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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江画派是清朝中叶活跃于镇江的画家群体 ,多以本邑自然山水为取法对象 ,画风直接宋

元 ,但影响囿于本邑而不远播 ,在画史上被定位为地方小画派 。由于地理 、历史 、宗教及社会文化的

影响 ,京口在历史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隐逸文化。作为当时京江文坛领袖的王文治笃信佛教 ,而京

江画派的主要画家或是其挚友 ,或为其门生 ,皆受其影响崇尚隐逸 ,这也是京江画派影响不远的一

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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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江画派是清朝中叶活跃于镇江的画家群体。与

同一时期的扬州画派不同 ,京江画派主要是本邑画家 ,他

们的影响也囿于本邑而不远播 ,不过画史上多有述录 ,潘

天寿《中国绘画史》将京江画派的代表人物潘恭寿称作

丹徒派 ,张崟为镇江派 ,认为 “以气韵见长 ,不以魄力超

胜”;陈传席《山水画史》也将京江画派单列成章 ,对于一

个区域性的地方画派来说 ,是足见其重的了。

传统画派的兴衰和影响力的大小涉及到许多因

素 ,而这个画派的领袖人物则尤为重要。作为画派的

领袖除了应该具备出众的传统功力和艺术素养外 ,还

要看他作为文人或官宦的地位和影响。当代美术史

家在论及清代山水画时都以 “四僧”为最高 ,他们以自

然为师 ,敢于标新立异 ,画风独树一帜。不过 ,当时的

实际情况是以王时敏 、王鉴 、王原祁为首的娄东派和

以王翚为首的虞山派占据着画坛的统治地位 ,此两派

实为仿古派 ,他们倡导摹古思想 , “与古人同鼻孔出

气”,被视为画法正宗 。究其原因 ,一是中国封建社会

传统的宗法思想 ,表现在文化艺术上便是崇古的观念

和复古的思潮 ,仿古派正是顺应了这种观念和思潮;

二是 “四王”之首的王时敏乃晚明大家董其昌的入室

弟子 ,所谓名门正派 ,一脉相承;第三 ,也是最关键的

即 “四王”皆出于豪门:王时敏的祖父为明代万历年

间内阁首辅国相 ,其父王衡曾任翰林院编修 ,降清后

王时敏虽没有出仕 ,但其子却一直做到了宰相;“四

王”中的王鉴官至廉州太守 ,其祖父是明代文坛著名

的 “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王原祁 ,王时敏之孙 ,在朝为

官 ,可直入皇帝南书房;王翚曾先后得王鉴 、王时敏亲

炙 ,其画为康熙皇帝玄烨所爱 ,赐题 “山水清晖”四字。

由此可见 “四王”及其所领导的娄东派和虞山派在当

时画坛上的势力和影响。与京江画派差不多活跃于

同一个时期的扬州画派 ,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要

比前者大得多。清代扬州富商云集 ,商业发达 ,其繁

华程度超过了苏州 、杭州。在重文轻商的社会里 ,即

使商人富可敌国 ,若无儒家文化的底蕴依然会被社会

轻视。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这些富商巨贾不仅

延请名师 ,兴办书院 ,争相购藏名家书画 。书画市场

的繁荣 ,使扬州成为游士所聚 ,名流竞逐之地。扬州

画派画家来自各地 ,虽皆出生布衣 ,但个个狂狷孤傲 ,

所以这一画派没有明确的领袖人物 ,而以 “八怪”为代

表。画家与富商巨贾们常行文酒之会 ,酒酣之余 ,往

往乘兴泼墨 ,一挥而就 ,题材当然是大写意花鸟 ,山水

画 “十日一山 ,五日一水”,是不适合当场表演的 ,所以

“扬州八怪”也以大写意花鸟画成就为最 ,于山水画却

并无建树 。扬州画派的兴盛固然与 “扬州八怪”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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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写意花鸟画风有关 ,但繁荣的艺术市场无疑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京口与扬州仅一江之隔 ,但其时的商

