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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舟人色 ：徐鉉、郭忠恕、王禹偁、蘇軾流放視角下的
《江行初雪》與《雪霽江行》*

劉和平 維斯理學院

提  要：

趙幹《江行初雪》與郭忠恕《雪霽江行》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畫上分别帶有“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和“雪霽江行圖郭

忠恕真跡”題款 ；二是兩幅畫風格可確定在 10 世紀後半葉，與題款上和北宋有關

趙幹、郭忠恕的著録似乎相符 ；三是作爲古代繪畫表現“挽舟人色”（米芾語）最早

和最重要的兩幅存世圖卷。前二者歷代評論與當世研究諸多 , 但最後者卻鮮有文墨。

本個案研究以畫題“挽舟人色”爲切入點，以徐鉉、郭忠恕、王禹偁、蘇軾貶謫流

放的歷史文化環境爲視角，探索“挽舟人色”如何成爲南唐北宋流放山水畫中一个

富有寓意的視覺圖像。本文還試圖通過分析《江行初雪》《雪霽江行》、王詵《煙江

疊嶂》、（傳）徽宗《雪江歸棹》和（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之間的圖像關係及

歷史内涵，揭示南唐北宋繪畫藝術所展示的江行失意文士和漁夫、流放和回歸、江

南和中原之間的多層次互動。

關鍵詞：挽舟人色 ；江行 ；虚舟 ；流放山水

引子：趙幹《江行初雪》不是“王維《捕魚圖》”

當代學者對趙幹《江行初雪》（圖 1）（臺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兩個方面 ：一是討論漁夫和江中捕魚的叙事題材和象徵寓意，二是分析畫中呈現出

的特定“江南風景”。1 前者如美國學者韓莊（John Hay）1972 年的專論，指出漁夫

* 本文的研究始於 2009 年，主要論點以不同的题目先後在以下三次國際研討會給與報告 ：“Snow,
Snowscape, and Some 10th-Century Sources for the Making of Landscape of Exile,” 10th Century China
and Beyond: Art and Visual Culture in an Multi-Centered Age Part 2, organized by Wu Hung 巫鴻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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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與同時興起的山水意識和反復出現的隱逸主題密切相關，並把趙幹的這幅圖卷

視爲存世早期叙事風俗畫 （genre-narrative painting） 的代表作。2 韓氏還根據趙幹《江

行初雪》圖中大篇幅描寫的江中捕魚之事，建議把畫題直接命名爲《捕魚圖》，似

乎比文縐縐的《江行初雪》更爲貼切。3 韓氏的文獻依據，就是北宋末葉文士晁補之

（1053—1110）一篇記録盛唐詩人王維（字摩詰，701—761）畫《捕魚圖》之《序》

（附録一）。4 晁氏《捕魚圖序》是研究《江行初雪》的一份重要史料。然而，晁氏寫

於元祐元年（1086）四月二十日的《捕魚圖序》，時間上比趙幹畫《江行初雪》晚

了一百餘年。在此期間，以汴京爲中心的北宋士大夫文化圈掀起了一股“王維熱”，

米芾（1051—1107）對此現象作出如下深刻的觀察 ：

世俗以蜀中畫騾綱圖、劍門關圖爲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

爲王維。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字積中家

雪圖，一同命之爲王維也。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5

在米芾的眼裏，晁補之所指的王維《捕魚圖》，也許不過是“貴侯家不可勝數”

的“江南人所畫雪圖”之一而已。何惠鑒（1924—2004）早在 1972 年以前就注意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14—15, 2010; 《宋人仿郭忠恕〈雪霽江行

圖〉——關於一個被忽略的 10 世紀山水圖式之思考》，上海博物館 ：《翰墨薈萃——圖像與藝術史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 年 11 月 3—4 日 ；“Traveling Along the River at First Snow and the Making of 
Landscape of Exile,” Chinese Landscapes: Explorations in Literature, Poetry, Film, and the Visual Arts, 
organized by Yang Xiaoneng 楊曉能 and the Cantor Arts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1—2, 2014. Part 
of the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a 2013—2014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fellowship and a 
2016 Wellesley College faculty research award. 

1 關於趙幹《江行初雪》圖卷的基本現狀、史料著録、收傳印記，見臺北故宫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 ：

《故宫書畫圖録（15）》（臺北 ：臺北故宫博物院，1995 年），頁 153—160。又見陳韻如撰寫的《江

行初雪》詞條及圖卷彩版，收入林柏亭主編 ：《大觀 ：北宋書畫特展》（臺北 ：臺北故宫博物院，

2006 年），頁 130—135。
2 John Hay, “Along the River during Winter’s First Snow: A Tenth-Century Handscroll and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Burlington Magazine 114.830 (May 1972): 297—302. 
3 Hay, “Along the River during Winter’s First Snow,” 301—302. 
4 晁補之 ：《雞肋集》卷 34，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册

1118，頁 666—667。
5 米芾 ：《畫史》，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年），册 1，頁

979 上。根據蔡攸（約 1070—1126）等編撰的《宣和畫譜·王維傳》（卷 10），記録在王維名下的 
126 幅畫中，就有多達 20 幅爲雪景山水（《中國書畫全書》，冊 2，頁 88—89），但朱景玄（約

785—848）《唐朝名畫録》和張彦遠（815—876）《歷代名畫記》均未記載任何王維畫雪圖。宋人

著録中，則以文同作於嘉祐二年（1057）的《捕魚圖記》爲最早，隨後才是晁補之的《捕魚圖序》。

沈括（1031—1095）曾曰 ：“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見沈氏著，胡道靜校

證 ：《夢溪筆談校證》卷 17（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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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晁補之《捕魚圖序》與趙幹《江行初雪》所繪的人物景致有高程度的吻合，並在

1993 年日本東京博物館“宋元時代之繪畫”研討會上，作了以《北宋人心目中的王

維》爲題的報告，指出趙幹《江行初雪》應該就是米芾所説的北宋人眼裏的王維山

水畫。6 古原宏伸研究米芾《畫史》多年，認爲把“筆清秀者即命之”爲王維，是

北宋人的臆想，因爲“在唐代的文獻、畫學論著中從未有王維畫爲清秀、清麗的評

價之例。”7 韋賓近年的研究也指出王維無捕魚相關内容的詩，宋人眼裏的王維《捕

魚圖》，“極可能便是直接僞托王維名的江南畫”。8 由此可見，所謂王維的捕魚題材

和清秀畫風，不過是北宋人的一厢情願，一個由北宋士人文化製造出來的“唐代遺

産”，9 是 11 世紀王維傳奇化的視覺藝術組成部分。

當代學術研究《江行初雪》的另一個方面是根據《聖朝名畫評》和《宣和畫譜》

以及其它宋畫史料，分析畫中水村漁舟呈現出的特定“江南風景”。10 南唐及五代的

6 韓莊在其 1972 的文章里曾鳴謝受益於何惠鑒的觀點，見 Hay, “Along the River,” 294，n. 2. 何惠鑒

1993 年研究報告（未刊稿）對《江行初雪》《捕魚圖序》，還有較早的文同（1018—1079）《捕魚圖記》

進行了比較和考證。參閲 Peter C. Sturman, “The Donkey Rider as Icon: Li Cheng and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Artibus Asiae 55, no. 1/2(1995): 56—57 ；陳韻如 ：《江行初雪》詞條（見注 1）。
近年陳階晋又沿何惠鑒的啓示作了進一步探討 ：《同畫不同名——趙幹〈江行初雪〉與王維〈捕魚

圖〉》，《故宫文物月刊》，第 342 期（2011），頁 46—57 ；又見蔡星儀 ：《趙幹〈江行初雪〉創造年代

之我見——兼談南唐有無畫院》，收入《蔡星儀中國畫史論文選》（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
年），頁 85—100。

7 古原宏伸 ：《〈畫史〉集註（一）》，《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2 期（2002），頁 92—93。
8 關於 11 世紀下半葉，尤其是神宗朝後，出現王維熱的歷史背景，見韋賓 ：《“輞川”意象與熙寧後

的文化轉向——王維繪畫作品作僞現象與江南文化的崛起》，收入韋氏 ：《宋元畫學研究》（蘭州 ：

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頁 186—211， 此處引言見頁 199—202。
9 奥地利藝術史學家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1900—1957）和奥托·庫爾茨（Otto Kurz，1908—

1975），曾把古羅馬史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關於

古希臘兩位最著名的畫家宙克西斯（Zeuxis，公元前 5 世紀） 和阿佩莱斯（Apelles，公元前 4 世紀） 
的傳奇傳記，稱爲羅馬人製造的“希臘文化遺産”（an acquisition of Greek Culture），見 Kris and Kurz, 
Legend, Myth, and Magic in the Image of the Artist: A Historical Experiment (Preface by E.H. Gombrich)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Vienna, 193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5。 可以這

樣説，任何一部藝術史，就是把藝術家和藝術品傳奇化和神化的歷史，羅馬人眼裏的希臘畫家如

此，北宋人眼裏的王維如此 ；大名音樂家貝多芬如此，無名的“娟娟髮屋”書寫者亦如此，分别

見 Alessandra Comini, The Changing Image of Beethoven: A Study in Mythmaking （New York: Rizzoli, 
1987） 和白謙慎 ：《與古爲徒和娟娟髮屋 ：關於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武漢 ：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3 年）。

10 見劉道醇 ：《聖朝名畫評》卷 2 ：“趙幹，江寧人，善畫山水林木，長於布景。李煜時爲畫院學士。

今度支蔡員外家有幹《江行圖》一幅，深得浩渺之意。…… 評曰 ：趙幹窮江行之思，觀者如涉。”

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454 下 ； 《宣和畫譜》卷 11 ：“趙幹，江南人。善畫山

林泉石，事僞主李煜爲畫院學生，故所畫皆江南風景，多作樓觀、舟船、水村、漁市、花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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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傳承於唐代，自然帶有唐畫傳統成分。陳葆真曾指出《江行初雪》中描繪河岸

土堤所采用的側筆平塗擦染法，類似於敦煌 172 窟盛唐壁畫中的山水筆法，從而將

南唐江南山水畫與唐代北方山水畫相聯繫。11 除山水筆法外，圖中的人物構圖和空間

處理亦帶有典型的唐代人物畫遺風。例如，圖卷的中段“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

而前其舟，坐若立者”12 的一組人物，由四個漁夫、兩葉扁舟結合而成，二人一舟，

由左向右沿蘆岸順流而行（圖 2）。這是一幅簡潔明瞭的構圖 ：四人均匀地分布在一

前一後並行的兩條船上 ；站立在前船船首的漁夫和坐在後船船尾的漁夫成爲平衡構

圖的中心 ；四人都做著相似的撑篙划槳動作，似乎没有什麽特别之處。然而，臨近

處細觀慢察，就能認識其中豐富的差异變化 ：兩船雖同型，但船上裝飾不同 ；四個

漁夫手中的篙槳均與船相切，形成了前船和後船切角略爲不同的兩組由下朝上的平

行斜綫，從而揭示了兩船並不行駛在一條完全的平行綫上（船首之間距離略窄於船

尾之間距離）；四個漁夫長幼有别，所戴蓑帽及身上裝束也不盡相同 ；最後最重要

的是四個漁夫臉面的不同朝向所造成的不同面像（從前景居主導地位的漁夫按順時

針方向）：（1）前船船首漁夫正面像（雖然其眼睛注視右下方），（2）前船船尾漁夫

四分三側面像，（3）後船船尾漁夫側面像，（4）後船船首漁夫四分三背面像。四個

人物以四種不同的典型臉像出現不僅使有限的人物畫像取得最豐富的視覺效果，而

且是中國早期人物畫用以劃定視覺空間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例如，盛唐宫廷畫家張

萱正是用這一方法描繪《搗練圖》卷首的四位一組仕女（圖 3）（波士頓美術館藏）。13

爲景趣，雖在朝市風埃間，一見便如江上，令人褰裳欲涉而問舟浦溆間也。今御府所藏九 ：春林

歸牧圖一，夏山風雨圖四，夏日玩泉圖一，煙靄秋涉圖一，冬晴漁浦圖一，江行初雪一”，收入

《中國書畫全書》，册 2，頁 95 上。當代中文學術研究如江兆申 ：《從畫家構圖意念來看中國山水畫

的舊有進展》，《故宫季刊》，1970 年第 4 期，頁 1—12 ；陳葆真 ：《南唐繪畫的特色與相關問題的探

討》，收入陳氏 ：《李後主和他的時代——南唐藝術與歷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76—301 ；又見彭萊 ：《一片江南》，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山水畫通史》（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

社，2014 年），頁 55—94。
11 陳葆真 ：《南唐繪畫的特色與相關問題的探討》，頁 284—285，圖 5-27，5-28。
12 晁補之 ：《雞肋集》卷 34，頁 666。
13 學界對《搗練圖》的綜合研究頗多，例如，Wu Tung, Tales from the Land of Dragons: 1000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Bosto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997), cat. no. 14, 141—143; 黄小峰 ：《四季

的故事 ：〈 搗練圖〉與〈 虢國夫人游春圖〉再思》，收入上海博物館編 ：《翰墨薈萃 ：細讀美國藏中

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54—283。關於唐代以前類似例子

及圖版，見 1979 年山西太原王郭村出土的北齊武平元年（570）婁睿墓壁畫儀衛出行的人物畫像，

收入宿白主編 ：《中國繪畫全集∙墓室壁畫》（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9 年），圖 62，頁 56—57 ；

現藏波士頓美術館、舊傳爲北齊楊子華的《北齊校書圖》手卷，見 Wu Tung, Tales from the Land of 



508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特輯一）  2017

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 1904—2007）曾從視覺藝術心理學的角度，把

張萱筆下仕女的四面像組合詩意化稱爲“宛如月亮之四時圓缺”（like a sequence of 

four lunar phases），從居於主導地位的正面像（最左仕女），到四分三側面像（右二

仕女），再到側面像（左二仕女），終於四分三背面像（右一仕女）。14 這正好也是《江

行初雪》四漁夫各自不同的面像。此外，漁夫手中的篙竿和仕女手中的搗杵、漁夫

脚下的方舟和仕女圍繞的搗槽，儘管表現形式有异，却都在各自畫的平面中，以相

同的方式劃定構圖中的空間關係，形成所謂的“空間室”（space cell），15 絶不是出於

偶然。以上兩幅畫的比較，揭示了《江行初雪》不僅有的山水技法源於唐代山水畫，

而且其人物畫也受唐代人物構圖傳統影響。16

一、何人江行？

趙幹《江行初雪》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在於手卷卷首有

南唐後主李煜（961—975 年在位）題款 ：“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現代學者對

此題款之研究，多重考證其書法風格歸屬，17 而對題款的内容尚未給予足够的重視。

Dragons, cat. no. 9, 134—135.
14 除以上的時間關係排列外，阿恩海姆還對搗練四仕女的相互空間位置和衣著顔色等視覺關係進行

了分析，見 Arnheim,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A Psychology of the Creative Ey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29—130 and figs. 102 and 103.

15 “Space cell”作爲中國早期繪畫處理空間關係一個特點之説，是 Ludwig Bachhofer（1894—1976）
在 1946 年首先提出來的，見 Ludwig Bachhofer,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 (New York: Pantheon, 
1946), 94—97 ；又 見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2), 73 and n. 4.

