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莊子︵約西元前三六九

吳誦芬

自西周初期︵西元前十一世紀︶至春

宣和二年︵一一二 ○
︶的︽宣和畫
譜︾，將北宋內府所藏魏晉以來的

○
一一三五︶敕編，成書於北宋

西元前七一二年在世，前七二二

八二

著名藝術家皇帝宋徽宗趙佶︵一
○

多多魚的種類名稱。︵圖二︶由史上

零五篇的︽詩經︾，當中也記載了

即已畫有魚形的圖像。魚類受到人們
二八六︶、惠施︵約西元前三七

要去邊境棠地觀賞漁民捕魚的記載；

喜愛的，不僅只是形體表象，還有穿

早在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彩繪，

梭在浪端水底，自由自在的悠游情
前三一 ○
︶﹁安知魚之樂﹂的濠梁之
辯，更是眾所熟知的哲學故事。︵圖

魴、鯧、鱣、鯉、鰥、鱒、鰷等許許

態，甚至受到掠捕之際，活跳跳的敏
一︶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

∼

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名畫，分為道釋、

∼

∼

秋中葉︵ 西元前六世紀︶詩歌三百

∼

七一二在位︶縱使逾越禮法，仍執意

前

捷動作。春秋時代曾有魯隱公︵？

前

年推出，展出期間又值舊曆跨年之際，謹以歷代畫魚名品向各界賀歲拜年。

佳作。今年適逢本院建院九十周年，將舉辦系列書畫特展以玆慶祝，本特展首先於新

成語、典故軼事和文物。本院所藏畫魚作品數量可觀，且不乏描繪生動，趣味橫生的

了形形色色和魚有關的故事，今日我們依舊經常接觸到各種和魚有關的習俗、傳說、

魚兒優游水中悠然自得的情態，屢屢引人心神嚮往。中國歷史自從遠古時代，就充滿

畫魚名品特展

年年有餘

年年有餘—畫魚名品特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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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餘—畫魚名品特展