业和文化背景却有所不同 。京江画派的画家都是镇

江本籍画家 ,以画山水为主 ,所绘山水也常以本邑山

水作为观照。与早期的娄东派 ,虞山派以及同期的扬

州画派相比 ,京江画派虽然有潘恭寿 、张崟 、顾鹤庆这

样画艺精湛的代表人物 ,但他们既非在朝高官 ,镇江

又无扬州那样繁荣的艺术市场 ,其影响显然不及此二

者 ,一些学者认为京江画派受金陵画派的影响 ,或者

认为是金陵画派的支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 1]
。

京江画派名不远播的另一个原因是京江画派的

画家深受京口隐逸文化的影响 。镇江古代为长江入

海口 ,有海门之称 ,西南为宁镇山脉 ,山雄水秀 ,北宋

米芾对其有 “城市山林 ”之誉 ,南宋淮东总饷兼镇江

太守岳珂对镇江山水曾由衷赞叹道:“夫自江而南 ,

名城奥都润为大 ,六朝而下 ,贤规隽辙润为古 ,而又

据景物之会 ,穷心目之趣 ,惟润为多 。”镇江古有朱

方 、丹徒 、京口 、南徐 、润州之谓 ,北临长江 ,挟京杭古

运河 ,据天然之险 ,自古以来为交通要津 ,东南重镇 。

郡内诸山 ,呈奇孕秀 ,支连派属 ,盘迥数百里 ,雄秀之

景 ,令无数文人墨客留连。东汉末年 ,名士焦光结草

为庐 ,隐居于焦山 ,三诏而不出仕;南朝音乐家戴颙

隐居于招隐山 ,听鹂整弦 ,创制新曲;南齐陶宏景辞

官退隐茅山 ,成为道教上清宗的重要传人;昭明太子

萧统也隐居南山招隐寺编纂 《文选》;唐代诗人张

祜 ,本邑诗人许浑晚年皆归居于此 ,唐代润州成为浙

江西道的政治 、军事中心 ,领辖整个苏南和浙北地

区 ,北宋时期其经济文化达到历史的鼎盛 ,文人雅士

更是热衷于在镇江卜居。据严其林《京口文化》载 ,

当时镇江著名的私家园林有丞相陈升之的西楼 、王

存的私宅 、米芾的海岳庵 、曾布的千石墟 、刁约的藏

春坞和沈括的梦溪园等 , “润据江山形胜 ,高僧寂士

爱其幽邃 ,卓锡建宇 ,兹郡为多 。金 、焦 、甘露 、鹤林 、

寿邱皆古刹也。”(俞希鲁《至顺镇江志》),镇江佛教

历史悠久 ,氛围浓郁 ,焦山 、金山分别建寺于东汉 、东

晋 ,而有名可考的寺庙就近四百座 ,可谓古刹林立 。

镇江不仅寺院众多 ,而且历代高僧辈出 ,在佛教界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代中前期 ,金山寺成为临济