16 這裏指的僅限於人物畫空間構圖 ；至於人物畫風格，南唐周文矩（活躍於 10 世紀中葉）則是唐代

最著名仕女畫家周昉（活躍於 8 世紀下半葉）的南唐繼承人，可據米芾的觀察 ：“江南周文矩仕女，

面一如昉。”《畫史》，《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985 上。

17 早在 1970 年，江兆申（1925—1996）就屬文討論“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行書歸屬問題 ：

“在過去，我們却認爲這是趙幹親寫的款字，但最近有人認爲這十一個字是南唐後主李煜寫的。因

爲韓幹《照夜白》上的題字，與這十一個字，筆法與結構都非常像。可以出於同一人 ；而韓幹

《照夜白》上的題字，是出於李後主。”見江兆申 ：《從畫家構圖意念來看中國山水畫的舊有進展》，

《故宫季刊》，第 4 卷第 4 期（1970），頁 3。然而，江氏没有明確指出這個“有人”的身份。或有

可能指啟功（1912—2005）詩句 ：“江行署字實奇觀，韓馬標題見一臠”，見《論書絕句一百首之

五十八》（作於 1961—1974 年間），收入《啟功叢稿·藝論卷》（北京 ：中華書局，2004 年），頁

64—65。鈴木敬在討論趙幹《江行初雪》時，曾提到“蔣復璁氏以爲卷首‘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

幹狀’的墨書爲李煜所寫”，但没有給予出處。見鈴木敬著，魏美月譯 ： 《中國繪畫史（上）》（臺

北 ：臺北故宫博物院，1987 年，日文原著，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 年），頁 147。李霖燦（1913—

1999）亦認爲，“由於書法和韓幹畫馬的‘照夜白’三字相類，其真確性相當可靠 ；因爲‘照夜

白’是李後主所書…… 這一行題字在畫史上十分重要，它標明了畫的名稱是《江行初雪》。很像



挽舟人色 ：徐鉉、郭忠恕、王禹偁、蘇軾流放視角下的《江行初雪》與《雪霽江行》│  509

作爲畫題，“江行初雪”這四個字有主次之分 ：“初雪”點明季節時間，爲次 ；“江

行”直叙其事，爲主，即是主題。18 因此，最直接、自然、有效的方法就是從這兩

個關鍵字切入。爲了討論方便，筆者把圖中沿江而行的十三個人物，按各自在手卷

中出現的先後順序分爲四組 , 探討他們各自的可能身份、行爲、在畫中的角色以及

與所處時空的關係。這是深入認識《江行初雪》必不可少的分析過程。爲了盡可能

以接近 10 世紀和北宋人的“時代眼睛”（the period eye）19 觀看《江行初雪》，本節以

下的四個小標題均出自晁補之《捕魚圖序》相關場景的描述（參見附録一）。

1. 卷首“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

《江行初雪》开卷之首，二縴夫沿蘆岸冒雪挽一葉扁舟前行，一漁夫站立扁舟

之上，正奮力撑篙（圖 4），與岸邊的挽舟人前後配合，可謂齊心協力，逆流而上。

圖景中的扁舟雖小，所繪蓑衣竹罩工整細緻，筆触簡樸動人。拉縴的繩索把三人及

扁舟連成一體，從右下方往左上方運動，恰好與轉彎的水岸綫相接。扁舟前部的木

架和繩索形成的“个”字雙重三角形，似乎在岸邊密集的蘆葦葉叢里得到層層起伏

的迴響，最後飄落在兩個挽舟人的頭飾上。縴夫和漁夫均衣著簡樸，與漁舟之陋

舊、蘆葦之蕭寥合成江浦漁舟，天然一體，真是深秋入冬暮色下的“一片江南”。景

是老師出了一個題目叫學生去作速寫來交卷，末尾的‘狀’字就更落實了這項猜想。” 見李氏 ：《中

國美術史稿》（第 2 版）（臺北 ：雄獅圖書，1993 年），頁 83—84。陳葆真對“江行初雪畫院學生

趙幹狀”與（傳）李後主題“韓幹畫照夜白”六字楷書關係，作了更爲細緻的研究，指出兩者風

格大部分來自柳公權的影響，“特别見於柳書的《金剛經》中”（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拓本），兩

則題款中的“幹”“畫”兩字尤爲相近，《藝術帝王李後主》，收入陳氏 ：《李後主和他的時代》，頁

140—144 ；以上諸論談及的李後主“韓幹畫照夜白”題字，其同名圖卷現藏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

館亞洲藝術部。“韓幹畫照夜白”題在畫的右上方，下方隔一字有一個押 ；題款右側的前隔水處有

南宋書法家吴説（活躍於 1115—1156 年）寫楷書兩行 ：“南唐押署所識物多真吴人吴説。”因此，

該押被認爲是李後主的押，而“韓幹畫照夜白”自然是後主的題字了。見 Maxwell K. Hearn（何

慕文）, How to Read Chinese Painting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 和大都會《照夜白》圖卷資料網頁 ：http://www.metmuseum.org/
art/collection/search/39901。

18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卷 2 著録 ：“今度支蔡員外家有幹《江行圖》一軸，深得浩渺之意。”見《中

國書畫全書》，册 1，頁 454 下。此處《江行圖》有可能就是《江行初雪》，可見劉道醇用簡稱，大

概也就是此意。

19 “The period eye”是美國著名藝術史學家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
根據其對 15 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繪畫的研究，在 1972 年提出的一種帶有强烈社會史學成分的分

析方法，强調藝術家所處的特定時代文化環境對藝術家及其作品的深刻作用，認識這些特定的時

代文化環境，有助於研究者用“時代眼睛”更爲接近原意解讀當時藝術家及其作品，見 Baxandal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y: 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尤其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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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作回首盼顧狀的挽舟人（圖 5）。認真仔細看這挽舟人近乎正

面的脸，就可發現他的眼光朝向的並不是身後扁舟的漁夫，而是斜對面隔岸樹林中

的騎馬者及其隨行的童僕（圖 5a—b）。在研究五代北宋山水畫中的人物時，班宗華

發現畫中的某些人物通常擔任著重要的“畫眼”（the eye of painting） 角色 ：畫眼可

以是畫家为觀畫者提供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特定視角，使觀者從置身畫外消極地看，

即作爲一個旁觀者，轉變到置身畫中積極地看，成爲圖畫中的一個角色 ；同時，畫

眼亦可以是畫家某種情緒表現之寄托或替身（surrogates）。20 這個回首盼顧的挽舟人

可看作爲《江行初雪》圖卷的第一只“畫眼”，爲觀者指明畫卷視覺叙事的方向。挽

舟是現存 10 世紀山水畫中一個新穎而有意義的圖像，也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2.“三人巾帽袍帶而騎”之“寒峙肩擁袖者” 

《捕魚圖序》把全幅圖卷唯有的三位沿江而行的騎旅描寫爲“三人巾帽袍帶而

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圖 6）。晁補之顯然

把畫中的三位騎旅視爲一組，也許是因爲三人相似的“巾帽袍帶而騎”裝束，屬於

文士階層，與畫中其餘的漁夫村野不同？這是個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然而無論是

從圖像或構圖上看，這三位騎旅應該是兩組不同的人物 ：不僅因爲兩組人物所騎的

馬驢、衣著神情、動作舉止截然有别，更爲重要的是兩組人物所處的空間距離甚

遠，中間又有樹林和木橋相隔，除了都在飛雪寒風中沿江而行外，没有任何直接聯

繫，應該區别對待。

“寒峙肩擁袖者”指的是走在最前面的單獨騎馬人（圖 5b）。騎者看上去雖正當

盛年，却因行旅艱辛，在陣陣寒風吹襲之下，瑟縮著上身，兩手交叉藏入袖口内，

看上去顯得蒼老憔悴。騎者鞍下的瘦馬似乎感到了主人的低落情緒，疾步向前趕

路。在後緊緊相隨的童僕，衣著單薄，更是不勝寒冷。文士騎馬（或騎驢）、童僕

相隨，是唐五代至北宋繪畫中一個廣爲流傳和豐富寓意的視覺圖像。例如，朱景玄

（約 785—約 848）筆下的王維“嘗寫詩人襄陽孟浩然馬上吟詩圖，見傳於世”；21 米

芾也曾見寶月大師（1011—1095）“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

如王維畫孟浩然。”22 儘管王維、李成（919—967）的《孟浩然馬上吟詩圖》均早已

不存，宋畫學生今天仍然可以從一幅北宋佚名的《寒林行旅圖》（圖 7）（紐約大都

20 Richard Barnhart, “Figures in Landscape,” Archives of Asian Art 42 (1989): 64.
21 朱景玄 ：《唐朝名畫録·王維傳》，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166 上。

22 米芾 ：《畫史》，頁 985 上。寶月大師俗名蘇惟簡，蘇軾遠親，見古原宏伸 ：《〈 畫史〉集註（五）》,
《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6 期（2004），頁 16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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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藝術博物館藏）中，感受李成對這一叙事題材的描繪。23

《江行初雪》中騎馬者及隨童被五棵老樹緊緊圍繞著（圖 8），在構圖上又是一

個“空間室”。雖然五棵樹在地面的位置各自分離，在空中的枝葉却交錯盤結，連

成一體，是現存 10 世紀山水畫表現古木寒林的典範。24 石守謙曾把趙幹《江行初雪》

的這一組寒林與（傳）董源《寒林重汀》（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中景寒林、（傳）

董源《溪岸圖》（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前景老樹、衛賢《高士圖》（北京故宫

博物院藏）前景的老樹一起比較，指出“它們雖然在樹種、形態上各不相同，但都

是以簡單而綿細的擦染來作出樹幹的明暗，並以之特别强調幹上的瘤洞等細節”25，

從而用風格分析比較確認五代時期描繪樹木的筆法。樹的幹、枝用筆老干硬拙，似

乎象徵樹下行旅者剛硬不撓的性格，使所畫的古木寒林成爲失意的騷人墨客傾吐胸

中盤鬱之物的寄托，其圖像風格和寓意，都可比較後來那幅傳爲蘇軾（1037—1101）

所寫的《古木怪石圖》（圖 9）。26

從構圖視覺上看，這五棵樹的形狀似乎也與騎馬者形態有著密切關係。例如，

騎馬者的整個身體恰好與身後岸邊的一棵樹（也就是五棵樹中的最大一棵）相重叠，

23 班宗華早在 1972 年就曾在紐約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畫廊，舉辦了一個以《寒

林·古木》爲題的中國古代山水畫展覽，並撰寫了重要的介紹文章及展覽圖録。《寒林行旅圖》當

時剛被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購入，在《寒林·古木》中第一次公開展出，並成爲“鎮展之寶”。見

Barnhart, Wintry Forests, Old Trees: Some Landscape Themes in Chinese Painting, Oct. 26, 1972 through 
Jan. 28, 1973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72）。 此次展覽作品是以李成畫派爲主的宋

元明山水，總共 22 件，規模雖不大，却對美國對於中國古代山水畫的認識、接受、教育和研究産

生了重要的影響。石慢（Peter C. Sturman）在 1995 年的一篇以騎驢人物爲題，研究五代山水大家

李成的經典論文中，也以 《寒林行旅圖》和另一幅傳李成的《晴巒蕭寺圖》（納爾遜—阿特金斯博

物館藏）爲中心，對五代宋畫中類似的圖像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其中也提及趙幹《江行初雪》中

的三個騎馬 / 驢者 ；見 Sturman, “The Donkey Rider as Icon: Li Cheng and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rtibus Asiae 55, no. 1/2 (1995): 44—54。

24 根據李霖燦的研究，10 世紀至 12 世紀是中國山水畫表現寒林的鼎盛時期，“以李成爲巨擘，”其淵

源來自於以張璪爲代表的唐代 8、9 世紀松石畫，在 11 世紀下半葉則被文同（1018—1079）、蘇軾、

趙令穰（1080—1100）開發成爲古木竹石，見《寒林一系圖畫的初步研討》（原稿作於 1969 年），

收入李霖燦 ：《中國名畫研究》（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327—338。
25 石守謙 ：《風格、畫意與畫史重建——以傳董源〈溪岸圖〉爲例的思考》，《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0 期（2001），頁 8—9。
26 元豐五年（1082）米芾從湖南長沙赴江蘇淮安途中，專程到黄州拜會了貶謫流放中的蘇軾，並將

此事記録入《畫史》：“子瞻作枯木，枝幹虯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983 上。參閲古原宏伸 ：《〈畫史〉集註（四）》，《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5 期，頁 79—90 ；曹寶麟 ：《米芾與蘇黄蔡三家考略》，收入曹氏 ：《抱甕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年），頁 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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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成了樹幹的一部分。騎馬者與馬背前後形成的不同斜直角度，也似乎在樹上端

曲折的幹、枝、葉得到延伸。左前方另有一棵樹，其由左向右的傾斜曲扭，不僅在

形式上與中間大樹平行和與右邊的大樹呼應，把人物置於實體框架之中，而且似乎

帶有某種叙事功能，加快人物由左向右的運動，從而産生了人與樹在形體上若離若

合的視覺效果。在寒風凌厲的壓抑氣氛下，彎曲的老樹似乎使得騎馬者及隨童的脚

步更爲沉重，臉神更爲凄苦，路途更爲遥遠…… 此情此景，似乎極爲細膩地描寫了

失意文士被貶謫而不甘屈服的的複雜心理和糾結外貌，不禁令人想起陸機（262—

303）《嘆逝賦》中的名句 ：“步寒林以悽惻”和蘇軾於嘉佑六年（1061）冬騎馬赴任

鳳翔府判官途中，寫給胞弟蘇轍（1039—1112）的一首離别詩中的四句 ：“苦寒念爾

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童僕怪我苦悽惻。”27 顯然，瘦馬過寒

林，感物情淒惻，是西晉至北宋失意文士切身體驗的一個審美範疇。

騎馬者和隨童身後還有兩棵老樹，隨後是一座木質小橋（圖 6）。橋雖小，却在

10 世紀中國繪畫史上占有考證斷代里程碑的地位。28 此處木橋有三個基本的構圖叙

事功能 ：一是作爲連接器，把被河水分割的兩塊陸地連接起來 ；二是作爲分離器，

把前後兩組不同的騎馬 / 驢行旅分離開來 ；三是作爲時間路標，表示沿江行旅叙事

的先後次序 ：已經過橋的和將要過橋的兩組不同的行旅。

3.“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

木橋後的一組沿江而行者有四人 ：一對相伴騎驢者和兩個隨童（圖 10）。騎驢

前行者回首與後行者交談，頗有聲色。兩個隨從的童僕似乎也被主人的興致所感

染，也在效仿主人似的，其中前者回頭與後者交耳。驢上驢下的行爲聲響，足以吸

引從江對岸投過來的諸多眼光 ：三個正在起網的孩童停住手中的活，都把頭轉過

27 蘇軾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收入（明）茅維

編，孔凡禮點校 ：《蘇軾詩集》卷 3（北京 ：中華書局，1986 年），頁 95—96（陸機“步寒林以悽惻”

句見頁 96）。關於用特定山水風格情景表達特定失意文人心理處境，見石守謙的英文論文。Shou-
chien Shih, “The Landscape Painting of Frustrated Literati: The Wen Cheng-ming Sty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Willard J. Peterson et al. ed.,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8—246 及其中文修改本，《失意文士的避居山水—論 16 世

紀山水畫中的文派風格》，收入石守謙 ：《風格與世變 ：中國繪畫十論》（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頁 297—334。
28 例如，竹浪遠曾用《江行初雪》木橋作爲南唐江南山水畫風格標準之一，比較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

傳董源《寒林重汀圖》前景中的一座類似但稍微簡樸的野橋。見竹浪遠 ：《（伝）董源〈寒林重汀図〉

の觀察と基礎的考察（上）》，《古文化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90—91，圖 54—55。竹浪氏的研

究論文多處引用《江行初雪》作爲比較材料。筆者感謝黄士珊告知和提供竹浪遠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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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好奇地瞧著隔岸都市來的過路人。另有一個大眼睛的幼童，左脚在前，好像剛

從竹林里跑出來似的。29 在竹林左方的一棵老樹下，站著一位正在用木桶汲水的老

者，也停了下來，全神貫注地打量這一對招摇的騎驢行旅。牲畜和人物的聲響，包

括毛驢行走的脚步聲、騎驢者的談話聲、隨童的竊竊私語聲，與穿過岸邊樹林水中

蘆葦和飛掠江面的風聲匯成一體，把河邊兩岸截然不同的九個人，連成爲一幅以兩

個騎驢者爲中心、動静交融的“江南風景”。

無論這兩個騎驢者的身份如何 30，其所處的場景和所表現出的氣氛，都與前一組

的騎馬者截然不同 ：騎馬者年老獨行走下坡 ；騎驢者年青成雙對（隨童亦成雙對）

踏平路。騎馬者默默無聲無人理 ；騎驢者談笑風生招人現眼。騎馬者被老樹纏繞，

猶如困獸於籠牢 ；騎驢者面對水闊天高，如魚似鳥任自由……

毫無疑問 , 以上“三人巾帽袍帶而騎”的兩組人物是完全不同的。獨行的騎馬

者不僅是《江行初雪》全圖視覺上形體最大的人物並置於手卷的前段和前景，而且

似乎也是趙幹著墨最多的人物。探討這個人物的可能身份、他的生活環境、他與身

邊山水的關係及寓意，自然是本個案研究的一項主要任務。

4. 卷尾 ：“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

這最後的兩個沿江而行的人物，老叟推車在後，童子拉車在前（圖 11），似乎

從没有受到當代學者的關注。原因之一也許是由于繪畫視覺效果 ：首先，由淡墨勾

出的老叟和手輪車輪廓，被身後用同樣淡墨勾出的蘆葦叢完全淹没 ；手輪車推杆所

形成的兩條斜綫，正好又與隨風而動的蘆葉近乎平行，在白雪光綫的作用下，人、

車、蘆葦相互滲透成爲一個不易辨認的灰白平面，使得在前拉車的童子乍看起來

仿佛是個獨行人物。其次，在老叟童子的上方中景處，恰好是一幅火熱的場面（圖

12）：“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髯，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31 暮色