人物、宮室、蕃族、龍魚、山水、鳥

宿儒朱熹︵一三

計以六十種不同篆書字體，抄錄南宋
︶之
○○

獸、花木、墨竹、蔬果等十門。由於

○○ 一 二

龍為﹁鱗蟲之長﹂，自古以來也有

九七 一一四三︶的詩
父朱松︵一 ○
作。本幅︿魚書﹀作於明武宗正德二

﹁魚化成龍﹂的傳說。自此，龍魚水

一、應用在字體設計上的魚。

幾類：

動機與主題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下列

的玄機，歷來以魚類形體創作的意涵

根據畫史記載與現存作品所透露

勝的徵兆。據說周武王為記下此次祥

後世即以成語﹁白魚入舟﹂，形容得

中，武王取魚祭神，之後伐紂大勝。

四八︶，武王觀兵於盟津︵今河
一 ○
南孟津西北︶，渡河時有白魚躍入舟

字體來由。相傳周武王九年︵西元前

族以﹁陞降自如，不見制畜，變化莫

二、寫實描摹魚類的外表形貌。

瑞，命史官尹佚製作魚書。然而，傳

七︶前後，利用篆書字體
年︵一五 ○
尚未完全擺脫圖案樣貌的特色，以多

三、表達魚戲水中的自由之樂。

說中的魚書並沒有留下任何可信作

測，相忘於江湖，翕然有雲霧之從，

四、隱喻勸諫意涵。

品，陸一岳的書蹟，實是後人根據典

尾小魚首尾相接排成字型，另在對幅

五、吉祥寓意與裝飾性畫作。

故推想魚書所完成的臆測之作，裝飾

與夫濠梁之樂﹂成為單一獨立的繪畫

六、人或其他動物和魚的互動。

性質大於實際書寫便利性質。雖然說
是篆書文字，不如說是在字體上利用
小魚群聚的趣味習性所做的美術設
計。

詳，號古石居士，江蘇華亭人，擅篆

正好是中國繪畫盛行寫實的時期。然

︽宣和畫譜︾成書的十二世紀，

寫實描繪魚類的外表
書。在其所作︽諸體篆書冊︾中，共

法作品。︵圖三︶陸一岳，生卒年不

的︿魚書﹀，是這次展覽唯一的書

選自明陸一岳︽諸體篆書冊︾

應用在字體設計上的魚

本文將於以下逐項敘述說明。

以隸書再行抄錄釋文，並述明魚書的

∼

類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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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濠梁圖
金廷標
清
圖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冊
毛詩品物圖考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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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海鮮貫竹﹀雖為託名之作，但
所畫以翠綠竹枝貫穿的軟絲或花枝相
當寫實，腕足翻捲，狀甚新鮮。︵圖
四︶可能就是︽宣和畫譜︾所說這類
反映魚類在飲食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
作品。只是，北宋後期文人畫風興起
以後，這類追求形體肖似的魚類作品
即已自畫壇主流悄然淡出。
盛清時期由於中西文化交流，
掀起畫史上另一次追求寫實的高潮。
以畫藝供奉內廷的歐洲傳教士在處理
魚類主題時，也以西洋技法精工摹寫
光影質感的優勢繪製。如︿清郎世寧
畫魚藻﹀︵圖五︶，此畫邊緣留有草
葉紋痕跡，或許原是宮殿壁面的貼落

一七六六︶為義大

作品，之後才取下裱成掛軸形制。郎
世寧︵一六八八

滑溜質感；此外，在兩條大鯉魚中間

體感，並以白粉表現魚皮受光發亮的

突顯兩條大鯉魚尾部和背部鰭條的立

影與立體寫實的西洋畫法，畫家仔細

純為中國式樣，設色用筆則以強調光

廷供奉。本幅畫池中游魚。取材構圖

華傳教，善畫人馬花鳥，受召進入內

利天主教耶穌會修士，二十七歲來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海鮮貫竹
傳宋徽宗
圖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畫魚藻
郎世寧
清
圖五

而該書卷九︿魚龍敘論﹀寫道：﹁魚
雖耳目之所玩，宜工者為多，而畫者
多作庖中几上物，乏所以為乘風破浪
之勢，此未免絓乎世議也。﹂可見此
書對於畫魚作品的品評標準，認為魚
類的靜態外形特徵，多半適合工筆繪
製；但在寫實描摹型體的同時，也
很重視畫家描摹魚類在水中動態的處
理。
書中有言：﹁今人畫魚者，多拘
鱗甲之數，或貫柳，或在陸，奄奄無
生意︙。﹂也說當時的畫魚作品﹁畫
者多作庖中几上物﹂，﹁世俗所畫作
庖中物，特使饞獠生涎耳。﹂可見此
書編纂之時，正處於畫魚審美觀念由
﹁形﹂而慢慢轉變為﹁神﹂的轉換時
期，品評畫魚作品的標準，正由專注
於魚類本身麟甲等較為靜態的寫實細
節，過渡到益發重視活魚在水中生活
迴游等動態情形。
根據︽宣和畫譜︾所透露的訊
息，當時符合兩者並重標準的畫家作
品數量並不多，而多見拘於﹁鱗甲之
數﹂的寫實之作，也常有畫已被捕撈
上岸，用作菜餚的﹁庖中物﹂。︿傳

細長小魚的安排配置也很特別，畫家
利用重疊、漸層淺色和間距等手法處
理，使觀者看起來，有種魚兒在瞬間
搖頭擺尾之後，迅速游開留下殘影的
奇妙動勢，展現了當時衝擊中國畫壇
的遠西奇巧畫藝。

