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史學三十卷二期 

二○一九年  六月                                                                                                 169 

評塚本麿充，《北宋絵画史の成立》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6，720頁 

唐 寧* 

自中國藝術史成為一門現代學科以來，宋代繪畫就持續占據收

藏和研究的重心。1990 年代以前，宋畫研究的焦點集中於鑑定、斷

代和風格序列的編排。1990 年代以後，藝術史研究先後受到西方學

界的社會轉向(social turn)和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思潮影響，學者們開始

注重繪畫的社會性及文化性面向，例如政治與藝術，藝術中的性別

和贊助人研究等議題。1不過自二十一世紀以降，基於各種原因，相

對於明清繪畫，除了少數亮點，宋畫研究明顯地進入低潮期。2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1 關於藝術史在歐美學界的各種思潮及其影響，見王正華，〈藝術史與文

化史的交界─關於視覺文化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2(臺

北，2001.9)，頁 76-89。 

2 本世紀宋畫研究領域的最大突破來自對宋徽宗(1100-1126 在位)的全新

理解。該成果仰賴於北美中國藝術史、文化史和歷史學界的通力合

作，專著如 Patricia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atricia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論文如 Mag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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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長達十多年的沈寂，近年來宋畫研究又重新回到學界視

野，接連有三本對宋代繪畫的研究專著出版，包括馮良冰 (Foong 

Ping)的《靈驗山水─論北宋宮廷繪畫的權威性》 (The Efficacious 

Landscape: On the Authorities of Painting at the Northern Song Court, 2015)、竹浪遠的

《唐宋山水画研究》(2015)及塚本麿充的《北宋絵画史の成立》(2016)。

三位作者皆採取多重的研究取徑，例如著眼於重新理解傳世宋畫，

或試圖利用過去沒有注意的文獻以及近幾十年來新出土的考古資

料，或關注藝術史的認識論和藝術品物質層面的歷史，上述研究視

野皆顯示出近年來宋畫研究脈絡的多樣性。3 

本書作者塚本麿充畢業於日本東北大學，目前任職於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本書乃是基於其博士論文與近年的研究成果綜合

而成，涉及的時間範圍橫跨中國中古、近世直至當代，地域則囊括

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觸及的議題包括風格史、制度史、接受

史(作者稱為受容史)和跨文化交流。這些切入角度皆反映自二十一世紀

以來，藝術史學界關注的新取徑。序中指出，本書討論的「文物」，

雖然和近代以來生成的「美術」概念一樣，指涉的是同一批物品，但

在書中，「文物」指物品(モノ)在特定場域中和社會接觸並產生意義時

的專有稱謂(頁 1)。然而，當原場域消失，物品作為「文物」的屬性也

就隨之消失，留下純物質性的物品及其相關記錄為後世所詮釋，並且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 Archives of Asian 

Art 53:1 (2003): 71-104. 臺灣方面則有陳韻如，〈畫亦藝也─重估宋徽

宗朝的繪畫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3 三位學者都是不同方法混合使用，譬如塚本麿充使用了三種方法，而馮

良冰則採取其中兩種。Ping Foong, The Efficacious Landscape: On the 

Authorities of Painting at the Northern Song Cour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竹浪遠，《唐宋山水

画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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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的意義(頁 27)。再者，不同文化對同一「文物」，由於各種因