降臨，樹林環繞的沙洲避風處，一個大鬍子的漁夫坐在扁舟上的爐竈前，全神貫

注地準備晚餐 ；漁夫的孩子打著遮雪的傘 , 耐心地坐在船尾等待。另一艘漁舟緩緩

靠近，舟上並排坐著兩個稍大的孩童，在一把大傘下雙手捂住嘴，不知是爲了禦

29 班宗華把這個天真的幼童視爲一個“畫眼”,“Figures in Landscape,” 64。
30 這兩個騎驢者的身份和性别不明，對此專家學者有各種不同的想象與猜測。石慢曾作了一個頗爲

有趣的猜測 ：趙幹描繪這一對騎驢者的原型，有可能借用著名的唐代詩人賈島問“推 / 敲”於韓

愈之軼事 ；前行者舉右手在前，似乎在作推敲之狀，用以强調畫中有詩之意，見 Sturman, “The 
Donkey Rider as Icon,” 55—56。

31 晁補之 ：《捕魚圖序》，見附録一。



514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特輯一）  2017

寒，還是聞到烹煮的香味而感到飢腸轆轆的表示。這裏是構圖的最後一個“空間

室”，是畫卷的結束，是時間的尾聲，是捕魚收穫的享樂，是漁家生活的團聚，如

此情景，表現了畫家熟練應用視覺幻象 （illusionism） 的手法，生動描繪火光和炊

煙飄摇而上，透過瀰漫的水氣，照亮了一株老樹幹上的積雪。難怪在這個巨大光

亮陰影籠罩下的推車老叟和拉車童子，是那麽不引人注目而受到忽略。

當然，不引人注目並不是不重要。全圖四十二個人物中，推車老叟童子是最

後出現，又被置放在畫卷最盡頭的左下角，看來趙幹的用意無非有兩層 ：其一，

標明《江行初雪》叙事到此終止，推車老叟就像是一篇文章最終的標點符號 ；於

此同時，通過老叟從左向右的推車方向以及童子往前拉車的動力，指示觀畫者在

收閉手卷時，再次進入畫面，把畫卷原來右向左叙事的結尾，變成由左向右反方

向叙事的開頭，從而“把收卷的單調行爲轉化爲有意義的視覺活動”。32 這種“變

尾爲頭”的導引方式是中國古代手卷的通用方法，目的是最大程度利用手卷形式，

以有效延長畫卷的叙事時空。33 其二，也就是更爲重要的用意，是與開卷的三人挽

舟圖像相呼應。儘管兩組人物外表差别很大，位置相隔甚遠，但兩者構圖的基本

元素和觀念是一致的 ：推車老叟與撑船漁夫相應，挽車人與挽舟人相應，中間都

是用繩索連接起來。車在地上走，船在水中行，沿著從左到右的同一方向。兩組

江行人物的首尾呼應，揭示了卷首右上角對卷尾左下角斜綫是 《江行初雪》構圖

的有效方式之一，清楚地交代了這幅長卷的始與終，驗證了劉道醇對趙幹“長於

布景”“窮江行之思”的評價。34

二、徐鉉的“一身無累似虚舟”

把《江行初雪》作爲一個專題個案研究，本文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上四組江行人物

的前兩組，即“挽舟”和“騎馬過寒林”，從現存的古畫看來，兩者同爲 10 世紀山水

畫中極爲有意義的圖像。對一個已被學界熟悉的圖像作出新而深入的解讀，通常需要

兩個基本條件之一 ：一是有新材料作爲新證據，二是采用新的視角或解讀方法，兩者

32 見巫鴻對（傳）顧愷之《女史箴圖》（大英博物館藏）卷尾“女史”形象視覺作用的討論，《舊石

器時期至唐代》，收入楊新、班宗華等 ：《中國繪畫三千年》（北京 ：外文出版社，紐黑文 ：耶魯大

學出版社，1997 年），頁 49。
33 類似的構圖手法也出現在（傳）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結尾處。參閲劉

和平 ：《從風格演化到王安石變法 ：〈清明上河圖〉與 11 世紀北宋宫廷繪畫》，收入余輝、楊麗麗主

編 ：《〈清明上河圖〉新論》（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1 年），頁 89—90。 
34 劉道醇 ：《聖朝名畫評》卷 2，頁 45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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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密切相連的。鄭文寶 （953—1013）所記南唐元宗李璟（943—960 年在位，958

年後改稱中主）於保大五年（947）元日賞雪一事，就是一份富於啓發性的重要材料 ：

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逷、齊王景達

出處游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决。保大五年元日 , 天忽大雪。

上召太弟已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李建勲繼和。是時

建勲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 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

建勲、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

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真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

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

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絶筆。35

 鄭文寶爲南唐將門之子，徐鉉（917—992）的學生，曾仕後主李煜（961—975

年在位）爲校書郎，南唐降宋後隨後主北上汴京，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36 鄭

氏以上《賞雪圖》故事提供了三條有助於進一步解讀《江行初雪》的綫索 ：一是説

明“雪竹寒林”是“江南畫”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是君、臣、畫家同堂，詩、書、

畫三絶雅集 ；三是徐鉉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徐鉉，字鼎臣，江都（揚州）人，十嵗能屬文，是 10 世紀的文豪、著名書法

家和文字學家， 其弟徐鍇（920—974）亦有盛名，合稱“二徐”。徐鉉又與韓熙載

（902—970）齊名，世稱“韓徐”。37 作爲官僚政治家，徐鉉初仕南唐，官歷烈祖李

昪（937—943 年在位）、元宗中主、後主三朝。開寶七年（974）曾奉後主之命二次

北上使宋求和，雖不成，不辱使命。跟隨後主入宋后，又仕太祖（960—976 年在位）

和太宗（976—997 年在位）兩朝。如同他的許多在官場漂浮的同齡人一樣，徐鉉宦

途坎坷，曾四次遭貶謫流放 ：

35 鄭文寶 ：《江表志》卷中，收入徐海榮、徐吉軍主編 ：《五代史書彙編》（杭州 ：杭州出版社，2004
年），册 9，頁 5095。郭若虚把鄭文寶之叙事稍作改動成《賞雪圖》，抄録入《圖畫見聞志 · 近事》，

見廬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494 下。郭若虚《賞雪圖》比鄭文寶原文少了兩個重要

細節 ：一是李璟與三位親王弟弟的密切關係，二是指明太弟李景遂是召集宫廷名畫家作《賞雪圖》

之人。關於李璟與三位親王弟弟的關係，見本卷余輝論文，《〈重屏會棋圖〉背後的政治博弈——

兼析其藝術特征》；又見陳葆真 ：《南唐中主的政績和文化建設》，收入陳葆真 ：《李後主與他的時

代 ：南唐藝術與歷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9—83。
36 脱脱等 ：《宋史》卷 277（北京 ：中華書局，1984 年），頁 9425—9429。
37 馬令 （活躍於 12 世紀初）：《南唐書》卷 23, 收入《五代史書彙編》，册 9，頁 5412—5413 ；《宋史》

卷 441，頁 13044—13049 ；李文澤 ：《徐鉉行年事迹考》，收入吴洪澤、尹波主編 ：《宋人年譜叢

刊》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3 年），册 1，頁 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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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大元年（943），27 歲，因得罪宰相宋齊丘，從祠部員外郎、知製誥貶

爲泰州司户參軍（保大三年被召還）。

保大十一年（953），37 歲，被告專權擅殺罪，流放舒州。38

保大十四年（956），40 歲，從舒州移至饒州。39

太宗淳化二年（991），75 歲，遭廬州女尼道安誣訟，40 貶爲静難行軍司馬，

放逐邠州（現陝西彬縣），次年卒於邠州貶所。

在多次的貶謫流放期間，徐鉉寫了很多詩篇，有自我抒發情感的，有給在京城

同僚朋友的，有給來貶所探望他的訪友的。在這些詩中，最富於内心情感表現的是

他在流放路途中所作的吟誦。用詩表達失意和流放情感，是《詩經》以來中國文學

中的一個偉大傳統 41，况且“江行”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詩境而富於寓意的文學主題，

在唐詩里頻繁出現。例如，杜荀鶴（約 846—約 906）《江岸秋思》前四句 ：“驅馬

傍江行。鄉愁步步生。舉鞭揮柳色，隨手失蟬聲。”42 昭宗光化三年（900）中書舍人

錢珝貶官撫州（江西）司馬，在離京城往貶所途中，寫下了《江行無題》五言絶句

一百首，最終一首曰 ：“遠謫歲時晏，暮江風雨寒。仍愁系舟處，驚夢進長灘。”43 唐

詩中失意文士江行的鄉愁和貶謫失落的交集情感，似乎都在徐鉉的流放詩里産生共

鳴。這裏選讀的幾首，全都寫自於他的第一次流放途中，可用於探討此類流放詩與

趙幹《江行初雪》之間的内在聯繫。

保大元年，徐鉉初次遭貶，剛出金陵，就寫下了他的第一首流放詩 《貶官泰州

出城作》：

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

38 徐鉉流放舒州臨行時，韓熙載曾贈詩《送徐鉉流舒州（時鉉弟鍇亦貶烏江尉，親友臨江相送）》：“昔

年凄斷此江湄，風滿征帆淚滿衣。今日重憐鶺鴒羽，不堪波上又分飛。”見彭定求等編 ：《全唐詩》

卷 738（北京 ：中華書局，1960 年），頁 8416—8417。
39 徐鉉當時的强烈情感表現在一首送别詩《移饒州别周使君》:“正憐東道感賢侯，何幸南冠脱楚囚。

睆伯臺前收别宴，喬公亭下艤行舟。四年去國身將老，百郡徵兵主尚憂。更向鄱陽湖上去，青衫

憔悴淚交流。”《徐騎省集》卷 3（長沙 ：商務印書館，1939 年），頁 28。
40  見下節王禹偁貶謫商州討論。

41 據説孔子在被迫離開魯國家鄉在外長達十四年的流放和周游列國期間（公元前 497—前 484），曾

多次引用《詩經·邶風》中的《匏有苦葉》《式微》《旄丘》 等篇章表達自己的失意流落情感，參閲 
Jeffrey K. Riegel 對《論語》《孟子》《史記·孔子世家》有關章節的解讀 ,“Poetry and the Legend of 
Confucius’s Exi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no. 1 (1986): 13—22.

42 彭定求等 ：《全唐詩》卷 691，頁 7941。
43 彭定求等 ：《全唐詩》卷 239，頁 2683 ；一作錢起（710—782）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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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虚舟。

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林泉已遍游。 

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44

徐鉉離開京城的第一程是水路，乘坐的是一艘大船，讀他的《過江》詩，可見

詩人仍在不斷回頭，望著漸漸遠去的京城城樓 ：

别路知何極，離腸有所思。

登艫望城遠，摇櫓過江遲。 

斷岸煙中失，長天水際垂。

此心非橘柚，不爲兩鄉移。45

行船北上抵達東都江都府（揚州）后，水路改爲陸路。東都古稱維揚，是徐鉉

的故里。《經東都太子橋》表達了詩人此時途經家鄉，忽然想到漢時司馬相如（约

公元前 179—前 118）過昇遷橋的故事，不由倍感失落的心情 :

綸闈放逐知何道，桂苑風流且暫歸。 

莫問昇遷橋上客，身謀疏拙舊心違。46

此時此地，徐鉉遇見一個少時的舊友，更是百感交集，有《贈維揚故人》爲證 :

東京少長認維桑，書劍誰教入帝鄉。

一事無成空放逐，故人相見重凄凉。

樓臺寂寞官河晚，人物稀疏驛路長。

莫怪臨風惆悵久，十年春色憶維揚。47

在離開東京繼續北上前往泰州的途中，徐鉉寫下了《泰州道中却寄東京故人》：

風緊雨凄凄，川迴岸漸低。

吴洲林外近，隋苑霧中迷。

聚散紛如此，悲歡豈易齊。

料君殘酒醒，還聽子規啼。48

以上五首詩，寫於從金陵到貶所泰州最初的途中，每首之間的時間緊凑，叙

44 徐鉉 ：《徐騎省集》卷 3，頁 19。
45 徐鉉 ：《徐騎省集》卷 3，頁 19。
46  徐鉉 ：《徐騎省集》卷 3，頁 19。昇遷橋位於成都，相傳爲秦時李冰所建 ；据晋人常璩《華陽國

 志·蜀志》：城北十里有昇遷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 ：“不乘赤車駟馬，不

 過汝下也。”

47  徐鉉 ：《徐騎省集》卷 3，頁 19。
48  徐鉉 ：《徐騎省集》卷 3，頁 19。



518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特輯一）  2017

事連貫，猶如一頁頁的行旅日記，其形式類似於陶潛（365—427）的“詩式自傳”

（poetic autobiography）。49

在這些流放詩中徐鉉表述了他貶官的原因，淡泊名利的態度和不忘忠君報國的

思想。所采用的五言、七言律詩，七言絶句和詩句中的典故，都深受唐代流放詩的

影響。例如，《泰州道中却寄東京故人》的結尾句“還聽子規啼”，借用子規（杜鵑）

凄切催歸的啼鳴，抒發思鄉難歸哀怨之情的古典寓意，有如杜甫（712—770）《子

規》詩句 ：“兩邊山合木，終日子規啼”50，尤其使人想到唐玄宗天寶八年（749）李白

（701—762）在揚州聞訊王昌齡（698—756）貶謫龍標（今湖南黔陽）後寫下的名

篇《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遥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51

在前往泰州貶所途中，徐鉉路過家鄉揚州，自然會想到李白當年在揚州遥寄王

昌齡的“子規啼”詩，更感天涯淪落有家難歸，仿其道寫下“還聽子規啼”。

又如《貶官泰州出城作》裏的第二對句 ：“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虚舟。”

徐鉉的“虚舟”意象顯然來自《莊子·列禦寇》：“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飽食而遨游，泛若不繫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還有白居易（772—846）用莊子典

故所寫的流放詩句，“身心一無繫，浩浩如虚舟”。52“徐鉉詩句里“逐客”和“虚舟”

的意象與白居易的一脉相承，如果説，“三諫不從爲逐客”表達了不可避免的流放

因果，“一身無累似虚舟”則抒發了詩人内心的解脱。“虚舟”成了徐鉉作爲逐客的

精神寄托之所，表達了詩人通過内心忘我而獲得自由的渴望。

徐鉉“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虚舟”的凄凉感，在稍後的《贈維揚故人》

又再次出現 ：“一事無成空放逐， 故人相見重凄凉。”而接下來的另一對句 ：“樓臺寂

寞官河晚，人物稀疏驛路長”，更是一幅描寫放逐途中沿江而行，路遥、人弱、馬

衰的悲切動人畫面。這似乎也正是《江行初雪》中騎馬者不堪凄苦的寫照。唯一不

49 關於陶潛及其 “詩式自傳”（poetic autobiography），見 Stephen Owen, “Poet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Paul S. Ropp ed， 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302。

50 彭定求等 ：《全唐詩》卷 229，頁 2493。
51 彭定求等 ：《全唐詩》卷 172，頁 1769。
52 白居易撰，顧學頡校點 ：《白居易集》卷 7（北京 ：中華書局，1979 年），頁 135。“虚舟”是白居易

流放詩頻繁出現的一個意象，例如《贈吴丹》卷 5 ：“宦途似風水，君心如虚舟。泛然而不有，進

退得自由”，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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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在《江行初雪》中，看不到遠去的樓臺，只有圍繞壓抑的寒林，却也應了

白居易《詠懷》詩里的對句 ：“心似虚舟浮水上，身同宿鳥寄林間。”53“還聽子規啼”

表達天涯淪落有家難歸 ,“一身無累似虚舟”抒發詩人内心的解脱和對自由的渴望，

兩者無疑是貫穿於徐鉉流放詩的兩股最强烈的情感。徐鉉把個人遭遇與李白、杜

甫、白居易等唐代流放詩人融合，用古代失意文士群體熟悉的經典語言描寫自己正

在發生的“當代生活”，把現在升華爲歷史的延續。徐鉉詩裏的失意、流放情感表

達是直接、自然、顯而易見的，此情此景所構成的一幅視覺畫面，與趙幹《江行初

雪》里的一片江南詩意，尤其是卷首越過小橋、置身於寒林古木之中騎馬者（圖 8）

的“虚舟”漂泊感，似乎有一種細緻微妙而强烈動人的共鳴。

《江行初雪》卷首的挽舟是構圖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叙事母題（narrative motif）。