魚戲水中的自由之樂
得到︽宣和畫譜︾好評的魚類畫
作，必須﹁窮其變態，得噞喁游泳之
狀﹂、﹁得其揚鬐鼓鬛之態︙浮沈鼓
躍，曲盡其性。﹂也就是說，︽宣和
畫譜︾所推崇的畫作，是畫出魚類在
水中自由靈動，讓人觀之則油然產生
莊子臨淵之羨的作品。這樣的品鑒標
準也許影響了此後的收藏方向，使得
另外一系﹁使人但垂涎耳﹂的魚畫淡
出了魚類繪畫的創作主流。
雖然︽宣和畫譜︾所載的畫魚
名品今日已經很難得見於世，但後世
卻常將沒有款識的畫魚佳作歸入文獻
所載的名家筆下。例如院藏傳︿宋劉
寀群魚戲荇﹀卷實為一無款作品︵圖
六︶，本幅以整體較為淺淡的墨色表
達水中景象，用魚深藻淺的方式分出

28
2015年2月
故宮文物月刊·第383期

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
群魚戲荇
劉寀
宋
圖六

和畫譜︾所載，劉寀︵十一世紀︶，

魚參差下上其間，狀甚悠然。據︽宣

中世界，顯得立意不凡。後世以為魚

墨的水感與朦朧暗示了緩慢悠然的水

此幅不僅止於畫魚藻，還兼以淡

貴也。﹂

字宏道，一字道源，官至朝奉郎，所
水畫法，至劉寀而大備。此畫可能因

層次，使得墨花幻化為荇藻清水，游

畫之魚深得戲廣浮深，相忘於江湖之
此而被後人歸入了傳說中胸襟高曠的

畫魚兼畫水的做法，除了使用較

意。︽宣和畫譜︾提出，劉寀之所以

﹁畫魚者，鬐鬛鱗刺分明，則非水中

為淺淡清透的色彩，還有如同清代指

劉寀名下。

魚矣，安得有涵泳自然之態？若在水

馬遠

畫水二十景

卷

局部

圖九

傳宋

馬遠

畫水二十景

卷

禹門三級

∼

∼

記﹀記載﹁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

類。︵圖八︶蘇軾︽東坡集︾︿畫水

傳宋馬遠︿畫水二十景﹀卷即屬此

水的例子，也有畫水兼畫魚的作品，

魚水共生，相對於以上畫魚兼畫

向。︵圖七︶

魚尾的流線，營造看不見的水流動

水草植株弧度，以及鮎魚觸鬚和魚鰭

游於水底藻荇之間。全畫運用有形的

態可掬的鮎魚一俯一仰，似正緩慢悠

墨畫二闊嘴大頭，小眼短鬚，造型憨

︽雜畫冊︾中的︿魚藻﹀一般，以水

的外甥李世倬︵？

中，則無由顯露。寀之作魚，有得於
此。他人作魚，皆出水之鱗，蓋不足

畫家高其佩︵一六六
一七三四︶
○
約一七七 ○
︶

﹁為士人所推譽﹂的原因，即在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傳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魚藻
冊
雜畫
李世倬
清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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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鶴﹀︵圖十一︶，所畫即為︽詩
經︾，︿鶴鳴﹀：﹁鶴鳴于九皋，
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的詩意。以鶴、魚比喻隱居江湖臨高
處深，不易招致的賢者能士，呼籲君
王訪賢，寓有規勸深意。宋高宗、孝
宗每寫︽詩經︾，均命其補圖，被譽
為御前畫院十人之首，深受兩朝帝王
器重，官至工部侍郎。全作用筆獨具
特色，即所謂的﹁螞蝗描﹂，富有韻
律節奏。畫山谷幽靜，林野清曠，一
鶴隱立於溪流之間，一鶴飛翔掠過空
中，畫境空靈，簡逸瀟灑。左方水域
畫成群小魚靈活嬉游，純以水墨簡練
筆觸勾點，自由簡疏，別具古風。