緣際會而產生的理解差異，又加入了文化主體性差異的複雜性。此

三方面的關照構成全書主旨，作者以北宋時期的三館秘閣和郭熙繪

畫為主要考察對象(頁 25)。 

全書除序、序論、付章和結語外，共分十章，按時代順序排

列。以主要的研究對象宋代為界，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

由第一章〈漢魏六朝、隋唐的文物收藏與文物觀的變遷〉(漢魏六朝から

隋・唐の文物收藏と文物觀の変遷)、第二章〈北宋初期三館秘閣的成立及

其意義〉(北宋初期三館秘閣の成立とその意義)和第三章〈北宋宮廷文物公

開的場域與鑑賞者〉(北宋宮廷文物公開の場と鑑賞者)組成。作者主要的關

注點是，從漢代經隋唐至北宋，中國宮廷的文物制度得以建立的邏

輯及其建構場域中涉及的空間和人事。作者指出，漢唐時期宮廷收

藏文物的目的是將其作為宮廷與上天相互感應的媒介。文物既是感

應的原因，也是結果。此時期宮廷收藏的範圍也不斷變化，其中最

明顯的變化發生在隋朝。隋朝宮廷將舍利納入其文物的範圍，體現

出文物制度涵蓋物品的靈活性。作者接著以北宋初期三館秘閣為中

心，集中探討文物制度的運作機制。王朝初建百廢待興之時，宮廷

的首要任務是將散落在各地的文物集中到都城汴京，為文化的帝國

正名並同時進行文化再生產。北宋中期，以宮廷收藏為媒介，旨在

加強皇帝和大臣之間的連結，君臣共賞宮廷珍藏的觀書會和曝書會

持續在秘閣進行。到了北宋晚期，君臣又頻繁地在宣和殿一起欣賞

徽宗朝生產的大量祥瑞圖像。文物的匯集和生產以及環繞著文物而

構建的場域，成為帝國得以確立和持續運轉的重要手段。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郭熙山水畫的成立與意義〉(郭熙山水の成立と

その意味)、第五章〈宋代皇帝御書的功能與社會─以孝宗《太白名山

碑》[東福寺藏]為例〉(宋代皇帝御書の機能と社會─孝宗「太白名山碑」[東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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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藏]をめぐって)、第六章〈北宋三館秘閣與東亞文物交流的世界〉(北宋

三館秘閣と東アジアの文物交流世界)和第七章〈李公年《山水圖》[普林斯

頓大學美術館藏]與北宋後期李郭派山水畫的展開〉(李公年「山水図」[プ

リンストン大学美術館藏]と北宋後期李郭派の展開)。每章都選擇一件作品，

論述從十一至十三世紀，文物如何穿插於不同的場域以維持兩宋帝國

的運轉，並討論文物如何擴展至周邊國家，形成新的場域。首先，

作者以繪畫為例指出，帝國的文物系統不斷吸收境內文物。例如大畫

家郭熙融合當時各種地方風格，形塑出帝國風格並得到神宗(1067-1085

在位)的激賞。之後，隨著神宗去世，郭熙的風格在宮廷迅速失去地

位。不過，和一般認知不同，郭熙的風格並未完全喪失影響力，而是

由李公年等畫家加以演變後而繼續存在。而且郭熙繪畫以神宗御賜

「皇帝的文物」的身分進入高麗，並繼續在之後的朝鮮王朝產生巨大

影響力。而在宋帝國境內，文物也越出宮牆並在帝國內部運轉。作

者以宋孝宗(1189-1194在位)的書法為例，說明藉由上獻下賜的「文物循

環」，御書充當起連結宮廷和官僚體系的工具。 

作者考慮的層次不僅是文物本身，還有文物的制度層面。第六

章專門考察宋和鄰國遼、高麗及日本間文物交流的情況。歷史學界

近十幾年來對於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已經漸漸從

以宋為中心，轉向以宋、遼、金及其與東亞各政權之間的互動和競

爭來理解各種歷史事件。4遼、高麗和日本對宋有著不同的實際聯繫

                                                                 
4 關於中國學界的宋史研究逐漸從以宋王朝為中心的視角漸漸轉向多個區

域政權互動的情況，詳見包偉民，〈視角、史料與方法─關於宋代研

究中的「問題」〉，《歷史研究》，2009：6(北京，2009.12)，頁 18-24。

歐美學界則相對沒有這個問題，例如早在 1980年代出版的論文集《中國

於其同儕中─十至十四世紀的「中央王國」與其鄰國》(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就討論

了宋朝外交迥異於過去大一統王朝朝貢體系思維的現實性和靈活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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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想像，這決定了它們對宋朝文物的態度。作者論證，遼宋間近乎