如同白居易、徐鉉流放詩中的“虚舟”意象，《江行初雪》的挽舟似乎亦具有雙重

功能 ：既是縴夫與船夫（岸與水）關係的連接點，也是縴夫與其後的騎馬獨行者（被

水相隔的兩岸）關係的連接點。認識挽舟在構圖與叙事上的雙重功能，能使觀者認

識簡單母題所包含的豐富寓意 ：在船夫縴夫的眼裏，舟是漁舟，是他們的生計 ；在

騎馬逐客的心裏，舟是虚舟，是漂泊天涯的自我。探討徐鉉流放詩和趙幹《江行初

雪》卷首騎馬行旅的兩者關係，並不是説趙幹爲徐鉉的流放詩插圖，更不是説圖中

的騎馬者就是徐鉉，而是觀察詩和畫如何應用文字和視覺不同的語言，傳達某種相

同或共通的信息，尤其是南唐北宋繪畫所具有的那種深刻隱喻功能。54

保大三年（945），徐鉉在泰州貶所度過兩年的流放生活之後，被元宗李璟召回，

官遷祠部郎中，復知製誥。他在此後期間與朝中極有影響力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司

空李建勳（約 872—約 952）關係密切，使得有機會參加兩年後元宗的賞雪詩會，得

到元宗贊賞，並委以爲賞雪詩集撰寫前後二序的重任。55 趙幹雖然没有在此次賞雪

詩會出現（他的主要活動期爲李後主朝），鄭文寶和郭若虚《賞雪圖》的故事告訴

我們在南唐宫廷中，君、臣、宫廷畫家有以詩畫雅集爲題的直接交往，同時也暗示

53 白居易 ：《白居易集》卷 32，頁 735。
54 姜斐德（Alfreda Murck）曾敏鋭地指出 ：在 11 世紀北宋的歷史環境下，繪畫發展成爲一種新型的

信息載體 ：有的信息一目了然，有的則由畫家有意隱藏起來。繪畫能在那些經歷貶謫流放的士大

夫群體中上升成爲一門（如同詩歌）備受尊重的表現藝術，其中的隱喻手法是一個重要因素；换

言之，隱喻使得繪畫成爲一種富於表達“異議的微妙藝術”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Murck,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Dis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Asia Center, 2002), 1—2及
其中譯本《宋代詩畫中的政治隱情》（北京 ：中華書局，2009 年），頁 3—5。

55 徐鉉 ：《御製春雪詩序》和《後序》，《徐騎省集》, 卷 18，頁 17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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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來徐鉉與趙幹詩畫交往的可能性，更何况徐鉉乃是南唐宫廷頗有成就的書畫鑒

賞家，其著作《江南畫録拾遺》（已佚）是 11 世紀下半葉郭若虚撰寫《圖畫見聞志》

30 家參考書目之一。56 所有這些綫索都爲我們解讀徐鉉流放詩與趙幹《江行初雪》

之間的可能關係，提供了可觸知的歷史背景。

三、王禹偁流放筆下的郭忠恕與“王維《輞川樣》”

解讀《江行初雪》的另一個有啓發性的視角就是趙幹的同時代人郭忠恕（約

918—977），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五代北宋初期引人矚目的士大夫、古文字學者

和書畫家。陳高華在編輯現存宋人撰寫的諸多郭忠恕傳記和著録中，非常正確地指

出 ：王禹偁（954—1001）作於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懷賢哀詩《故國子博士郭公

忠恕》（全文見附録二），“是關於郭忠恕生平最可靠的資料。”57 王禹偁，字元之，濟

州（山東）巨野人，九歲能文，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端拱二年（989）

拜右拾遺，直史館，歷知製誥，一生“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

任”，是北宋一位以三黜著稱的諍臣 ：58

淳化二年（991）王禹偁判大理寺，時逢徐鉉遭廬州女尼道安誣訟被貶，道安

當坐誣訟不實罪，太宗下詔庇護道安，王禹偁爲徐鉉雪冤忤旨，觸怒太宗，被貶爲

商州（今陜西商縣）團練副使。淳化四年（993）召回，再知製誥。

至道元年（995）王禹偁任翰林學士僅僅一百天，又觸犯太宗忌諱，罷知滁州

（今安徽滁縣）。至道三年（997）太宗病亡，真宗即位，召還，復知製誥。

咸平二年（999），因預修《太祖實録》以直書史事，貶知黄州（今湖北黄崗）。

兩年後，真宗“惜王禹偁之才”，命徙蘄州（今湖北蘄春縣），同年病卒。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著名士大夫、詩人、古文運動和政治改革的倡導者，與徐

鉉、郭忠恕爲同时代人，是三人中最年幼者。王禹偁與徐鉉同仕於太宗朝翰林學士

院，曾在端拱、淳化初年（988—990）受太宗之命一起校訂《道藏》。他能不畏貶謫，

56 郭若虚 ：《圖畫見聞志·叙諸家文字》，頁 466。關於徐鉉爲《江南畫録拾遺》作者及其書畫鑒賞，

見謝巍 ：《中國畫學著作考録》（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頁 102—103。
57 陳高華 ：《宋遼金畫家史料》收集了 22 條宋人撰寫的郭忠恕條目（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4 年），

頁 178—189。王禹偁《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收入《小畜集》卷 4（長沙 ：商務印書館， 1938 年），

頁 38。又見《宋史》卷 442，頁 13087—13088 和下面的討論。

58 脱脱等 ：《宋史》卷 293，頁 9793—9800。參閲徐規 ：《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 年）和黄啟方 ：《王禹偁年譜簡編》，收入《宋人年譜叢刊》，册 1，頁 25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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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徐鉉“雪冤忤旨”，其剛正不阿的性格和對徐鉉之敬仰也可見一斑。59 王禹偁登進

士第時，郭忠恕已死去六年，兩人在此之前是否相識，現存史料没有記載，因此不

可得知。儘管如此，王禹偁在自己謫宦商州的第一次流放中，以哀詩方式緬懷郭忠

恕的一生，無疑是有感而發。

王禹偁雖然不是宋畫研究的中心人物，却是我們連接和剖析徐鉉、郭忠恕、王

維之間關係的中心人物，扮演了多重至關重要的歷史橋梁角色 ；他的詩文是一扇洞

察 10 世紀官宦生涯直接和可靠的窗户。《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勾勒了逝者傳奇而

悲切的生涯，從年僅七歲應童子科及第（“在昔舉神童，廣場推杰出”）到最終被控

犯罪並死於流放途中（“遁逃終見捕，譴逐道中卒”）。郭忠恕二十歲左右步入仕途，

在動蕩的五代後期歷經了後漢、後周朝。入宋後，他失意於朝廷政事，佯狂放逸，

專心於書畫和古文字研究。郭忠恕才華岀類拔萃，性格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常常

冒犯權貴，一生清貧而多遭磨難，先後經歷了三次貶謫流放（“俸錢乏一囊，宦路

從三黜”）：

建隆二年（961），國子監《周易》博士郭忠恕醉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當朝争執，

被貶爲乾州（今陜西乾縣）司户參軍。

在乾州又因乘醉毆打下僚和擅自離開貶所，被免職並再度流放更爲邊遠的靈武

（寧夏）。郭忠恕免職流放靈武后的活動和時間，史料没有清楚交代，僅知在流放期

滿后的大約十年裏，約 965—975 年，郭氏往來汴京、洛陽之間，以字書畫藝游食

於王公富豪之家，過著相對平静的平民藝術家生活（“漸老覊旅年，方見昇平日”）。

太平興國元年（976），太宗即位，郭忠恕被召回任國子監主簿 ；二年（977），

因得罪大宦官竇神興（“放口忤無鬚，何門求造膝”），最后被控誹謗時政和擅鬻官

物，本屬死罪，太宗愛惜其才，下詔減罪爲决杖發配登州（今山東蓬莱），死於流

放途中。60

在王禹偁眼裏，郭忠恕、徐鉉與自己三者之間似乎有三個共同點 ：（1）如同郭

忠恕和徐鉉，王禹偁也是少年即知書屬文，才華横溢 ；（2）如同郭忠恕和徐鉉，王

59 關於王禹偁與徐鉉關係以及淳化二年的廬州女尼道安案，見張維玲 ：《從徐鉉的道教思想與人際網

絡看大中祥符時代的形成》，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視野〉

國際研討會論文》（未刊研討會論文彙編，2013 年 9 月 2—3 日），頁 314—316。筆者感謝吴燕武

告知和提供《新視野研討會論文》。

60 脱脱等 ：《宋史》卷 442，頁 13087—13088。又見以下第 4 節蘇軾筆下的郭忠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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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偁也是不喜釋氏而好老莊神怪 61 ； （3）最爲重要的是，如同郭忠恕和徐鉉，王禹偁

也是一生不畏權貴以致被貶黜放逐。郭忠恕死於流放途中，徐鉉和王禹偁分别死於

各自貶所。

《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的啓發性 , 在於王禹偁把他的兩個精神和行为偶像郭忠

恕與徐鉉連接起來。儘管徐鉉與郭忠恕二人的性格與仕途差别很大，兩者的學藝却

驚人相似。例如，二人均博學，均精通古文字，均善書小篆 ：郭忠恕“古文識科斗，

奥學辨萍實。字窮蒼頡本，篆證陽冰失”（見附録二）；徐鉉“篆籀氣質高古，幾與

陽冰並驅争先。此非私言，天下之言也。嘗奉詔挍定許慎《説文》30 卷行于世”。62

二人均有傳世作品爲證，如徐鉉撰並書《許真人井銘》有北宋拓裝本（圖 13）（上

海圖書館藏），而郭忠恕《三體隂符經》有太祖乾德四年（966）刻石拓本 （圖 14）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63 這兩件作品均可看作爲 10 世紀小篆書法藝術的代表作，題

材均爲道家道教，亦絶非偶然。太祖開寶八年（975）三月，宋軍開始大舉圍攻金

陵 ；八月和十一月，徐鉉受李後主之托，先後兩次出使汴京乞求宋軍緩師。郭忠恕

此時有可能就在汴京，以字書畫藝游食於王公富豪之家，並等待機會重返仕途（一

年後太宗登基，郭忠恕終被召回任國子監主簿）。雖然在當時緊急動蕩的事態下，

二人見面的可能性不大，但彼此知道對方的活動不僅有可能，而且是自然的。

《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五言三十二行（見附録二），僅有一行提及郭忠恕作爲

畫家，“圖畫王摩詰”。根據現存宋人史料，王禹偁不僅是第一個記録郭忠恕作爲畫

家的人，也是第一個建立郭忠恕和王維關係的人。此句“圖畫王摩詰”根據上下文

大概有兩層含義 ：一是郭忠恕的繪畫成就可比王維 ；二是郭忠恕的繪畫藝術来自王

维或受王維影響。對宋畫學生而言，郭忠恕與王維的關係衆所周知，因爲存世並常

61 徐鉉“性簡淡寡慾，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宋史·徐鉉傳》，頁 13046。
62 蔡攸等 ：《宣和書譜》卷 2，《中國書畫全書》，册 2，頁 11 下。又見徐鉉雍熙三年（986）《上〈説

文解字〉表》，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 ：《全宋文》（成都 ：巴蜀書社，1988 年），册 1，頁 351—
352。歐陽修（1007—1072）曾記録郭忠恕小楷書《説文字源》和小篆書《陰符經》，並指出 ：“世

人但知其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見《全宋文》，册 17，頁 691—692。現存的郭忠恕古文字論

著有《汗簡》和另一篇古文字論著《佩觿》，見下述王競雄研究《三體隂符經》的文章。

63 郭忠恕小篆、古文、分隸《三體隂符經》全文在宋乾德四年附刻於唐天寶二年（743）《隆闡法師碑》

碑陰，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參閲王競雄撰《郭忠恕〈三體隂符經〉》詞條，收入林柏亭主編 ：《大

觀 ：北宋書畫特展》（臺北 ：臺北故宫博物院，2006 年），頁 280—285 ；王競雄 ：《圓的趣味——談

郭忠恕〈三體隂符經〉小篆》，《故宫文物月刊》，第 277 期（2004），頁 40—49。笔者在此感谢陳

韻如告知和提供王競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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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於出版物的就有多本《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64 古原宏伸對現存的三十餘本

《輞川圖》作過詳密研究後指出 ：王維清源寺的《輞川》壁畫在武宗會昌五、六年

（845—846）廢佛時毀滅，此後銷聲匿迹，不見著録，直至 11 世紀末葉郭若虚《圖

畫見聞志》才重新出現 ：

江表用師之際，故樞密使楚公適典維揚，于時調發軍餉，供濟甚廣。上

録其功，將議進拜，公自陳願寢爵賞，聞李煜内庫所藏書畫甚富，輒祈

恩賜。上嘉其志，遂以名筆僅百卷賜之，往往有李主圖篆暨唐賢跋尾

（公薨後尋多散失。其孫泰，今爲太常少卿，刻意購求，頗有所獲。少

卿乃餘之祖舅，如江都王《馬》、韓晋公《牛》、王摩詰《輞川樣》等，

常得觀焉）。65

“樞密使楚公”即楚昭輔（914—983），字拱辰，北宋開國功臣、名將、收藏

家，曾在太祖建隆四年（963）“權知揚州，使江表”，累建功勛。66 開寶八年（975）

南唐降宋，楚昭輔不要封爵而祈求恩賜李後主内府書畫，可見楚氏迷戀收藏之深 ；

“上嘉其志，遂以名筆僅百卷賜之”，可見太祖嘉賞之厚 ；“往往有李主圖篆暨唐賢跋

尾”，可見南唐書畫收藏之貴，其中名畫包括王維《輞川樣》。

“樣”者，畫之樣也，與粉本同爲中國古代繪畫創作和繁衍流傳的重要手段。67

64 例如，現藏於臺北故宫博物院的《宋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卷》，此卷拖尾有馮子振（1253—
1348）在元成宗大德已亥年（1299）楷書王維《輞川詩》二十首及跋一則，還有李衎（1245—
1320）、姚式各一跋。此卷著録於《石渠寶笈（初編）·養心殿》，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

（上海 ：上海書店影印版，1988 年），册 1，頁 619 ；圖版見《故宫書畫圖録》，册 15（臺北 ：臺北

故宫博物院，1995 年），頁 195—200。此外，又有大阪市立美術館和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各藏一

卷《宋郭忠恕臨王維〈輞川〉真跡》石刻拓本，明萬曆丁巳年（1617）由陝西藍田知縣沈國華主持

題刻、畫家郭世元臨摹，分别見古原宏伸 ：《文人畫粹編 I·王維》，圖版 5 （頁 9—19）和巫鴻 :《舊

石器時期至唐代》，收入楊新等 ：《中國繪畫三千年》，圖 78。關於其它流傳的不同版本，見 James 
Cahill, 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ers and Paintings: T’ang, Sung, and Yü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7—19 (Wang Wei) and 40—41 (Kuo Chung-shu)。張彦遠《歷代名畫記·王維傳》

所載的“清源寺壁上畫《輞川》，筆力雄壯”, 是學者普遍認爲最早的《輞川圖》記録，見廬輔聖

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155 下。

65 古原宏伸 ：《王維画 とその伝称作品》，收入《文人畫粹編 I ：王維》，頁 125—145。郭若虚引文見

《圖畫見聞志·近事·樞密楚公》，見廬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491 下。

66 脱脱等 ：《宋史》卷 257，頁 8959—8990。
67 探討“樣”和“粉本”在唐代和北宋繪畫中的應用，見徐邦達 ：《從壁畫副本小樣説到兩卷宋畫 :

朝元仙仗圖》，《文物》，1956 年第 2 期，頁 56—57 ；Sarah Elizabeth Fraser ( 胡素馨 ), Performing the 
Visual: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18—960 ; Heping Liu, “Painting and Commerc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960—

1126”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7),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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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存史料及學術研究，王維《輞川圖》頻繁出現於 11 世紀末至 12 世紀初宋人

著録中，68 不知是否與王維此幅《輞川樣》在南唐亡國後進入北宋宫廷收藏後而得以

廣泛傳播有關？然而，“圖畫王詰摩”的意義要超出目前一般宋畫學生理解的《郭

忠恕臨王維〈輞川圖〉》。王維《輞川樣》出現在李後主秘閣收藏説明了王維畫與江

南畫的直接交流融合，同時也使得兩者的界限變得重叠不清。由此看來，北宋人把

江南畫看作爲王維畫，把趙幹《江行初雪》看作爲王維《捕魚圖》，並非完全是如

米芾所批評的世俗之見 , 而是事出有因。换而言之，郭忠恕“圖畫王詰摩”除了指

郭忠恕畫可比王維畫、郭忠恕畫受王維畫影響外，似乎還有另外兩層意思 ：郭忠恕

畫可比江南畫和郭忠恕畫受江南畫影響。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當代學者普遍認爲，南唐宫廷畫院畫家作品中明顯而强烈的叙事性，從周文