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唐廣明中
︵八八 ○
︶，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
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
盡水之變，號爲神逸。其後蜀人黃筌
︵十世紀︶、孫知微︵十世紀中到
十一世紀初︶，皆得其筆法。﹂早期
畫水名家，有唐末畫水﹁縱橫放肆，
出于法度之外︙有縱心不逾矩之妙﹂
的孫位，一變細波微漾的古法；繼之
有北宋孫知微，得孫位筆法，作畫取
水之勢；而南宋則有畫水﹁惟得其
性﹂的馬遠，務以紮實畫技表達敏銳
觀察水性之後的所得出的多變水性情
態。
北京故宮亦藏有一卷十二幅的馬

說黃河鯉魚逆流而上，跳過者即變化
為龍，不過者點額而回的傳說︵圖
九︶；﹁太白騎鯨﹂則為唐代詩仙李
一 七六二︶撈月落水，騎
白︵七 ○
鯨仙去的神話。︵圖十︶

勸諫訪賢的寓意
魚類棲游在煙波浩渺，廣闊連天
的水域，或是深不見底，幽遠莫測的
淵潭，往往增加了羅致的難度。早期
文學作品裡常見以立足岸邊望魚慨歎
的情節，傳達求而不得的心情。︽宣
和畫譜︾卷九的︿龍魚敘論﹀引︽詩
經．小雅︾︿魚藻之什﹀所云：﹁詩
之魚藻︙以言其游深泳廣，相忘江湖

種，每段各有標題。雖然風格較似元

型態與著名地區和事蹟的水景共二十

的變化多端，純以工筆畫出水的各種

作。本幅則不似馬遠︿十二水圖﹀卷

皇后印記，歷來被視為馬遠畫水代表

之士的意義，成為宮廷畫中常見的主

魚類畫作由於蘊含勸諫君王查訪賢能

寓有在上位者感嘆賢者難得的意涵。

釋經的說法，提出繪畫中的龍與魚，

亦詩易之相為表裏者也。﹂本著儒家

畫雖小道，故有可觀。其魚龍之作，

以比。夫難致之賢者，曰龍曰魚。︙

末明初之作，但全畫甚為多采多姿。
題。

對應魚種的視覺外觀也極多種多樣。

首的字數共計超過六百，字體讀音與

意。︽康熙字典︾內所收，﹁魚﹂部

畫作裝飾性趣味和﹁有餘﹂的吉祥寓

意涵佈局構思，而民間畫師則常賦予

人畫家多取莊子﹁安知魚樂﹂的自由

繪製以魚類主題的畫作時，文

使得鯰魚帶著一絲京劇丑角式傻氣的

點，和描繪觸鬚顯得抖顫的線條，都

的泳姿；鯰魚點睛所用略為凐潤的墨

現鯰魚魚皮的滑溜質感，和擺尾划戲

帶飛白的Ｓ型線條，二筆揮就，以表

下方三分之一處朝上，由粗而細，用

格。鯰魚以富含水分的淡墨，自畫心

的戲劇效果，深具獨特的個人藝術風

本次展件當中，活動於十二世

民國齊白石︿畫長年大貴﹀是向以充

喜感。鱖魚則在以墨線勾出寬扁體型

漾的柔和畫面。本次所展部份為和魚

滿鄉土熱情與庶民草根性著稱的白石

以後，採全筆按壓方式，以深淺不同

紀南宋院畫家馬和之所作的︿清泉

一九五七︶

的大塊斑點模仿鱖魚體表的斑紋，並

有關的神異故事，﹁禹門三級﹂畫傳

八十八歲之作，以水墨繪鯰、鱖二

以粗放分岔的筆觸表達鱖魚背鰭、尾

圖，充滿筆簡意足的墨戲意味和幽默

魚，取其諧音為﹁長年大貴﹂。︵圖

部粗硬的棘刺；鱖魚的另一招牌特色

老人齊璜︵一八六四

十二︶ 全作畫法簡練，造型渾樸稚

闊嘴嘴角微微上揚，以雙線描繪的魚

諧音與吉祥寓意

有浪花翻騰的壯闊場景，也有水波輕

遠︿十二水圖﹀卷，上鈐南宋寧宗楊

∼

拙，墨色對比強烈，平正見奇的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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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餘—畫魚名品特展