對等的兄弟關係，使得宋的文物進入遼國的狀態相當於外交禮物，

而遼亦有文物進入宋之秘閣。而高麗對宋則有仰慕之情，並積極學

習北宋文物制度，其對北宋文物的吸收幾乎是單向性的，例如郭熙

繪畫便是北宋秘閣文物流向高麗的一部分。和遼或者高麗的情況截

然不同，日本蒐集中國文物的目的旨在補足國內欠缺的文物。而且

當時日本與宋並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文物流通多在民間層面

進行。由於缺乏適當場域，如郭熙山水這種和宮廷聯繫密切的藝術

風格，並沒有為日本社會所重視和接受。另外，作者也指出，日本

的文物系統不同於中國。在日本，文物系統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和

佛教寺院之間的緊密關係；二是日本的文物並不在社會中積極流

動，而是深藏庫中並憑藉其神秘性和所有權而用以強化王權。也就

是說，自十世紀以降，日本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文物觀和審美觀，

並以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待來自中國的文物。因此，近代以前日本寫

出的中國藝術史又是另一番模樣。 

宋滅亡後，其文物由於失去賴以為存的場域而變成普通物品，

但也由於進入新的場域而獲得新的理解。這部分由第八章〈宋代畫家

像的接受與變化—以明清時期的李成與郭熙為例〉(明・清時代におけ

る李成と郭熙─宋代画家像の受容と变容の一例として)、第九章〈兩個趙令

穰─《秋塘圖》、《湖莊清夏圖卷》及其接受史〉(兩つの趙令穰

─「秋塘図」、「湖莊清夏図卷」とその受容史について)和結語〈文物建構

的社會〉(文物がつくる社会)構成。 

這個新的場域可以是時間意義上的，也可以是空間意義上的。

                                                                 

Morris Rossabi, “Introduction,” 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edited by Morris Rossab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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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意義上，作者考察了李郭派在明清時期的歷史化進程。作者注

意到這一形象的塑造是一個雙線並行的過程。一方面，郭熙的生平

事蹟和繪畫思想大量地留存在宋代的文字紀錄中，這一點對於職業

畫家來說極不尋常又非常重要。後世畫史或畫論的書寫需要援引當

時的文字紀錄，而留存在文本世界中的郭熙不但因在神宗朝的成就

顯得崇高，其完備的繪畫理論也常為後世書畫著作引用。與此同

時，郭熙在徽宗朝迅速失去地位這一轉折也充滿戲劇性。這些都足

以讓郭熙形象飽滿地活在後世記載。另一方面，藝術史也需要圖像

作為支撐。作者追蹤了一系列由元至清的李郭派圖像，證明雖然郭

熙本人的作品不見於世，但此一圖式在歷史中卻綿延不斷。5進入明

代，隨著印刷文化的興起，各名家的樣式在各種畫譜中被匯集並定

型，但不同畫譜間又互有差異，讓李郭風格的擴散變得複雜。而作

為這個接受史中的特例，作者將郭熙的《早春圖》和石濤(1642-1707)的

《廬山觀瀑圖》聯繫起來，試圖證明進入清代，畫家對郭熙畫風的追

隨並不一定都是二手經驗。作者指出，通過圖像和文獻的雙線運

行，郭熙與李成形成所謂的李郭派，並成為北宋繪畫的代表。 

在空間意義上，作者考察了北宋畫家趙令穰的兩幅名作《秋塘

圖》和《湖莊清夏圖卷》被理解和接受的歷史。《秋塘圖》很早就傳

入日本，並經由狩野派的複製和挪用而享有崇高地位。而當《湖莊清

夏圖卷》進入日本時，正值二十世紀初中國古畫和西方近代藝術同時

進入日本的時候。在這個大背景下，對趙令穰的理解，變成是一個

                                                                 
5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曾於 1999年舉辦李郭山水畫系特展並出版圖錄，見

國立故宫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李郭山水畫系特展》(臺北：國立故宫

博物院，1999)。最近一次的李郭派山水展覽是日本奈良大和文華館於

2008 年舉辦特別展「崇高なる山水─中国・朝鮮・李郭系山水画の系

譜」。值得一提的是，塚本麿充正是這次展覽出版圖錄的編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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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國巴比松派畫家柯洛(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並列，擅