矩、顧閎中、王齊翰的歷史故實到衛賢、董源、趙幹的人物山水，來自於唐代繪畫

傳統中明顯而强烈的叙事性，包括王維《輞川圖》《輞川樣》。69 如此看來，王維《輞

川》圖樣不僅直接影響了北方的郭忠恕，而且還有可能直接影響了南唐宫廷畫家。

這個王維，或北宋人眼裏的“王維”，似乎是連接趙幹和郭忠恕的橋梁，有助於更

爲深入地探討《江行初雪》與與郭忠恕繪畫的關係。

四、蘇軾流放筆下的士大夫畫家郭忠恕

神宗元豐元年（1078）六月初，蘇軾權知徐州軍州事，王禹偁曾孫王汾在鄰近

的兖州任職。70 王汾向蘇軾展示王禹偁墓碑，蘇軾回憶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曾

在蘇州虎丘寺觀王禹偁畫像，感慨不已，“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王

汾請求蘇軾題碑陰，蘇軾在六月五日寫下《王元之畫像贊並叙》，高度評價王禹偁 ：

68 如據陳高華所録，就有秦觀（1049—1100）寫於元祐丁卯年（1087）的《書〈輞川圖〉後》（《淮海 
集》卷 34），黄庭堅（1045—1105）《題〈輞川圖〉》（《黄文節公文集》正集卷 27），米芾《畫史》

更有多條記録，見陳高華 ：《隋唐畫家史料》（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7 年），頁 246—278。此現象

可以看作是北宋文士推崇王維的一個組成部分。

69 例如，陳葆真 ：《南唐繪畫的特色與相關問題的探討》，頁 239—320 ；羅浩（Howard Rogers）、翁白

（Onomea Bay）：《董源研究》，《朵雲》，第 58 集（2002），頁 282—285 ；石守謙 ：《風格、畫意與

畫史重建—以傳董源溪岸圖爲例的思考》，《從風格到畫意 ：反思中國美術史》（北京 ：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11; De-lin Lee, “Fragments for Constructing a History of Southern 
Tang Painting,”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4 (2004): 1—39 and The Night Banquet: A Chinese Scroll 
through Tim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70 《宋史·王禹偁傳》結句（頁 9800）提及王汾 ：“曾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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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71 此時

的蘇軾正處在王安石（1021—1086）自熙寧八年（1075）復相後，再次强烈推行新

政的日益激烈新舊黨争之中 72，對王禹偁的贊揚，尤其“至于三黜以死”，表達了蘇

軾一方面批評新政的堅定不移信念 73，另一方面對未來事態發展擔憂的複雜心理，但

他絶没有想到在十八個月後，他的詩文會被别有用心的新黨政敵指控爲 “傷教亂

俗”“謗訕朝政”“訕上罵下”等等一系列罪名，致使他被捕入御臺獄大牢 , 面臨死罪

（史稱“烏臺詩案”）。74 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六日，神宗下詔，以“訕毁國政，

出於誣欺”“奸言亂衆，義所不容”爲名，責授蘇軾黄州（今湖北）團練副使，本州

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75 這是蘇軾的第一次貶謫流放。

元豐六年（1083）張夢得（張懷民，字偓佺）貶黄州齊安主簿。此時，在黄州

貶所已近四年的蘇軾觀看了張夢得所藏一幅郭忠恕的畫。76 如同王禹偁受郭忠恕“宦

71 《蘇軾文集》卷 21，頁 603—604。蘇軾寫《王元之畫像贊並叙》一事，又見（宋）朋九萬 ：《烏臺

詩案· 與王汾作碑文》記録 ：“元豐元年六月，王汾寄到曾祖禹偁内翰神道碑示軾，求軾題碑陰。

軾於當月五日，寄與王汾。”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 ：上海書店，1994 年），册 37，頁 367 上。

王禹偁作於咸平元年（998）第三次流放地黄州的《三黜賦》，收入《小畜集》卷 1（長沙 ：商務印

書館，1938 年），頁 8。
72 鄧廣銘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年）；Paul Jakov Smith, “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h,”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0, eds.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47—483.

73 見蘇軾分别作於熙寧四年（1071）二月和三月的兩篇批評新政奏議 ：《上皇帝書》《再上皇帝書》，

《蘇軾文集》卷 25，頁 729—748，748—752。
74 見朋九萬《烏臺詩案》中所録《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札子》《監察御史裏行舒亶札子》《國子博士

李宜之狀》《御史中丞李定札子》，頁 356—358。參閲 Charles Hartman,“Poetry and Politics in 1079: 
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 of Su Shih,”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2 
(December 1990): 15—44。

75 見《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製》，12 世紀南宋佚名 ：《宋大詔令集》

卷 205（北京 ：中華書局，1962 年），頁 768 ；《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六之一〇》，册 98，頁 3873 ；

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01（北京 ：中華書局，2004 年），頁 7333。
76 據孔凡禮考證，張夢得謫黄州時間，在元豐五、六年之間 ；孔氏又根據李廌（1059—1109）《德隅

堂畫品》著録，指出張夢得所藏的此幅郭忠恕畫既是李廌所録郭氏《樓居仙圖》，見《蘇軾年譜》，

卷 22，頁 587。張夢得事迹似乎僅載於蘇軾、蘇轍（1039—1112）兄弟寫於元豐六年的詩文中，

分别見蘇軾 ：《記承天夜游》（十月二日），《蘇軾文集》，卷 71，頁 2260 ；《水調歌頭·黄州快哉亭

贈張偓佺》（六月）、《南歌子·黄州臘八日飲懷民小閣》（十二月八日），蘇軾撰，薛瑞生箋證 ：《東

坡詞編年箋證》（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8 年），頁 399—402，412—414 ；蘇轍 ：《黄州快哉亭記》

（十一月一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

曰《快哉》。”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 ：《欒城集》卷 24（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頁 5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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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從三黜”的激勵，在第一次流放商州時寫下了《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一百年

後的蘇軾也被他所尊敬的兩位前輩激勵，在自己第一次流放黄州時（黄州恰好是王

禹偁的第三次流放地）寫下了《郭忠恕畫贊並叙》（全文見附録三），稱頌郭忠恕高

情遠趣的人品和畫品 77 ：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

憑欄飛觀，縹緲誰子。

空蒙寂歴，煙雨滅没。

恕先在焉，呼之或出。78

此時的蘇軾對郭忠恕充滿了敬意和嚮往，並在筆下的郭忠恕傳記里看到了自

己 ：郭忠恕是神童奇才，蘇軾少年即知書屬文，被英宗、神宗稱爲奇才 ；兩人都有

堅定的性格理念，不畏權貴 ；兩人都因此遭貶謫流放。蘇軾在《王元之畫像贊並叙》

和《郭忠恕畫贊並叙》里描繪兩位“三黜以死”的前輩，無疑也是蘇軾本人追求士

大夫理想的一幅自畫像。只是他當時没有想到，“三黜以死”也將會是他的命運。

蘇軾《郭忠恕畫贊》之《叙》實際是一篇長達 368 字的郭忠恕傳記。79 當描寫

郭忠恕的三次貶謫流放時，蘇軾似乎從筆下的郭忠恕身上看到許多自己的影子，尤

其是四年前，自己被誣告捕入烏臺死牢，幸好得到神宗憐惜，網開一面，才能死裏

逃生。蘇軾在《叙》中曾用以下一段生動的文字，講述郭忠恕這個 10 世紀放蕩不

羈的奇才藝術家是如何爲人作畫的 ：

（郭忠恕）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

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乗醉就

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

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綫車放風鳶，

77 蘇軾在元豐六年觀看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和寫《郭忠恕畫贊並叙》的確切時間，史料没有記載。孔

凡禮將此事放在蘇軾在黄州爲張夢得書《昆陽城賦》（《蘇軾文集》卷 1，頁 3）前後，即元豐六年

十一月十二日前後，並指出“或應夢得之請而作”，孔凡禮 ：《蘇軾年譜》卷 22，頁 587。
78 《蘇軾文集》卷 21，頁 612—613。
79 在所有宋人撰寫的郭忠恕傳記中，王禹偁的哀詩爲最早和最爲可靠 ；然而，最爲詳細和最有影響

力的則是蘇軾的《郭忠恕畫贊並叙》，成爲後來所有郭忠恕傳記之藍本，包括郭若虚《圖畫見聞

志·郭忠恕傳》和《宋史·郭忠恕傳》。郭若虚把蘇軾的文字稍作修改成爲《圖畫見聞志》中的《郭

忠恕傳》，見《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477 下。根據韋賓的考證，《圖畫見聞志》的成書年代爲

元祐元年至四年（1086—1089）之間，書中的《蒲永昇傳》亦摘抄自蘇軾寫於元豐三年（1080）
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書蒲永昇畫後》，見韋賓 ：《〈圖畫見聞志〉文獻考》，收入《宋元畫學研究》，

頁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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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綫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絶。80

以上郭忠恕作畫的故事，並不見於蘇軾之前的現存五代北宋人著録中。蘇軾在

元祐五年（1090）另一首題爲《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的五言絶句裏，再

次提及郭忠恕畫小童放風筝故事 ：

  宛轉回紋錦，縈盈連理花。

  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繅車。81

作爲“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也曾在一篇題郭忠恕畫跋提及蘇軾講述的

兩個故事 ：

恕先高賢絶藝，世所共知…… 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峰，匹素

本末作童子紙鳶，中引綫滿之，離絶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82

由此可見，雖然蘇軾的郭忠恕故事歷史出處不詳，但至少在 11 世紀末葉士大

夫、鑒賞家和收藏家中，郭忠恕的這兩幅畫及其故事在當時是廣爲流傳的。有趣的

是，晁補之在這裏似乎把蘇軾所叙述的郭忠恕兩幅畫混合爲一幅而論。

蘇軾的目的當然不僅是講兩個有趣的故事，而是通過两個故事的對比，塑造郭

忠恕才華横溢、剛正不阿、雖屢遭失意貶謫仍不折不撓的士大夫理想形象。對郭忠

恕而言，求畫人的社會身份、教養品味不同，畫家所選的山水與人物题材自然亦不

同 ：为五代宋初名將、書法家、收藏家郭從義（909—971）83，畫一角遠山而已，景

雖少簡，却充滿新意，不受當時北方盛行的“三家山水”絲毫影響（見下節討論），

不求形似而重在意氣，平淡高雅，難怪“郭（從義）氏亦寶之”。在郭忠恕爲郭從

義畫的《一角遠山》圖中，蘇軾似乎看到了他的“士人畫”理想和定義。84 對比之

下，为一个附庸風雅的富家子弟，畫一孩童放長綫風筝，市井風俗之樂，既通俗易

80 《蘇軾文集》卷 21，頁 612—613 ；又見附録三。這兩幅畫的製作時間，最有可能是在郭忠恕第二

次流放之後和太宗即位召回郭忠恕任國子監主簿之前，約 965—976 年之間 ；鑒於郭從義死於 971
年，作畫時間應在此之前。

81 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 ：《蘇軾詩集》卷 32（北京 ：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685—1686。
82 晁補之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晝本》，《鷄肋集》卷 33，頁 654。
83 脱脱等 ：《宋史》卷 252，頁 8850—8853.
84 蘇軾關於“士人畫”之闡述，見寫於哲宗元祐三年（1088）四月五日稍後的《又跋漢傑畫山二首

之二》：“觀士人畫，如閲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

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真士人畫也。”見《蘇軾文集》卷 70，頁 2216。這比他寫《郭忠恕畫

贊並叙》晚了五年。漢傑爲宋子房（活躍於 11 世紀末—12 世紀初）字，《瀟湘八景》畫家宋迪（約

1015—約 1080）侄子，善畫山水，傳記見鄧椿（約 1109—約 1180）《畫繼》卷 3，收入《中國書畫

全書》，册 2，頁 70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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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又滿足其索求數丈長卷的庸俗要求，可惜還是惹得“富家子大怒”，這也許是

郭忠恕（或者蘇軾）早就料到了的，捉弄一下這個不懂藝術的傢伙罷了，正好也應

了王禹偁對郭忠恕“滑稽東方朔”一面之評價（見附録二）。

然而，兩個不同的郭忠恕作畫故事有兩點是相同的 ：一是作畫過程，即是畫家

每次作畫都需要長久甚至“經數月”的等待，等待創造衝動或靈感的突然來臨，接

著一揮而就。郭忠恕是如何以字書畫藝游食於京城高官富商之家，可見一斑。85 二

是畫作構圖，如果把蘇軾兩個故事的文字視覺化成圖像，雖然山水、人物題材不

同，一幅是僅在素绢之一角作遠山數峰的山水，另一幅是小童放風鳶引綫數丈滿之

的人物，但兩者遵循相同的極簡主義（minimalist）構圖原則（圖 15a—b），即以卷

首的右下角爲出發點卷尾的左上角爲終點，把實在和視覺想象中的題材安放在一條

從右下角到左上角斜綫的兩端，讓其餘的畫面自然地成爲開放的空間。《一角遠山》

《童子放風鳶》故事表明了蘇軾對郭忠恕繪畫藝術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並且給下節

討論郭忠恕《雪霽江行》的挽舟圖像提供了難得的史料信息。

五、米芾的“挽舟人色”

郭忠恕的存世作品極少，詩文字畫總共不過數篇幅而已 86，而其中最爲重要、與

趙幹《江行初雪》關係最爲密切的是《雪霽江行》（圖 16）（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85 關於北宋繪畫與贊助人關係，見 Liu, “The Water Mill and Northern Song Imperial Patronage of 
Art, Commerce, and Science,” Art Bulletin 84, no. 4 (2002): 565—595 and “Painting and Commenc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960—1126.”又見 Chu-tsing Li et al. ed.,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Kansas City: The Kress Foundatio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Kansas and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James Cahill, 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參閲白謙慎 ：《傅山的世界 ：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

變》（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張長虹 ：《品鑒與經營 ：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

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86 郭忠恕傳世文學作品有四首格律詩加一對句，其中有七言律詩《送田表聖出知陳州》：“客裏暌離

已不堪，何當出守正移驂。孔融在漢人應憚，善感鳴唐罪自甘。義重不嫌身死萬，憂深寧忍口緘

三。陳州亦是天朝地，好爲瘡痍雨露覃。”見傅璇琮等編 ：《全宋詩》卷 11（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1 年），頁 148。田表聖即是田錫（940—1004），是北宋初年與王禹偁同朝不畏權貴的著名

直臣諫官，見《宋史》卷 293，頁 9787—9792。然而，此詩的歸屬有疑問 ：田錫貶謫陳州（今河

南淮陽）是因爲上疏直言朝政，使太宗不悦和激怒了當朝宰相趙普、吕蒙正等人，時間是端拱二

年（989）—如果《送田表聖出知陳州》可能爲郭忠恕所作的話，郭氏的卒年則遠遠超出了《宋

史·郭忠恕傳》的“太平與國二年”。見錢建狀 ：《北宋書畫家郭忠恕、李建中、黄伯思先平仕履訂

補》，《新美術》，2013 年第 3 期，頁 73—74。



挽舟人色 ：徐鉉、郭忠恕、王禹偁、蘇軾流放視角下的《江行初雪》與《雪霽江行》│  529

現存《雪霽江行》僅爲原畫後半部残卷，根據畫上清高宗乾隆皇帝（1735—1795 年

在位）辛亥年（1791）的題字，可知此畫在進入清宫時，已經殘缺不全。87 所幸的是，

原畫的基本構圖被一幅後來的摹本《宋人仿郭忠恕〈雪霽江行〉》（圖 17）（納爾遜—

阿特金斯美術館藏）保留下来 88，由此可见失落的前半部挽舟人構圖。從現存兩本圖

卷的尺寸判斷，摹本（49 釐米×143 釐米）的上、下空間加起來明顯地比原本（74.1

釐米×69.2 釐米）减縮了約 25 釐米或三分之一的空間，左上角的“雪霽江行圖 /

郭忠恕真跡”兩行臨摹題款也隨之壓低，而圖卷的長度以及江船的體積却保留與原

本的基本一致（既現存原本殘卷大約爲全圖的左半幅）。這些空間變化造成了摹本

不同的視覺效果 ：視角降低了，江船的位置升高而且向前景拉近，完全失掉了郭忠

恕原圖具有的闊、深、遠空間感。

近看《宋人仿郭忠恕〈雪霽江行〉》卷首右下角的挽舟人圖像 ：六個挽舟人分

爲三人一組，通過肩上長長的牽索與卷后左上角兩艘江船高大桅杆頂端相連，形成

了一個由右下角發力帶動左上角的斜綫構圖。也就是説，《雪霽江行》與蘇軾所講

郭忠恕故事裏的《一角遠山》《童子放風鳶》（圖 15a—b）兩幅畫的構圖原則是一致

的。儘管三幅畫的題材不同。如此的構圖原則一致性絶不是單純的偶然或巧合，而

是揭示了郭忠恕作爲藝術家的個性特征，創造出一種自己鍾愛、外表簡約甚至搞

笑、内在充滿張力的兩點斜綫構圖。

自元代（1206—1368）至今，這两本《雪霽江行》，無論是郭忠恕的原作殘卷

或是後來摹本，似乎從未得到學界充分的重視。推原其故，或因元代以降，文人品

味与文人畫升居主導地位，在這種帶有强烈偏見的批評氛圍下，郭忠恕的作品或被

87 乾隆在畫上的題字爲 ：“大幅何年被割裂，竿繩到岸没人牽。江行底識當雪霽，剩有痩金十字全。

辛亥新正。御題。”此手卷曾是乾隆乾清宫舊藏《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著録見《石渠寶笈三

