品生产、交易、收藏活跃起来。 艺术品作

为礼物或商品的形式出现了广泛流通，

事实上为艺术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文徵明回乡后，作为在野的文人，其

书画成为生活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 随

着名声日益扩大，求画之人应接不暇。书

画的雅债时有劳心劳力之累， 加之他的

清正， 于是立下售画规矩：“生平三不肯

应，宗幡、中贵、外国也”。此外，他又有宽

仁之心，凡藏家以书画求先生鉴定，虽为

赝物，先生必以真迹告之。人问其故，曰：

“凡买书画者，必有余之家，此人贫而卖

物，或待此以举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

必举家受困矣。 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

举家受困，我何忍焉”？ 他的仁心引得市

面上赝品多于真迹。

又有一轶事： 朱朗为文徵明弟子，

常为文氏代绘应酬之作， 一位富人想请

朱朗绘文画的赝品， 于是遣家中童子送

礼至府上，谁知家童误送至文府，文徵明

笑而言道：“我用真文徵明充假朱子朗，

行吗？ ”于是大师的名声传播得更快、更

远了。

也许今日的藏家还要感谢这些仍存

世的赝品———它们既提供了甄别真伪的

素材，也提高了品鉴雅俗的能力。 文徵明

的雅债与雅言让艺术史增添了一些生动

的表情。

【 江南山水的“幸福感” 】

文徵明在山水画上流露的绘画趣味，让人联想
起欧洲印象派、点彩派、纳比派几位画家的风景画

【 游记画中的小青绿 】

文徵明的小青绿设色，将江南山水的真实与文
人笔墨的装饰巧妙地融合一体

【 雅债与雅言 】

文徵明的仁心引得市面上赝品多于真迹，让艺
术史增添了一些生动的表情

【 江南地区的文化偶像 】

文徵明以一种平静而积极的态度体验着艺术
与生活，对于后世颇具感召力

荩文徵明 《湘

君湘夫人图》局部

茛上海博物

馆藏文徵明《江南

春词意图卷》局部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

荨文徵明 《万壑争

流图》

茛文徵明 《桃源问

津图》局部

今年是文徵明诞辰 550周年。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江南文化艺术展中，他的作品《江南春词意图卷》格外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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