唇顯得鱖魚的嘴唇相當厚鈍，更為噘
翹。配上Ｚ字型眼瞳，竟使人觀來有

人類或其他動物和魚的互動
前面所述，多是以魚作為畫中
主角的作品。然而，魚類與人類或其

中水池裡的金魚，眼看就要遭到頑皮

種西方馬戲團小丑般的聯想。

相信很多人都有買金魚和

貓捕捉驚擾。古人以貓、蝶諧音﹁耄

書﹁傳神妙手﹂匾額的內廷供奉蘇州

撈金魚的經驗，畫成於乾隆七年

耋﹂，寓有祝賀長壽之意，本幅於墨

遍。到了清代，不但出現更多的金魚

︵一七四二︶的清丁觀鵬︿太平春市

箋上以金粉等精緻富麗的礦物性色料

畫家沈振麟︵西元十九世紀︶︽耄

圖﹀卷︵圖十三︶，出自雍正年間入

描繪花貓探爪撈魚，在深暗底色反襯

文獻譜錄種類，不少現存畫作的主題

宮供職，擅畫人物道釋的順天︵今北

之下，顯得分外活潑討喜，照人眼

耋同春冊︾中的︿貍奴魚藻﹀︵圖

京︶畫家丁觀鵬︵約活動於十八世

明。作者將貓的狡獪好奇習性，和金

內容，也是和金魚有關的景象或習

紀︶筆下，參用西洋透視與光影畫

魚渾然不覺已入險境的憨態盡表無

十四︶，畫的就是這樣的場景。庭

法，描繪太平盛世，新春市集買賣熱

遺，實在是一件趣味盎然的可愛作

俗。

絡的情景。晚明刘侗︽帝京景物略︾

品。

八︶頒賜親筆手
○

或一條魚，都能為平淡的清水增添情

殊奇制勝。無論畫裡畫外，一缸魚

求其氣韻之際，莫不別出心裁，期以

容易掌握，但古今畫家在移其形似，

道，故有可觀。﹂魚的體型大略雖然

則一直持續到今日。古人說﹁畫雖小

並以歲末有餘預祝來年吉利的做法，

﹁餘﹂諧音慶賀今歳豐足得以食魚，

起自何時已難考證，但以﹁魚﹂、

雖然中國人在除夕吃魚的習俗

結語

記載：﹁正月元旦︙賣琉璃瓶，盛朱
魚，轉側其影，小大俄忽。﹂新年上
街買紅金魚，裝在琉璃缸裡更添喜
氣，此卷中段以琉璃小缸加網袋販賣
金魚的小販，畫的正是所述此種明清
以來的北京年節市景。圖中小販以扁
盆盛裝金魚，挑擔的另外一頭，卻是
各種造景魚缸，裡面已經備妥珊瑚或
花草，只等著新撈起的金魚入住了。
買回家中的金魚，不僅為環境
增添熱鬧與活力，有時也會引起家中

一九

他動物的互動，也經常被畫家妙筆捕
捉，成為有趣的畫中情節。
人類養魚的歷史極為悠久，目的
除了前文所述的供作食用以外，觀賞
價值也是很重要的項目。相傳兩宋時

一二四三︶

期︵九六 ○ 一二七九︶，飼養體色
變異鯽魚的金鯽風氣即已相當普遍。
南宋岳珂︵一一八三

賣，名﹃魚兒活﹄。﹂
明代屠隆︵一五四一

魚躍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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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寵物的濃厚興趣。曾獲慈禧太后
︵一八三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