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臺北 ：臺北故宫博物院，1969 年），第 8 册，頁 481—482。
88 此手卷有一段收藏軼事 ：1931 年的一天，年僅 24 歲的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

陪同他在哈佛學習中國和日本藝術史的導師 Langdon Warner（1881—1955）去天津，拜訪遜位的末

代皇帝溥儀（1906—1967，1908—1912 年在位）。Warner 當時身爲納爾遜美術館董事會董事，此行

的真正目的，是爲美術館收買溥儀從清宫帶出來的古畫，《宋人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就在當

日成交的數幅畫卷之中。席克曼於 1935 年秋返回美國，很快就被任命爲納爾遜美術館東方藝術部

研究員。參閲 Wilma Fairbank, “Laurenc Chalfant Stevens Sickman, 1906—1988,” Archives of Asian Art 
42 （1989）: 82—84 ；武佩聖 ：《近年所見海外清宫佚出書畫散記》，收入《中國古代書畫藝術國際學

術討論會論文彙編》（瀋陽 ：遼寧省博物館，2004 年），頁 25—26。又見席克曼爲該畫撰寫的《八

代遺珍》展覽圖目詞條 ,“A Sung Copy after Kuo Chung-shu, ‘Towing Boats under Clearing Skies after 
Snow,” in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eum of Art (Clevelan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80), cat. no. 77,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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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看作處於最底層的界畫 89，从而忽略了《雪霽江行》作为 10 世紀下半葉出現

的一种新型的北方山水畫圖式。對於 10 世紀山水畫在中國北方的興起，11 世紀末

葉的郭若虚確立了具有深遠影響的“三家山水”經典之説 ：“畫山水唯營丘李成、長

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90 郭忠恕亦是北

方人，與李成（919—967）、關仝同時，其《雪霽江行》帶有“三家山水”及 10 世

紀繪畫突出的寫實風格特征。91 近看《雪霽江行》的兩艘江船細部（圖 18），可見清

晰而精确的界畫綫條筆法，通過淡墨暈染後的明暗對比，刻畫出船桅的圓實，繩纜

的緊張，貨包的厚重。船艙結構，門欄窗簾，正如劉道醇所言，“咸取塼木諸匠本

法，略不相背”92，使船體富有空間感。李廌也稱郭忠恕的界畫“最爲獨妙”：“棟樑

楹桷，望之中虚，若可投足 ；闌楯牖户，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93 劉道醇和李

廌对郭忠恕的高度評價 , 似乎都在《雪霽江行》描繪的两艘江船中得到有力的視覺

印證。

然而，郭忠恕《雪霽江行》所代表的江行挽舟圖式與以高山蕭寺爲特征的“三

家山水”截然不同。中國古代繪畫中的挽舟圖式，據米芾記載，至少在六朝時期

（222—589）就已經出現 ：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㡬是六朝筆，位置寺基，與唐及今不同。

89 例如，元代湯垕（約 1263—約 1331）曾評論當時文人對界畫的偏見時曾有言道 ：“世俗論畫，必

曰 ：‘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爲易事。”見湯垕 ：《古今畫鑒·雜論》，收

入《中國書畫全書》，册 2，頁 903 下。可比較《宣和畫譜∙宫室叙論》十門圖畫分類，其中“宫

室”（界畫）因能“以待風雨”和“比他畫爲難工”而位居第三（在道釋門和人物門之後），見《中

國書畫全書》，册 2，頁 83 下。

90 郭若虚 ：《圖畫見聞志·論三家山水》，《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469 下。又見 Wai-kam Ho, “Li 
Ch’eng and the Mainstream of Northern Sung Landscape Paint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 (Taipei: The Palace Museum,Taipei 1972), 249—283 ；孫丹妍 ：《三家鼎

峙》，收入《中國山水畫通史》，頁 34—54。
91 關於 10 至 11 世紀北宋山水畫的寫實風格，見 Richard M. Barnhart, “The Song Experiment with Mimesis,” 

in Bridges to Heaven: Essays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 ed. Jerome Silbergeld 
et al. （Princeton: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1）, 115—140 及其中譯本，

王明玉譯 ：《宋代繪畫中的“擬真”實驗》，收入白謙慎編 ：《行到水窮處——班宗華畫史論集》（北

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頁 193—212。羅浩 （Howard Rogers）、翁白（Onomea 
Bay）指出 ：郭忠恕“任職於後來招降南唐中主李璟的後周，他的畫作也反映了董源所處時代繪畫

中普遍存在的寫實趣味”，見《董源研究》，《朵雲》，第 58 集（2002），頁 282。
92 劉道醇還把郭忠恕的界畫與篆籀書法比較 ：“畫之爲屋木，犹書之有篆籀，盖一定之體，必在端謹

詳備，然後爲最。忠恕俱爲當時第一，岂其二者之法相近而然邪 ? 可列神品。”見劉道醇 ：《聖朝名

畫評》卷 3，頁 458 下—459 上。 
93 李廌 ：《德隅堂畫品》，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99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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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色，舟製非近古今，所惜不全也。94

此處“挽舟人色”似乎是廬山主題之下一個小景。據説東晋顧愷之（約 344—

約 406）曾畫《廬山圖》95，不知是否帶有“挽舟人色”？古原宏伸在批注米芾《畫史》

以上條目時指出 ：“《畫史》中所再三引用的南唐書畫收藏爲北宋初官僚或豪商所繼

承，形成了往後美術史與鑒賞史的根基，據説其中一位中心人物，李中主璟的畫像

藏於廬山。”96 古原氏的“據説”，是據南宋王明清（活躍於 12 世紀下半葉）《揮麈三

録》之説，李璟畫像爲周文矩所畫的《重屏圖》。97 從歷史地理上看，金陵古爲六朝

都城建康，而六朝的廬山挽舟人色，自然成爲趙幹《江行初雪》挽舟圖像之淵源。

無論如何，至 10 世紀下半葉時，米芾所説的六朝“挽舟人色”已成爲南唐北宋山

水畫中的一个充滿詩意、令人尋味的獨立圖像。趙幹《江行初雪》和郭忠恕《雪霽

江行》則是挽舟圖像兩幅最早和最重要的存世圖卷。

把《江行初雪》挽舟小像與《雪霽江行》挽舟大圖比較似乎不公平，因爲前者只

是一葉漁舟，後者是大型官船 ；前者只是山水人物長幅的一個開卷母題，後者是全畫

的主體和主題（難怪有學者把《雪霽江行》僅看作是一幅界畫而已）。《雪霽江行》中

的官船身份，可以清楚地在船上人物的衣著得到確認 ；此外，從納爾遜—阿特金斯美

術館藏的宋人摹本，也可以看到連挽舟的六個縴夫，從頭上帶的樸頭到脚上穿的靴

子，也是一派官家打扮（圖 19），與《江行初雪》中的兩個衣衫襤褸的縴夫截然不同。

這六個官家打扮的挽舟人，看來就是北宋漕運史料中常提到的官運官船“挽舟軍士”

或“挽舟卒”。宋朝自建國始，太祖和太宗就分别三番五次詔令，凡運輸官物，不管

陸路或水路漕運，均以軍卒充役，不得差憂百姓，並把此政策視爲“王者之道”。98 太

94 米芾 ：《畫史》，頁 989 上。“宗室仲儀”的身份待查。

95 裴孝源（約 601—約 666）《貞觀公私畫史》記有顧愷之《廬山圖》，張彦遠（815—876）《歷代名

畫記》卷 5 引《梁書·外域傳》記顧愷之《廬山會圖》，見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册 1，頁

172 上和 140 上。

96 見古原宏伸引王明清《揮麈三録》卷 3 所注條目 181，《〈畫史〉集註（七）》，《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 18 期（2005），頁 97—99。
97 參見余輝在本書的論文，《〈重屏會棋圖〉背後的政治博弈——兼析其藝術特征》。

98 例如，太祖乾德六年（968）五月詔曰 ：“王者之道，使人以時，非惟不奪于農功，亦冀無煩于民力。

自今應諸道州、府、軍、縣上供錢帛，並官備車乘辇送，其西川諸州合般錢物，即于水路官自漕

運，不得差擾所在民人。仍于逐處粉壁揭示诏書。”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二月诏 ：“先是劍南、

兩川、嶺南、荆湖、陝西諸州每歲上供錢帛，悉發民負擔，頗爲擾，宜罷之。自今並以傳置卒充

其役。”見（清）徐松輯 ：《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二之一》（北京 ：中華書局，1957 年），册 6，頁

5562。然而 ,“王者之道”的政策在當時的現實中没能得到實行。以汴河漕運爲例，從一開始，軍

卒與民夫就合成一起，而且後來民夫的比例又逐年增大，使得理想的“王者之道”成爲空名。參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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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還親自過問挽舟軍卒的生活狀况，對失職腐敗官吏，嚴懲不貸。99

太宗的繼承人真宗（997—1022 年在位）更是發揚光大“王者之道”，於大中

祥符五年（1012）四月詔令 ：“淮南堰埭運糧挽舟軍士，四時給役頗爲勞，自今冬季，

並令休息。”10012 世紀士大夫兼畫家李石（1108—1181）曾在一首《挽船》七言古詩中，

細緻地描寫雪江挽舟之苦寒，字裏行間似乎可以看到《雪霽江行》裏的六個挽舟人 ：

群兒生長輕江湖，上船下船誰使驅。

江牽百丈沙水澁，岸上風雪兼泥塗。

下循枯葦鵝鴨亂，上控絶壁猿猱呼。

可憐進寸得退尺，挽脚不住頭欲扶。101

再看《雪霽江行》六個挽舟軍士中走在最前面的兩個，其中一人埋頭縴挽，另

一人回首盼顧（圖 20），其姿勢形態與《江行初雪》中的兩個挽舟人（圖 5a）頗爲

相似 ：埋頭挽舟者兩腿作彎曲狀，右脚在前，左脚在後，因寒冷將雙手交叉藏入袖

中並抱在胸前 ；回首盼顧者則左脚在前，右脚在後，也是雙手交叉藏入袖中抱在胸

前，一同爲瑟縮寒冷狀。如此相類似的挽舟細節，在大約 960—970 年的相同時間

内，出現在南唐和北宋兩個不同國度的空間裏，不僅表示了挽舟圖像在 10 世紀山

水畫中的流行，而且表示了江南山水與北方山水之間的互動 102，並成爲《江行初雪》

與《雪霽江行》之間一根有意義的視覺連綫。

曹家齊 ：《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60—165 及注釋 ；頁

160 中，“開寳元年（968）”應是“乾德六年（968）”之筆誤 ：一者所引《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二之

一》原文寫的是“乾德六年五月”，二者太祖改元“開寳元年”是乾德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事情，

五月頒布的詔令實屬乾德六年無疑。難怪研究北宋典章制度的學者李攸（活躍於 12 世紀初葉）在

其《宋朝事實》卷 2 中，僅列“乾德六年、開寳二年”，而省略掉極爲短暫的“開寳元年”。

99 例如，《宋史》卷 175（頁 4251）記録 ：“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黄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

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斷腕徇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

100 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7，頁 1762。
101 李石 ：《方舟集》卷 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册 1149，頁 548。關於李石畫家傳記，見鄧

椿 ：《畫繼》卷 3，頁 709 上。

102 南北方藝術互動自古就是中國美術發展的强大動力之一。例如，巫鴻、寧强曾指出位於河南龍門

賓陽洞内壁的北魏《孝文帝禮佛圖》浮雕（作於 500—523）（現藏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其人

物造型動態和飄逸的衣紋都具有典型的南方風格，與傳爲東晋顧愷之《洛神賦圖》的開卷部分描

繪詩人曹植及其隨從的圖像（見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和故宫博物院摹本） 有相似之處，並與當時北魏

推行漢化政策、促進南北文化融合相關。見楊新等 ：《中國繪畫三千年》，頁 52—55 及注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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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蘇軾、王詵《煙江曡嶂》、郭忠恕《雪霽江行》

元豐八年（1085）六月，在黄州貶所經歷了五年半之久流放的蘇軾被召還汴京，

爲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製誥。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十五日，蘇軾寫下

了《書王定國所藏〈煙江曡嶂圖〉王晋卿畫》：

江上愁心千曡山，浮空積翠如雲煙 ；

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

但見兩崖蒼蒼暗，絶谷中有百道飛來泉 ；

縈林絡石隠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

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 ；

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103

王詵，字晋卿（約 1048—1104 後），雖貴爲神宗的内弟和駙馬都尉，却受蘇

軾“烏臺詩案”牽連貶官流放。《煙江曡嶂》的收藏者王鞏（字定國，約 1048—約

1117）也在此案牽連貶黜人群之中。104

王詵《煙江曡嶂》圖卷存世有兩本，一本爲青緑（圖 21），另一本水墨（均藏

上海博物館）。105 班宗華曾引用蘇軾的上述流放詩句，結合蘇軾、王詵、王鞏等人的

流放經歷，用一個 11 世紀的“時代眼睛”看《煙江曡嶂》（青緑本）的構圖 ：“面对

王詵《煙江曡嶂》空旷而长的开卷部分，我们感到失落于迷雾和江天之间，唯有幾

葉扁舟漂浮于虚無之中”；他觀察到圖卷中的山水環境特點是“無約束、無計劃、無

結構、無次序、無路徑、無界限”, 並把此種視覺形象闡釋爲“流放山水”（landscape 

of exile）106，區别於郭若虚視爲主流的“三家山水”和李成傳統在 11 世紀傑出傳人郭

103 接下來的下半段詩文見《蘇軾詩集》卷 30，頁 1607—1608 ： “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 ；

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徃置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絶處，東坡先生留五年 ；春風摇江

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 ；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

仙！江上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 ；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104 姜斐德 ：《宋代詩畫中的政治隱情》，頁 109—133。
105 水墨本有蘇軾此詩墨迹之跋和王詵唱和，見鍾銀蘭 ：《對王詵水墨〈煙江曡嶂圖〉及蘇、王唱和詩

的再認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 7 期（1996），頁 175—193。
106 Richard Barnhart, “Landscape Painting around 1085,” in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195—205 及其中譯本，劉和平譯 ：《公元 1085 年前後的中國山水畫》，收入白謙慎

編 ：《行到水窮處——班宗華畫史論集》，頁 146—154。方聞也曾以“流放山水”爲題討論宋代山

水畫，見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8—102。姜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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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的《早春圖》（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圖 22）。

王詵《煙江曡嶂》的構圖和流放寓意，令人想到比其早一個世紀的郭忠恕《雪

霽江行》。兩者有出乎一般人意料的相似之處 ：

其一，兩個畫家都有類似的流放經歷。

其二，兩幅圖卷的構圖都是前半部分“虚”，後半部分“實”，都是建構在一條

從卷首右下角前景向後延伸至左上角中、背景的斜綫之上 ：這條斜綫在《雪霽江行》

中既是挽舟人身上連接船桅頂端之牽索，在《煙江曡嶂》中則是無形存在的，體現

於大江之中往來于彼岸的兩葉扁舟。 

其三，《雪霽江行》寒江中的兩艘船，孤零失落，不知何處來，不知何處去 ；

緩慢主導這裏的一切 ：（因不知何處而顯得）緩慢的地點、緩慢的時間、江水的慢

流、官船的慢行（船底不見水浪紋）、挽舟人的慢步……這種意境似乎在《煙江曡嶂》

中發展到極致 , 成爲“無約束、無計劃、無結構、無次序、無路徑、無界限”。

除此之外，《煙江曡嶂》的構圖又令人想到蘇軾所講的郭忠恕畫《一角遠山》

和《小童放風鳶》（圖 15a—b）：蘇軾寫《郭忠恕畫贊並叙》是在 1083 年黄州貶所 ；

據晁補之著録，郭忠恕的這兩幅畫及其故事在當時士大夫、鑒賞家和收藏家中廣爲

流傳 ; 王詵畫《煙江曡嶂》的時間大約在 1085—1088 年之間，是否有可能也知道蘇

軾講郭忠恕作畫的故事，並從中獲得創作《煙江曡嶂》之靈感？根據現有的圖像和

史料推測，王詵《煙江曡嶂》有可能受益於郭忠恕《雪霽江行》，而蘇軾有可能就

是王詵認識郭忠恕兩角斜綫構圖的橋梁，而《煙江曡嶂》可以看作是 10 世紀挽舟

通過對蘇軾詩和隨後與王詵的唱和詩細緻分析，指出了其中三個不同層次的含義，見《宋代詩畫

中的政治隱情》第 6 章《煙江曡嶂圖》，頁 109—133。此外，傅申、石慢、何傳馨也曾分别把蘇軾

和黄庭堅在各自貶謫期間所寫的一些書法作品，如蘇軾謫黄州時寫的《書前赤壁賦》《寒食帖》（均

爲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和黄庭堅謫戎州時寫的《贈張大同書》（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作爲“流