長於農村、夕陽和田園風光題材的畫家(頁 617)。這種伴隨著不同知

識體系和不同藏品，建構出迥異其他的「中國繪畫史」(頁 689)的作法，

仍延續至今。 

結語部分，作者回顧了戰後至今日本所舉辦的多次重要的中國

繪畫展覽。一方面，日本社會透過兩岸故宮及其它重要博物館在當

地舉辦的中國繪畫展覽，見識更完整的中國繪畫收藏；另一方面，

日本的博物館也不斷探索策展主題，試圖發掘出中國繪畫的多種面

向及其所承載的歷史。最後作者總結，「中國繪畫」的歷史與其說是

作為地理概念的「中國」的繪畫史，不如說是不同時空下眾人參與書

寫的中國繪畫的歷史(頁 618-619)。 

貫穿全書的是作者對場域的關注。作者成功地指出，作為一個

有效的工具，場域不僅能將藝術品的流通推進廣闊的社會史，而且

在接受史研究的領域，場域也至關重要，它決定了後世藝術史歷史

編纂學背後的知識背景和藝術實踐的方向。在這點上，以李郭派而

論，其不僅是宋代，也是明清的產物。尤為有趣的是，李郭派的形

成，是本書及馮良冰、竹浪遠兩位學者的宋代繪畫專著共同關注的

話題。塚本集中在郭熙一端，而馮良冰和竹浪遠則聚焦在李成一

端。6根據馮良冰的研究，事實上早至郭熙尚活躍的北宋中期，李成

就已經和郭熙連結在一起。三本書的相關章節合併起來，讀者能得

到一幅李郭派形成和發展的完整歷史。 

在材料的使用上，本書具有多幾層意義的突破。首先是文字資

料方面。以往對宋代繪畫研究的資料都不出於畫史、畫論和文人題

                                                                 
6 馮良冰側重於論證李成作為一種文化資本被宮廷推崇的部分，而竹浪遠

則強調李成風格在士大夫中的風行。 Ping Foong, The Efficacious 

Landscape, 112-138; 竹浪遠，《唐宋山水画研究》，頁 32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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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作者運用新的研究思路，處理通常在歷史學著作中使用但沒有被

藝術史學者注意到的史料。在〈在北宋三館秘閣六閣進行的文物觀

賞〉(北宋三館秘閣六閣における文物観賞，頁 379-388)和〈北宋三館秘閣年表

稿〉(頁 730-737)部分，作者詳細地列出《宋會要》和《續資治通鑑長篇》

等文獻中關於宮廷文物活動的記錄，可見在宋代繪畫的研究上，

尚有大量的訊息可供研究者利用。另一層突破是圖像方面。本書

蒐集了諸多不常見的日本所藏中國繪畫。眾所周知，日本長期收

藏中國繪畫，但目前研究和展覽的重點都集中在古渡時期(十二至十

四世紀)所謂「宋元畫」以及二十世紀初流入日本的最高等級宋畫。7事

實上，日本還擁有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的大量宋元時期的次要作品以

及明清繪畫。作者在介紹明清時期李郭派流變的章節，集合大量藏

於日本的李郭派風格作品(頁 559-565)，可補臺北故宮李郭派特展圖

錄之不足。 

然而，本書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首先是對「文物」這一核

心概念的定義不夠清楚。如前所述，作者在序中定義的文物是一個

物品的社會性面向的概念(頁 1)，而後又將其具體化為令社會秩序得

以成形的物品總稱(頁 17)，之後再將其限定為和中國的世界觀緊密連

結(頁 18)，而且對皇帝而言有意義的物品(頁 165)。為介紹這一概念，

作者還特別引用了宋太宗(976-997在位)對宰相言「朝廷文物之盛，前代

所不及也」(頁 17-18)。雖然「文物」一詞在中國很早就出現，但其意

涵隨著歷史的演進發生了劇烈變化。「文物」最初指朝廷的典章制

度，為非物質性的存在，也是太宗和宰相表達的意思，這和作者的

                                                                 
7 關於宋畫進入日本的不同時期和種類，見高居翰(James Cahill)，〈早期中

國畫在日本─一個「他者」之見〉，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千年丹青

─細讀中日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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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正好相反。在後來的歷史演變中，「文物」又指皇帝的鹵簿、儀