宗盘山系的主要寺院 ,达到其鼎盛时期;而焦山寺则

成为曹洞宗云门系的重要基地 ,并由于其广泛的影

响被视为曹洞宗的焦山定慧寺系
[ 2]
。明清以降 ,镇

江的政治经济地位分别被南京 、扬州所代替 ,不过 ,

它紧邻南京而不为六朝古都的王气所掩 ,与扬州隔

江相望而无繁华商埠的灯红酒绿 ,却以其便利的交

通(出可致士 ,退可归隐)、襟山带江的自然风貌和

丰厚的人文积淀 ,成为那些在官场上失意的文人理

想的归宿地 ,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隐逸文化。如果说

娄东画派是官场文化的象征 ,那么扬州画派则代表

着一种市井文化;京江画派从其画风及其成因上看 ,

它既非官场文化 ,也非市井文化 ,而是折射出一种隐

逸文化的精神 。

清代中期流行于京江文人士大夫中的隐逸思想

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国

古代文人十分崇尚隐逸文化所追求的生命境界 ,其

隐逸思想的内含主要来自佛家 “空 ”的思想和道家

“无”的思想 ,以归隐山林 、打坐静修来涤除欲念 ,达

到身心的和谐和生命的圆满 。作为当时京江文坛领

袖的王文治笃信佛教 , 20岁便有学佛参禅之意 ,其

在《王梦楼诗集卷一 放下斋初存稿序》自云:“余

弱冠时去找周放下之语名其斋 ,时初学为诗 ,亦初学

坐禅 。”王文治字禹卿 ,号梦楼 ,丹徒人 ,乾隆二十五

年探花 ,能诗善画 ,尤善书法 ,与当时梁同书 、刘墉 、

翁方纲齐名 ,有 “淡墨探花 ”之誉。乾隆三十一年

冬 ,滇中有平莽之役 ,逾年继以平缅 ,时在云南临安

知府任的王文治因来往于瘴乡 ,感河鱼之疾 ,朝廷遂

以督粮不力罢其官 ,解郡归故里后 ,卜居梦溪之旁 ,

寿邱山之麓。乾隆四十四年 ,五十岁的王文治受戒

于杭州天长寺 ,法名达无 ,字无余 ,归而筑无余阁于

北郭外宝莲庵中。王文治在朝野中声誉卓著 ,其对

京江文人士子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他的礼佛思想

以及他在书画艺术上的审美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

京江画派画家群体 ,特别是京江画派前期的重要画

家潘恭寿 。潘恭寿 ,字慎夫 ,号握筼 ,中年受菩萨戒 ,

遂名达莲 ,号莲巢 ,小王文治 11岁 ,少时家境贫寒 ,

但仍勉力于学 ,他在绘画上得到王文治的倾心指点 ,

并在各种场合为之提携延誉 ,有潘画王题之说 ,亦师

亦友长达二 、三十年。从王文治 《屡访莲巢不值题

壁》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山斋花事正芳妍 ,

红杜鹃依白杜鹃。几度敲门人不见 ,艳阳心绪付谁

边。”王文治于杭州受戒后的第二年 ,潘恭寿也受戒

于扬州高旻寺 ,这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文

治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 ,即潘恭寿受菩萨戒后的

第四年 ,他在为刘石冈所画《僧楼宇摺扇》中自题:

“孤蓬烟浦曾为别 ,冰潭空山梦已遥 ,更向僧楼秋墓

听 ,禅灯寂寂夜迢迢 。”边有丁淇跋文:“王梦楼题莲

巢自作僧服小像云 ,莲巢中岁后皈佛受戒于高旻寺

如鉴长老 ,居禅室半载后长斋持戒 ,专系净土 ,法名

达莲 。”
[ 3]
潘恭寿曾发愿作佛像百幅 ,王文治也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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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跋唐耀卿为潘恭寿所作《莲巢小像》(镇江博物馆藏)云:“莲巢初工山水 ,继花卉 ,皈佛后好作仙佛像 ”。

“皈佛后好作仙佛像”
①
但遗憾的是后来大多毁于太

平天国的灭法运动。

王文治的另一故知乃张崟之父张自坤 。张自坤

字承天 ,号此亭 ,敬木老人 ,承继祖业张升大布庄 ,富

甲一方 。张自坤既为巨贾 ,于字画古物收藏极富 ,常

与京江文人行文酒之会 ,自己也能诗善画 。王文治

常作客张自坤的 “澄华室 ”,或结伴出游 ,友情甚笃 ,

张自坤六十寿时王文治还亲携家伶前往介觞并纂联

为赠。张自坤虽未出家 ,但也参禅礼佛 ,以佛门弟子

自居。镇江博物馆藏潘思牧所绘《蒲团修竹图轴》

中 ,张自坤身着僧服 ,焚香静坐于竹下 ,参禅悟道 。

其六十寿时曾嘱汪葑作《僧服肖像》,并自题云:

“曹溪何处访南能 ,解得尘缘即大乘 。好籍杯中般

若味 ,萧闲权作在家僧。”作为京江画派开派人物的

张崟 ,在绘画艺术上曾受过王文治 、潘恭寿的指点 ,

在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上无疑也受到其父辈及师友

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崟无意于功名 ,一生不事科举 ,

以画事为乐 ,自号且翁 ,即取得过且过 ,得乐且乐之

意 。中岁后家道中落 ,嘉庆二十年 ,京江大浸 ,张崟

出粟卖屋以赈 ,生活更为拮据。赵力《京江画派研

究》一书中对张崟的隐居生活描述甚为详尽:“张崟

选择了逃避尘世的方式 , 更多地隐居山林 ,寄迹寺

庙 。其思想在《遗怀诗》中甚为清晰:‘世人目我作

狂态 ,偶师造化胜于蓝 。路径行过方知险 ,境遇甘来

不可贪 。久悟眼前皆梦幻 ,深山拟就结茅庵 。人道

清俗才绝俗 ,诗归平淡乃为奇。焚香扫地坐团蒲 ,差

觉今吾胜故吾。’ ”
[ 3]
,但是张崟为家所累 ,终不能

遁入空门以彻底脱离尘俗 ,他在《迁居诗六首》中发

出 “半缘情缚半缘禅 ,慧剑新磨斩爱根 ”这样的感

叹 。时人冯金伯《墨香居画识》曰其 “性恬淡 ,寡交

游 ,焚香静坐 ,沉酣典籍 ,或累月不出 ,每独往梵宇仙

宫 ,谈禅讲道 ,又或累月忘归 。偶与宾客晤对 ,口不

臧否人物 ,至与弟子尚论古人 ,讨究六法 ,又复精严 ,

不遗余力。”鲍鼎《张夕庵先生年谱》曰:“同时如翁

学士方纲 ,莫侍郎瞻篆 ,法学士式善皆数千里乞画 ,

而临吴会 ,诸达官持绢素款门者踵相接 ,君虽不之

拒 ,然卒弗一见 ,君迹益晦 ,名闻益高 ,郡守下车或未

与士大夫见 ,独先访君于家 ,而四方名流达士国丹徒

者亦辄通刺 ,君苦之 ,尝避居八公五洲诸山寺中 ,闭

关不出 ,往往累月 ”由此可知张夕庵当时画名之盛 ,

其淡于功名也可见一斑 。与张崟齐名 ,并称 “张松

顾柳”的顾鹤庆 ,年轻时与京江文人鲍文逵 、王豫 、

钱之鼎 、张学仁 、吴朴 、应让结为 “京江七子 ”, “携酒

于黄鹤 、招隐山中 ,分题角胜达旦不倦 ”
[ 3]
,过着一

种如魏晋隐士般萧散的生活 ,后在查篆仙的资助下 ,

顾鹤庆于嘉庆四年北上京城 , “馆裕亲王 、庄亲王

邸 ,辅国公思元主人尤称莫逆。”
[ 3]
其在京的二 、三

年间 ,逐渐形成了 “顾柳”之画风 ,并得到了法式善

的倾力延誉 ,名噪都下
[ 3]
,然而顾鹤庆并没有藉此

博得功名 ,四年后便决定放弃仕途 ,离开京城 ,遍游

名山大川 , “京江七子”之一的张学仁在《庵诗集序》

中云:“(顾鹤庆 )归后南游江浙 ,历览穹窿邓尉天

台雁荡诸胜 ,必追幽凿险尽搜其奇 。始返住金陵 、扬

州久 ,山水文酒之会无虚日。五十后闻人谈罗浮 ,乘

兴独往 ,由粤西至粤东 ,沿湘江泛洞庭 ,挂帆南下壮

游万里”,在京江画派的画人中 ,像顾鹤庆这样足迹

遍及大江南北的并不多 ,张崟曾叹曰:“吾平生抱五

岳之志而游踪只及吴下 、秣陵 、浙水东西 、大淮南北

而已 ,岂山水富于胸者必不足于目耶 ”交游不广也

局限了画派的影响和发展。

在清代中前期 ,对京口地域文化产生主要影响

的 ,显然不是那些以科举致仕的官场上的文人 ,而是

一批不愿为五斗米而被八股所藩篱的布衣文人 ,如

康雍乾时期京口诗坛三大家余京 、张曾 、鲍皋 ,顾鹤

庆的诗文师李御 , “京江七子 ”等等 ,京口画坛更是

如此 。京江画派的后期画家也大多为平民或出家

人 ,如张崟最为得意的三个弟子 ,一个便是法号明俭

的僧人 ,画风雄强 ,蒋宝龄对其有 “山水出入荆关马

夏”的评价;另两个是京口西津凌江阁道士徐体微

和 “读书屡试未售”的睢心泉。周镐是继潘恭寿 、张

崟后京江画坛的又一大画家 ,活动于嘉道年间 ,家甚

贫 ,终生以卖画为生 ,其画气韵生动 ,墨采酣畅 ,构图

常出新致 ,画风雄强沉郁 , “其能出乎文沈唐仇之

外”,丁淇誉之为 “画苑霸才 ,并时无二 ”,学之者甚

众 ,但也不见载于画史。从康雍至道咸这两百年间 ,

京江画派薪火相传 ,人才层出 ,他们不求闻达 ,在自

己理想的精神家园里精耕细作 ,追求一种飘然而超

越世俗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禅静的艺术氛围 ,使

京江画派能够得以较长时间的发展 ,从而奠定了这

一画派在画史上的位置基础 。而京江画派从王文治

起就主张力追明人直接宋元 ,更是跳出了清代山水

动辄以四王为宗的巢臼。张崟自题 《山水轴》云:

“国朝自王麓台司寇以绘事名海内 ,士大夫莫不然

宗之 ,号为娄东派;次则务为恬淡者 ,曰宗恽南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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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俊逸者 ,曰宗王石谷 ,至元明诸大家直置之不顾

矣 。吾乡潘莲巢起 ,乃追踪文氏法 ,而予与讱斋则力

以白石翁为宗 ,远溯梅花 ,直接正派 ,时人未之许

也 。”
[ 3]
这种创作思想一直延续到京江画派后期 ,丁

淇跋周镐《京江山水册》曰:“京口画家多不屑旁人

门户 ,乾嘉间娄东一派盛行 ,而两潘张顾力辟畦町 ,

子京稍后 ,于乡贤宗派以外 ,又能开迳自行 ,其笔力

之排 ,不受古人约束 。”在四王画风横行天下之际 ,

京江画派能力避时流 ,理应在清代山水画上能占一