放書法”研究 ；見 Shen C.Y. Fu, “Huang T’ing-chien’s Calligrap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ung: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 Peter C. Sturman, “Silencing the 
Cry of Cold Insects: Meaning and Design in the Exile Calligraphy of Huang Tingjian and Su Shi,” Oriental 
Art 46, no. 5 (2000): 10—18; Ho Chuan-hsing, “Altered States: Su Shi’s Poetry and Calligraphy in Exile,” 
Orientations 38, no. 1 (Jan./Feb. 2007): 42—47。蘇軾《書前赤壁賦》寫於元豐六年（1083），爲贈友

人傅堯俞（字欽之，1024—1091）之作 ；《寒食帖》書寫作於元豐五年（1082）四月初的詩《寒食

雨二首》（見《蘇軾詩集》卷 21，頁 1112—1113），書寫年代不詳，約在元豐五年和元祐三年（1088）
之間 ；見何傳馨撰寫《書前赤壁賦》《寒食帖》二詞條，收入《大觀 ：北宋書畫特展》，頁 350—
353、354—359 及注釋。哲宗紹聖元年（1094）十二月黄庭堅被新黨控編修《神宗實録》不實，貶

謫黔州（貴州），又於元符元年（1098）遷戎州（今四川宜賓），《贈張大同書》寫於元符三年（1100）
正月戎州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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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在 11 世紀山水畫的繁衍發展。對比兩幅畫的立意，郭忠恕《雪霽江行》之“緩

慢”可以看作是王詵《煙江曡嶂》之“虚無”的先聲。兩者的構圖都游離在虚與實

之間，以虚爲實，以少勝多，揚奇險而避穩妥。兩者都没有定式。兩者都表現放逐

之經歷 ：寒冷、寂寞、迷茫、失落、想象、夢幻…… 最後，兩者都渴望回歸。107

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傳）徽宗《雪江歸棹圖》是存世北宋山水畫中唯一明確

以“回歸”爲畫題的作品。108 此圖前大半段兩岸夾一江、水村漁舟綴其間、騎馬行

旅過木橋的構圖立意很自然使人想起趙幹《江行初雪》。與“一見便如江上，令人

褰裳欲涉而問舟浦溆間也”的“江南風景”109 不同的是，《雪江歸棹》用的是中景構

圖，更爲有效地描繪北方大河遼闊曠遠之特色，而開卷首先出現的畫面竟是挽舟人

色（圖 23—24）：二縴夫挽一江船在前景由右向左進入圖卷，景雖小，却引人注目。

趙幹《江行初雪》和郭忠恕《雪霽江行》的挽舟方向都是由左向右—如果那是放

逐的視覺方向的話，這裏的正相反而且位置處在畫題“雪江歸棹圖”的正下方，也

許可以看作是圖卷的第一個“歸”或“歸途”的視覺表現，與圖卷結尾處的一艘船

泊岸、二人登岸“到達終點”或“完成歸途”遥相呼應（圖 25）。

班宗華早在 1984 年就注意到，《雪江歸棹圖》的布局和用筆與王詵極爲相似，

尤其是對山頂樹木的描繪 ：近景樹木乾瘦歪曲，遠景則用棍子般的筆畫一筆筆排列

出樹幹，加上淡墨渲染而成 ；《雪江歸棹圖》看起來像是王詵的門人弟子代筆所爲，

可看作爲《煙江曡嶂圖》的冬天版，或者王詵另一幅流放山水《漁村小雪》（上海

博物館藏）的縮小版。110 有趣的是，《宋人仿郭忠恕〈雪霽江行〉》右上角的一座遠 

山（圖 17），其山頂樹叢畫法和淡墨渲染效果，看起來也近似於《雪江歸棹圖》，成爲

進一步探討王詵、徽宗朝、郭忠恕以及流放山水畫之間多種關係的一條視覺綫索。

107 姜斐德曾指出，在 11 世紀下半葉北宋士大夫的眼裏，《瀟湘八景》圖和詩中的《平沙落雁》是君子

被放逐的隱喻，而《遠浦歸帆》表達了放逐者返歸京城的忠君願望，見姜斐德 ：《宋代詩畫中的政

治隱情》，頁 61—85（第 4 章）。

108 此圖卷首右上角有徽宗手書“雪江歸棹圖”，結尾左下角書“宣和殿製”及“天下一人”御押 ；圖

後有蔡京（1047—1126）書於“大觀庚寅（1110）季春朔”跋 ：“臣伏觀御製《雪江歸棹》，水遠無波，

天長一色 ；群山皎潔，行客蕭條 ；鼓棹中流，片帆天際。雪江歸棹之意盡矣（後略不録）。”見中

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9 年），册 19，頁 80—81（京

1-304）。
109 見《宣和畫譜》卷 11，頁 95 上。

110 Richard Barnhart, “Wang Shen and Late Northern Song Painting,”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rt   
Historical Studies 2: The Art of Landscape in Asia (198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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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蘇軾流放北歸視角下的《清明上河圖》挽舟人色

哲宗紹聖元年（1094）四月至六月，蘇軾又被控“訕上”和“譏斥先朝”，一

連遭受五番貶謫至廣東惠州 ；三年後，再貶海南儋州。元符三年（1100）二月，徽

宗登位，大赦天下。五月，蘇軾正式接到移廉州誥命，準備北歸。建中靖國元年

（1101）五月一日，蘇軾北歸乘舟沿長江順流而下至金陵，此時收到從江淮發運副

使黄實（字師是）轉來蘇轍寫於二月二十日的書簡，苦勸蘇軾北上穎昌（今河南

許昌）相聚定居。111 蘇軾改變前往常州居住的原有打算，向管理轉運的漕司申請官

船，112 計劃六月上旬在真州（今江蘇儀征）乘舟，沿运河北上入汴至陳留（今河南開

封陳留鎮）後轉陸路往穎昌，與蘇轍一家匯合。113 此時蘇軾曾多次致信黄實恳求幫

忙，其中一封叙求“挽舟人”的，對認識宋畫“挽舟人色”的豐富内涵頗有啓示 ：

某已决意北行，從子由居……窮途百事坎坷，望公一救之，亦參差如

此，信有命也。猶欲仰干一事，爲絶少挽舟人。四舟行淮汴間，每舟須

添五人，乃濟。公能爲致此二十人否？乞裁之。可否，幸早示諭。此間

亦可求五七人，公若致得十五人，亦足用。恃眷干撓，死罪！死罪！ 114

蘇軾携全家三代人及僕人三十餘口 115 及搬家行李，需用四艘官船，因沿運河北

上逆水行舟，每艘船需五個縴夫挽舟沿河岸而行，合需二十挽舟人。蘇軾深知一下

子雇到二十挽舟人不易，加上自己流放剛獲大赦北歸，所用口氣極爲恭敬（儘管他

是黄實的長輩），提出如果黄實能幫助找到十五人，他會想辦法在當地解决另外需

111 見《蘇軾文集》卷 60，頁 1837—1838 和孔凡禮 ：《蘇轍年譜》卷 40，頁 1401—1402。又見《宋史》

卷 354，頁 11161—11162。黄實與蘇軾、蘇轍交情甚厚。二蘇與黄實的父親黄好謙 （字幾道）同爲

仁宗嘉祐二年 （1057）進士 ；黄好謙卒於元祐二年（1087），蘇軾、蘇轍曾撰寫祭文挽詞，見《蘇

軾文集》卷 63，頁 1951 ；《欒城集·黄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卷 15，頁 362。再者，黄實的兩個

女兒分别嫁給蘇轍的兩個兒子成爲親家。見孔凡禮 ：《蘇軾年譜》卷 23，頁 663。
112　關於宋代官員需乘載舟船出行，如赴任、罷任、赴闕朝參、搬取家屬、丁憂護柩，歷朝都有諸多

詔令，等級制度極爲嚴格。見謝深甫（1139—1204）等編撰，戴建國點校 ：《慶元條法事類·差借舟

船 ：勑、令、格、申明》（1202），收入楊一凡、田濤主編 ：《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卷 11（哈爾

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 册，頁 205—209，尤其頁 208（輦運格）；曹家齊 ：《宋代

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頁 47—52。
113 見《蘇軾文集》卷 56，頁 1688。
114 《蘇軾文集》卷 57，頁 1744。
115 蘇軾後來改變主意，放棄北上穎昌與蘇轍相聚，而南下常州安居，在寄黄實的一書簡中提到其中

的經濟原因 ：“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改以三百指諉之。”《蘇軾文集》卷 57，頁 1742。一人十

指，可知蘇軾的“三百指”即三十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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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五至七人。

蘇軾提及的每艘船需要五人挽舟，令人不禁想起（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卷中段虹橋前後兩處挽舟沿汴河北上的場景。第一處位於虹

橋之前的臨街河段中央，一艘長體客船緩緩而行（圖 26），此處水流湍急，交通繁

忙，難怪船上的篙工們面色緊張 ；高高的人字形轉軸桅杆 116 上端繫有一根向前的縴

索，把客船和岸上的五個挽舟人連接成一體。五個挽舟人在踏道上排成一綫，中間

三人挽索前行，唯前後二人轉身面對著船，似乎在調節速度，並與船上篙工示意作

好穿過虹橋的準備。船桅下方一客艙竹簾高挑，一婦人與一幼童臨窗而坐 ；船尾部

甲板搭一席棚，棚下一客官探頭彎腰而站…… 眼前的這一切，令人不禁遐想蘇軾

携家乘此類客船沿汴河北上之情景，尤其是建中靖國元年不僅是蘇軾大赦後北歸的

時間，也是《清明上河圖》創作的大約時間之内。117 第二處挽舟人色是在虹橋後方

河道向北轉彎處（圖 27），此景的視角是船尾部，用界畫的立體透視法繪成，景雖

遠而小，船的造型，尤其是高豎的人字形轉軸桅杆、開窗的船艙、船尾甲板上的蓆

棚，均與第一場景的挽舟客船相同。更爲有意思的是，踏道上也是五個挽舟人，稍

微不同的是，這裏的五人全部埋頭挽舟，一致步伐朝前走，給人一種在全速前進之

感覺 , 似乎在趕回因過虹橋所耽誤了的時間。對《清明上河圖》這兩個挽舟場景的

視覺構圖，既可以按兩船的不同畫面位置分開來看，亦可以把兩船看作爲同一船在

虹橋前後兩個不同的時間位置 , 作爲連續性叙事（continuous narration）表達兩種不

同的情緒——前者近而清晰熱鬧（緊張），後者遠而迷茫凄凉。

上述蘇軾與《清明上河圖》挽舟圖像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深入解讀《清明上

河圖》的全新視角 ：圖卷中的客船不僅僅描繪了北宋繁榮的商業交通，而且描繪了

北宋新舊黨圍繞王安石變法争鬥最顯著的皇朝官制行政結果——流放與回歸。當代

學者對於宋代“流放書畫”的研究，幾乎毫無例外地集中在以司馬光—蘇軾爲中心

的舊黨人圈子。實際上，新舊黨争政治此起彼伏，許多新黨人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同

116 有關人字形轉軸桅杆之功用及其反映宋代造船技術之進步，見周寶珠 ：《〈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

河學》（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59。
117 目前學術界對《清明上河圖》的創作時間仍有不同推測，大致定在 11 世紀中下半葉至 12 世紀初

之間，見余輝、楊麗麗主編《〈清明上河圖〉新論》諸論文，例如，劉和平 ：《〈清明上河圖〉與

11 世紀北宋宫廷繪畫》，頁 78—94（約 11 世紀 70 年代）；喬迅（Jonathan Hay）：《北宋〈清明上河

圖〉卷爲何人所畫》，頁 95—102（11 世紀中葉仁宗朝）；余輝 ：《張擇端與〈清明上河圖〉的來龍

去脉——從張著跋文説起》，頁 198—204（約 1101—1110 年）；陳傳席 ：《〈清明上河圖〉創作緣起、

時間及收藏流傳史》，頁 205—219（1107 年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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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流放。例如，章惇（1035—1105）於哲宗元祐九年（1094））出任宰相恢復新

法，放逐反對新法的舊黨黨人，導致蘇軾的第二、三次貶官流放至惠州、儋州。就

在蘇軾從儋州北歸時，章惇連遭三番貶謫至嶺南雷州（今廣東海康）。118 章惇離汴京

赴貶所，大概也是乘舟沿汴及運河南下，也有可能像蘇軾一樣在《清明上河圖》的

一艘官船中。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視角下，《清明上河圖》不僅是一幅描繪北宋圍繞

漕運的城鄉商業經濟的畫卷，而且也是一幅包涵士大夫仕途生涯的流放市井畫。商

業經濟政策是王安石變法改革的核心，頻繁的貶官放逐是支持或反對改革黨争的結

果，兩者的密切關係成爲流放市井畫的基礎與動力。我們可以根據徐鉉的流放詩及

其“虚舟”意象，闡釋《江行初雪》卷首“挽舟”和“騎馬過寒林”的兩組江行的

流放寓意，從而也把《江行初雪》解讀爲流放風俗畫。這比《清明上河圖》早一百

餘年。“挽舟人色”成爲南唐北宋流放山水最引人注目的母題之一，在宋畫圖像和

畫史上均具有深遠意義。119 例如，在《江行初雪》七百多年後的《芥子園畫譜》中，

還能清楚地看到“挽舟人色”與捕魚結合的題材和圖像（圖 28），有趣的是，《芥子

園畫譜》的作者把“挽舟人色”僅看作是“峽船”，並加以注解提醒初學畫者 ：“宜

畫於川景三峽，以百尺倒挽奔流，斷不可畫於吴越平波間”（圖 28 左上方原注文

字）。由此可見，至 17 世紀末《江行初雪》所描繪的江南景致（更不用説流放主題）

“挽舟人色”早已被遺忘。

南唐北宋繪畫的圖卷圖像，如同其它任何歷史文化視覺媒體，充滿了信息，等

待每一個宋畫學生去觀察、思考，分析、發現，重構。趙幹《江行初雪》繼承了六

朝、唐代山水人物繪畫傳統，確立了雪中江行的繪畫主題，並與董源和其他的南唐

宫廷畫家一起，創立了以一條横貫流水爲構圖中心的“江南畫”，對後來北宋山水人

物和叙事風俗畫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120 徐鉉、郭忠恕、王禹偁、蘇軾貶謫流放

的這一特定歷史視角，有助於我們認識南唐北宋山水人物畫的視覺語言，去思考那

一個貌似簡單的挽舟母題，去探索那一個有意義的江行流放主題，去發現《江行初

雪》《雪霽江行》《煙江曡嶂》《雪江歸棹》《清明上河圖》之間的圖像關係與歷史内

118 見《宋史》卷 471，頁 13709—13714。章惇是黄實的舅舅 ；章惇的兒子章援又是蘇軾的門生，曾在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修書求見蘇軾，勿念其父舊惡。見孔凡禮 ：《蘇軾年譜》卷 40，頁 1410—1411。
119 Liu, “Painting and Commerc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960—1126,” 157—161; 劉和平 ：《〈清明上

河圖〉與 11 世紀北宋宫廷繪畫》，頁 79—81。
120 關 於 董 源， 見 班 宗 華 經 典 著 作 ：Richard Barnhart, The Marriage of the Lord of the River: A Lost 

Landscape by Tung Yüan Artibus Asiae Supplementum 27 (Ascona: Artibus Asiae,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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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以及繪畫藝術所展示的失意文士和漁夫、流放和回歸、江南和中原、南唐和北

宋之間的互動。這種跨階層、跨職業、跨時空、跨地域、跨風格、跨媒介的互動 121，

正是南唐北宋山水人物畫蓬勃發展的真正動力。

尾聲：蘇軾的“身如不繫之舟”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中的一日，蘇軾北歸在真州停留時，曾與友人重游金山寺。

寺中妙高臺壁間有李公麟（1049—1106）畫蘇軾像。看到自己的畫像，此時的蘇軾

感慨萬分，寫下六言絶句《自題金山畫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儋州。122

白居易曾用莊子“槁木”“死灰”寓意闡釋無爲思想 ：“百體如槁木，兀然無所

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123 ；也曾用莊子“泛若不繫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典