仗等禮儀用具，也泛指文明、文化等。「文物」的多重意思中，能夠

和作者的定義重疊度最高的，反而是其現代定義，即有文化或者歷

史價值的物品。8而且，以作者的定義來看，不屬於中國範圍的物

品也不應以「文物」稱呼之，但作者在相關的章節並未用一些新的

名詞來進行替代。行文多處顯示作者處理「文物」一詞的具體意涵

時不夠謹慎。 

其次，作者所謂的郭熙風格還是集中在以往的單一形象，即和

神宗朝宮廷緊密聯繫的雄偉紀念碑式山水。但馮良冰利用藏於紐約

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樹色平遠圖》，已經證

明郭熙實際上擁有多種風格。9換言之，郭熙本人的藝術風格是先經

歷了某種程度的單一化後，才開始了他代表北宋藝術的歷史化進

程。如果能把這段歷史補齊，郭熙的接受史才能變得完整。此外，

《樹色平遠圖》可以證明，郭熙在其職業生涯的後期已經開始有意識

地向徽宗朝所強調的「詩致」發展。10馮良冰的論述也可以作為作者

第七章〈李公年《山水圖》[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與北宋後期李郭

派山水畫的展開〉的補充，將這種風格的展開從北宋晚期文人畫家往

前推到郭熙。 

第三，關於章節編排與徵引文獻的部分。第十章〈宋畫的技法與

空間理解─以《雪中歸牧圖》、《蜀葵遊貓圖》，與《萱草遊狗圖》

                                                                 
8 關於「文物」一詞的意涵在現當代定型的過程，見李曉東，〈民國時期

的「古跡」、「古物」與「文物」概念述評〉，《中國文物科學研究》，

2008：1(北京，2008.3)，頁 54-56。 

9 Ping Foong, The Efficacious Landscape, 141-85. 

10 Ping Foong, The Efficacious Landscape, 186-187, 192-196. 有趣的是，馮良

冰同樣也使用了李公年的《山水圖》作為這一發展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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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宋畫の描寫と空間理解─「雪中帰牧図」、「蜀葵遊猫図」，與「萱草遊

狗図」を例として)又回到 1960年代宋畫研究關注的議題，即風格、空間

和繪畫技巧。此章的主題和前面幾章的議題沒有關聯。翻查〈初出一

覧〉(頁 697-698)，可知大部分章節曾經在不同的場合發表，所以本書也

可以看作是一本論文集。不過就一個結構完整、明確交待方法論和

研究目的的專著而言，第十章或許另置他處，或者如〈宋・元畫中的

器物表現—以畫中的古物表現與意義為中心〉(宋・元画のなかの器物表

現─画中の古物表現とその意味を中心に)一樣當做附章來處理更為合適。

最後，全書的參考資料列表只列出了一手史料而沒有近人的研究成

果，也沒有圖版出處一覽表，不太方便讀者使用。 

本書體現了宋代繪畫研究的最新趨勢，即試圖探討文物在社會

史層面的意義，以及反思現代北宋繪畫史論述背後的認知基礎和歷史

編纂過程。通過作者的研究，那些曾經被「收」在深宮禁苑，長年

「藏」而不見的帝國文物彷彿動了起來，積極地走進活躍的歷史時

空。在這一點上，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大展和北宋的觀書會距離並沒

有多麼遙遠。相對的，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今天中國、日本和西方

理解的北宋繪畫史儘管各有不同，但和其原境都已經是天差地別。

歷史和當代，美術和文物，都在以一種看似矛盾的方式相互糾纏，

跟著作者在這段漫長歷史的兩端之間穿行暢遊，未嘗不是一段奇妙

的閱讀體驗。 

 (本文於 2019年 1月 15日收稿；2019年 5月 16日通過刊登。) 

*本文承蒙《新史學》審查人的批評指正和寶貴建議，謹此致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