席之地 ,至于美术史上通常将京江画派看作是金陵

画派或是娄东派的余续 ,则是以画派大小论英雄的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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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injiang painting school and J inkou covert culture

ZHENG Wei-ren
(A rt Co llege, J iangsu Un 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 h ina)

Abstract:Jin jiang pa in ting school is a painting group existing in the m idQ in Dynasty. They took tha loca l natu ra l

rivers andmountains as the ir painting objects, and their pa in ting sty le is sim ilar to that o f the Song and Yuan Dy-

nasty, and the ir in flence is lim ited in the local areas. Therefo re, they are c lassified as the local painting schoo l in

the painting histor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 f geography, history , re lig ion and socia l cu lture, a peculiar cu lture

charac te rized by escaping from real life came into ex istence in Jinkou. W ang wen-zh i, as the leader o f Jinjiang lit-

erary field, be lieved in Buddism. O ther painters , esp. h is friends and students w ere in fluenced by h im. They all

be lieved in this cu lture, and this isw hy Jin jiang painting schoo l didn’ t en joy w ide inf luence.

Key words:Jinjiang painting schoo l;Jinkou covert cu lture;Loudong painting school;Yushan painting schoo l;

Yangzhou painting schoo l

我校主持的江苏高职研究会研究课题进入冲刺阶段

　　为更好地推动我校主持的江苏高职研究会研究课题 “高职高专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实践与研究”

的研究工作 ,日前 ,课题组召开了第三次工作会议。会议由课题主持人 、校长杨国祥研究员主持 ,夏光

荣副校长 、戴光辉副校长以及发展研究室 、人事处 、财务处 、学生处 、宣传部 、后勤总公司 、后勤管理处

等部门的 11位子课题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子课题的进展情况 ,并就下一阶段工作进行

了研究和部署 。

自该项课题获准立项以来 ,学校高度重视 ,课题组于 3月 15日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根据进度

需要对内确立了 11个子课题 ,学校为各子课题分别匹配了 1000元启动经费。对外 ,课题组还积极争

取省高教学会 、省高职研究会的支持 ,并主动吸纳了兄弟院校 5位同仁参与该课题的研究工作 。在 5

月 31日的第二次会议上 , 11个子课题的负责人对子课题组的组成情况 、子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

下一阶段的研究计划作了交流发言。之后 ,各课题组利用暑期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日前召开的第三次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交流各自的初步研究成果。针对每个子课题研究的

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 ,课题主持人 、校长杨国祥研究员分别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

议 ,并要求大家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子课题的任务 ,立足条块工作实际稳步推进 ,为我校乃至更广范

围的后勤改革实践提供指导或参考。

(刘　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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