故，表達自己“身心一無繫，浩浩如虚舟”因流放而獲自由之心境。124 蘇軾對白居

易及其詩文極爲愛慕，尤其是在貶謫流放期間，常將自己悲歡情緒和生活狀况比之

貶謫流放中的白居易，其中最爲著名的事例，莫過於元豐四年（1081）在黄州貶所

營造“東坡”之地，自號“東坡居士”。據洪邁（1123—1202）的考證，“蘇公責居

黄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125 由此看來，“心似已灰之

121 關於 10 世紀跨媒體，尤其是版畫與卷軸畫之間的互動，見本卷黄士珊論文 ：《版畫與繪畫的互動 ：

從宋代佛教版畫所見之宋畫元素談起》，尤其是“《御製秘藏詮》：修行山水圖的視覺與格套”與“杭

州地區版畫的繪畫性及跨國效應”兩個章節及相關注釋。

122 見《蘇軾詩集》, 卷 48，頁 2641 及注 1 引《金山志》：“李龍眠畫子瞻照，留金山寺，後東坡過金山，

自題云云”；此外，蘇軾還自書自己早在熙寧六年（1073）任杭州通判時游金山寺所作的五言古詩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見《蘇軾詩集》, 卷 11，頁 544—
545 ；又見孔凡禮 ：《蘇軾年譜》, 卷 40，頁 1403—1404。關於蘇軾《自題金山畫像》詩分析，見

Peter C. Sturman, “In the Realm of Naturalness: Problems of Self-Imaging by the Northern Sung Literati,” 
in Arts of the Sung and Yüan, eds. Maxwell K. Hearn and Judith G. Smith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165—166; 王水照、崔明 ：《蘇軾傳》（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618—621。
123 “槁木” “死灰”典故出自《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此處所引

兩對句出自白居易五言古詩《隱幾》，《白居易集》卷 6，頁 110。
124 《詠意》，《白居易集》卷 7，頁 135。“泛若不繫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句見《莊子·列禦寇》。

125 詳見洪邁 ：《東坡慕樂天》全文，收入洪邁 ：《容齋隨筆》卷 5（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頁 474—475 ；孔凡禮 ：《蘇軾年譜》卷 20，頁 508—509。唐憲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遭受誣告

誹謗，貶官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三年多後遷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元和十五年（820）
召回長安，同年寫作的“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東坡種花二首之一》）、“朝上東坡步，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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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身如不繫之舟”可是蘇軾仰慕白居易的另一個極好例子。蘇軾“身如不繫之舟”

的意象，不僅時常出現在以他爲中心的 11 世紀末葉流放群體中 126，而且把我們帶回

到本文探討 10 世紀中葉流放文化的出發點 ：徐鉉在保大元年寫下的《貶官泰州出城

作》：“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虚舟。”徐鉉和蘇軾中間相隔約一個半世紀，却

如此相似地從莊子、白居易思想中獲得靈感。有趣的是，徐鉉在第一次流放的出發

點就體會到“一身無累似虚舟”，而蘇軾是在經歷三次“平生功業”流放後，終於

達到“身如不繫之舟”的境界。127

“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蘇軾三次貶黜的流放

地，尤其是處於嶺南的惠、儋兩州，自古被認爲是遠離天朝的荒蠻瘴癘之地。128 紹

聖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當時在惠州貶所已經三年的蘇軾，接到了自己再貶海

南儋州的誥命。六十二歲的他深知此行凶險，二日後與家人生死訣别並立下遺囑 ：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已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

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塟於海外……129

儘管如此，蘇軾大難不死，在儋州四年後，獲大赦北歸。在北歸途中重游金山

寺，看到自己的畫像時題詩，把三次流放經歷作爲“平生功業”。“自嘲”或“自豪”

乎？ 130 這是蘇軾晚年對士大夫理想達到的深刻認識。蘇軾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

不繋之舟”和徐鉉的“三諌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虚舟，”使人不禁想到屈原（約

前 340—前 278）在流放中沿江而行，“游於江潭，行吟潭畔，顔色憔悴，形容枯

槁”，與漁夫對答中表達的“舉世皆濁我獨清，舉世皆醉我獨醒”的無比境界。131

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步東坡》）等五言詩句，頗有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味道，以緬懷貶謫中的生活思緒，見《白居易集》卷 11，頁 215—216， 218—219。又見朱

金成 ：《白居易年譜》（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09—113。 
126 例如，蘇轍《車浮》詩結尾對句 ：“身似虚舟任千里，世間何處有罦罝”，《欒城集》卷 13，頁 312。

黄庭堅的《再次韻兼簡履中南玉三首之二》：“不繋虚舟盡日横”和《張大同寫予真請自贊》：“枯木

突兀，死灰不然。虚舟送物，成百漏船”，《豫章黄先生文集》，卷 6/ 卷 8，頁 4/ 頁 14，《四部叢刊

初編》（上海 ：上海書店，1989 年據商務印書館 1926 年版重印）。

127 這裏可以比較蘇軾在元豐五年（1082），即是貶謫黄州第三年，所作的《寒食雨》詩中句 ：“小屋如

漁舟，濛濛水雲裏”,《蘇軾詩集》卷 21，頁 1112—1113）；“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表達

的明顯是更高的一層境界。

128 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曰 ：“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户，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

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欒城集》卷 22，頁 1420。
129 見《蘇軾文集》卷 56，頁 1695。參閲孔凡禮 ：《蘇軾年譜》卷 36，頁 1261—1263。
130 見衣若芬 ：《蘇軾題畫文學硏究》（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9 年），頁 328—329。
131 屈原撰，朱熹集注 ：《楚辭集註》《離騷·漁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5（臺北 ：臺灣商務印



挽舟人色 ：徐鉉、郭忠恕、王禹偁、蘇軾流放視角下的《江行初雪》與《雪霽江行》│  541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在北歸途中病逝於常州。如此三遭貶黜、卒

於途中的生涯，與郭忠恕、徐鉉、王禹偁的流放生涯極爲相似。從歷史角度分析，

此種相似雖然有偶然的巧合 132，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爲所有

這些人，包括蘇軾圈子里的蘇轍、黄庭堅、王詵、王鞏等，都屬於一個志同道合的

精英群體。流放是北宋精英身份的一個最爲鮮明特征。正是他們的貶黜放逐生涯，

使 10 世紀下半葉至 12 世紀初這一時期在中國及世界歷史文化中大放異彩，達到空

前絶後 ；而他們在逆境中創造的江行流放詩和帶有挽舟人色的流放山水畫，就是這

異彩永恒不滅的載體。

書館，1983 年），册 1602，頁 354。
132 例如，黄啟方指出 ：“蘇軾貶黄州時年 45 歲，與王禹偁貶黄州時同年，亦可爲巧合。”見黄啟方 :

《王禹偁研究》（臺北 ：學海出版社，1979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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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一

        晁補之《捕魚圖序》（《雞肋集》卷 34）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筆也。

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隠隠見其背 ；岸木葭菼向摇落，草萋

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盖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

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 ；袖者前揚鞭顧後，

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

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 ；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

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蒢

坐。沈大網，旁笱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 ；一人屈竹爲屋，前

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府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

盖，依蘧蒢坐，有巾而髯出網中得者。𦩘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杯

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沈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

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髯，三童子

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葦間，童子府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

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

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 ：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

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嵗晚，道吴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

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争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

國，其色無别恨，奚以異。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

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附録二

王禹偁《五哀詩之四 ：故國子博士郭公忠恕》（《小畜集》卷 4）

汾陽飽經術，賦性甚坦率。在昔舉神童，廣場推傑出。

尚書誦在口，何論落自筆（公應舉時，口念《尚書》，手寫《論語》）。

總角取科名，弱冠紆纓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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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佐湘陰幕，漢鼎入周室。失志罷屠龍，佯狂遂捫蝨。

周行亦黽勉，吏隠多放逸。滑稽東方朔，圖畫王摩詰。

古文識科斗，奧學辨萍實。字窮蒼頡本，篆證陽冰失。

王績醉爲鄉，伯倫居無匹。俸錢乏一囊，宦路從三黜。

朱衣多不著，白髮仍慵櫛。漸老覊旅年，方見昇平日。

忽以伎術召，此意殊鬰鬰。放口忤無鬚，何門求造膝。

遁逃終見捕，譴逐道中卒。遺孤落閭閻，荒冢鳴蟋蟀。

手澤漸難求，誰家耀箱帙。投弔焚此詩，九原應有物。

附録三

蘇軾《郭忠恕畫贊並叙》（《蘇軾文集》卷 21）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

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争事，謝

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争忿朝堂，貶乾州司户，秩滿，

遂不仕。放曠岐、雍、陜、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

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

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

月，忽乗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

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綫車放風鳶，引綫數丈

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絶。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 ：“吾所與游，皆子類也。”

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内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

驚問其故。曰 ：“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

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决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 ：“我逝矣。”

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

焉，蓋屍解也。

贊曰 ：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

空蒙寂歷，煙雨滅没，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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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版

彩圖 28  趙幹《江行初雪》，南唐，（10 世紀後半葉），絹本設色， 25.9 釐米

×376.5 釐米，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彩圖 29  郭忠恕《雪霽江行》殘卷，北宋（10 世紀下半葉），絹本水墨，69.2

釐米×74.1 釐米，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 1  趙幹《江行初雪》，南唐，（10 世紀後半葉），絹本設色， 25.9 釐米

×376.5 釐米，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 2 圖 1 中段（局部）：“四人篙而前其舟”。

圖 3  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局部）：搗練四仕女，北宋摹唐畫原本（12

世紀初），絹本設色，37 釐米×147 釐米，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4 圖 1 前段（局部）：“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

圖 5 圖 1 前段（局部）：一個作回首盼顧狀的挽舟人和騎馬者及隨童過寒林。

 圖 5a-b ：回首盼顧挽舟人與騎馬者及隨童局部。

圖 6 圖 1 前、中段（局部）：“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

圖 7  佚名《寒林行旅圖》（舊傳李成），北宋（11 世紀下半葉），絹本設色，

100 釐米 ×161.6 釐米，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 8 圖 1 前段（局部）：騎馬者隨童過寒林。

圖 9  蘇軾《古木怪石圖》，北宋（約 1082 年），紙本墨筆（尺寸、收藏均

不詳）。

圖 10 圖 1 中段（局部）：“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

圖 11 圖 1 後段（局部）：“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

圖 12  圖 1 後段（局部）：“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髯，三童子若飲食

若寐……”

圖 13  徐鉉撰並書《許真人井銘》，篆書，南唐刻、北宋拓裝本（原石現藏

西安碑林博物館），22.8 釐米×39 釐米，上海圖書館藏。

圖 14  郭忠恕《三體隂符經》（局部），小篆、古文、分隸，北宋乾德四年

（966）刻石墨拓本（原石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88.8 釐米×143.2 釐米，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 15a-b 郭忠恕《一角遠山》《童子放風鳶》想象效果圖（筆者）。

圖 16  郭忠恕《雪霽江行》殘卷，北宋（10 世紀下半葉），絹本水墨，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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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米×74.1 釐米，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 17  佚名《宋人仿郭忠恕〈雪霽江行〉》，宋（12 世紀上半葉），絹本水墨，

49 釐米×143 釐米，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藏。

圖 18 圖 16 局部 ：江船結構與船上人物動態。

圖 19 圖 17 局部 ：挽舟六縴夫。

圖 20 圖 17 局部 ：埋頭挽舟和回首盼顧二縴夫。

圖 21  王詵《煙江曡嶂》（青緑本），北宋（1088 年之前），絹本設色，45.2

釐米×166 釐米，上海博物館藏。

圖 22  郭熙《早春圖》，北宋（1072 年），絹本水墨淺設色，158.3 釐米

×108.1 釐米，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 23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首（局部），北宋（12 世紀初），絹本水墨淺設色，

30.3 釐米×190.8 釐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圖 24 圖 23 局部 ：二縴夫挽一舟沿江而行。

圖 25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尾（局部）：一舟泊岸，二人登岸。

圖 26  （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段挽舟之一 ：虹橋前近景五 夫挽一客

船，北宋（約 11 世紀末葉），絹本設色，24.8 釐米×528.7 釐米，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

圖 27  （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段挽舟之二 ：虹橋後遠景五 夫挽一客

船。

圖 28  挽舟人色和江浦捕魚，（清）王概等（活躍於康熙年間）：《芥子園畫

譜·人物屋宇譜》卷 2（北京 ：綫裝書局， 2006 年，據清光緒二十一年 

（1895）上海寶文書局石印本影印），頁 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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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趙幹《江行初雪》，南唐（10 世紀後半葉），絹本設色，25.9 釐米×376.5 釐米，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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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局部）：搗練四仕女，北宋摹唐畫原本（12 世紀初），絹本設色，37 釐

米×147 釐米，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2 圖 1 中段（局部）：“四人篙而前其舟”。



挽舟人色 ：徐鉉、郭忠恕、王禹偁、蘇軾流放視角下的《江行初雪》與《雪霽江行》│  549

圖
4 

圖
1

前
段

（
局

部
）

：“
兩

人
挽

舟
循

厓
，

一
人

篙
而

下
之

”。



550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特輯一）  2017

圖 5a-b 回首盼顧挽舟人與騎馬者及隨童過寒林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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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佚名《寒林行旅圖》（舊傳李成），北宋（11 世紀下半葉），絹本設色，100 釐米×161.6 釐

米，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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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蘇軾《古木怪石圖》，北宋（約 1082 年），紙本墨筆（尺寸、收藏均不詳）。

圖 8 圖 1 前段（局部）：騎馬者隨童過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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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圖 1 中段（局部）：“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

圖 11 圖 1 後段結尾（局部）：“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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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圖 1 後段（局部）：“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髯，三童子若飲食若寐……”

圖 13 徐鉉撰並書《許真人井銘》，篆書，南唐刻、北宋拓裝本（原石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22.8 釐

米×39 釐米，上海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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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郭忠恕《三體隂符經》（局部），小篆、古文、分隸，北宋乾德四年（966）刻石墨拓本（原石現

藏西安碑林博物館），88.8 釐米×143.2 釐米，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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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a-b 郭忠恕《一角遠山》《童子放風鳶》想象效果圖（筆者）。

圖 16 郭忠恕《雪霽江行》殘卷，北宋（10 世紀下半葉），絹本水墨， 69.2 釐米×74.1 釐米，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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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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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圖 16 局部 ：江船結構與船上人物動態。

圖 19 圖 17 局部 ：挽舟六縴夫。

圖 20 圖 17 局部 ：埋頭挽舟和回首盼顧二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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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王

詵
《

煙
江

曡
嶂

》（
青

緑
本

），
北

宋
（

10
88

年
之

前
），

絹
本

設
色

，
45

.2
釐

米
×

16
6

釐
米

，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



挽舟人色 ：徐鉉、郭忠恕、王禹偁、蘇軾流放視角下的《江行初雪》與《雪霽江行》│  561

圖 22  郭熙《早春圖》，北宋（1072 年），絹本水墨淺設色，158.3 釐米×108.1 釐米，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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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圖 23 局部 ：二縴夫挽一舟沿江而行。

圖 23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首（局部），北宋（12 世紀初），

絹本水墨淺設色，30.3 釐米×190.8 釐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圖 25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尾（局部）：一

舟泊岸，二人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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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段挽舟之二 ：虹橋後遠景五 夫挽一客船。

圖 26  （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段挽舟之一 ：虹橋前近景五縴夫挽一客船，北宋（約 11 世紀末葉），絹本設色，

24.8 釐米×528.7 釐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564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特輯一）  2017

圖
28

 
挽

舟
人

色
和

江
浦

捕
魚

。



Towing Boats along the River: The Making of the Landscape 
of Exile as Seen in Two 10th-Century Scroll Paintings

Heping Liu Wellesley College

Abstract: 

Zhao Gan’s Traveling along the River at First Snow and Guo Zhongshu’s Traveling on 
the River in Clearing Snow are among the notable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for three good reasons: First, both paintings carry a royal or imperial title 
inscription identifying the respective painter; second, the style of both paintings can be 
dated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0th century, seemingly in accord with the two painters’ 
names both in the title inscriptions and in Northern Song art historical texts; lastly, both 
paintings are the earliest and most important surviving scrolls depicting “the landscape of 
towing boats along the river” (Mi Fu). This cas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images of towing boats along the river and the Southern Tang-
Northern Song culture of political exile through the eye of Xu Xuan, Guo Zhongshu, 
Wang Yucheng, and Su Shi; in doing so, it explores the intersections of the various geo-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forces of the perio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making such exile landscape painting.

Keywords: towing boats along the river, river travel, the formless boat, landscape of e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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