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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motivation and painting style of Li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and 
specifically discusses the causes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painting school and the analysis of painting style in the article. The 
founders of the school, Gao Jianfu, Gao Qifeng, and Chen Shuren, referred to as "two Gao and one Chen", went to Japan to 
study abroad in their early years. In the traditional painting language, they not only integrated the nutrition of Western painting, 
but also retain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rushwork. The Li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urtured a 
large number of innovative painters, and it still affects future generations. The artistic value of Ling-Nan Painting Party i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is inestim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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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派形成動因及繪畫風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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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對嶺南畫派形成動因及繪畫風格為研究对象，本文專門述了畫派的成因和形成過程，並分對於繪畫風格進

行了深刻地分析。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是嶺南畫派的創始人，簡稱“二高一陳”，早年東渡日本留學，在傳統的

繪畫語言中不僅融合西方的繪畫營養，還有著對中國傳統筆墨的保留。二十世紀初期的嶺南畫派，培育出大批具有革

新精神的藝術畫家，時至今日仍在影響著後世。嶺南畫派對近現代中國畫的藝術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關鍵字：嶺南畫派，折衷中西，繪畫風格，藝術價值 

 

1．引言

十八世紀末指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繪畫領域出現了

一支重要的繪畫流派——嶺南畫派。具有“革新”精神的

嶺南畫派，所創造出的繪畫非常具有獨特性。本文中以畫

派的繪畫風格為研究的重點物象，通過對畫派形成的地理

原因、歷史背景和畫家群體的構成進行闡述。居巢、居廉

的“撞水，撞粉”的藝術技法被嶺南畫派所繼承，將傳統

繪畫的精華與外來優秀藝術遺產相融合，創造出屬於自己

新的藝術風格，從而深刻地、全面地揭示嶺南畫派中的藝

術價值，加強藝術學者對“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理解，

也為當下的傳統藝術繪畫的創新與發展提供了思考和啟

示。 

2．嶺南畫派形成背景 

2.1．地理環境 

嶺南畫派的形成地位於我國“五嶺之南”的廣東省

（圖 1）。廣東省古稱番禺，海上交通便利，處於海上交

通樞紐位置賦有“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的名號。廣東

屬於東亞季風區，無論是溫暖濕潤的氣候，還是植被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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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山河胡海的密佈，這些基礎的生活條件，將為嶺南畫

派提供源源不斷的素材，並對於畫家的性格、氣質與審美

情趣產生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作為中國“南大門”的廣東

省，毗鄰港澳，更有利於一些西洋繪畫藝術的流入。因此，

當時處於廣東的畫家群體相對于內陸地區的畫家更容易

獲得一些外來藝術的資訊。廣東省的僑鄉人脈、地理環境

等各種類型的優越資源，都為嶺南畫派的孕育埋下了伏筆，

更為嶺南畫派的革新思想提供了有力保障。 

 

 
圖1 嶺南區域簡圖（引自《廣東歷史地圖集》）  

2.2．歷史背景 

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一次大型的思想解放的運動，這

股潮流除了對政治的影響外，對中國的畫壇也引起了巨大

的浪潮，一時間，充斥整個繪畫領域。其中，新文化運動

的發起者陳獨秀批評道：“像這樣的畫學正宗，像這樣的

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是輸入寫實主義，

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1]康有為是孔教維護者，但他

也極力推崇洋學，他說：“要維新，只有學外國。”同時，

康有為的《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中國畫學至國朝而

衰弊極矣，豈止衰弊，至今群邑無聞畫人者。其遺餘二三

名宿，摹寫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筆入 草，味同嚼蠟，

豈複能傳後，以與今歐美、日本競勝哉？”[2]；呂瀲提出

“我國美術之弊。蓋莫甚於今日”；徐悲鴻在《中國畫改

良之方法》一文中提出“中國畫學之頹敗。至今已極矣”；

劉海粟更是在《文人畫集序》 提出“國畫至今衰敗極矣。”

等觀點。[3] 以上的觀點皆說明了即使是孔教維護者的康有

為，也對於中國畫目前處於困境中的這一現狀發表了宣言，

號召畫者行動起來，扭轉局勢，中國畫走向衰弱的形式已

經迫在眉睫。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對中國畫進行改良和改

革。伴隨著外國思潮的傳入，使得我國身處革命中的人士

發現，自古以來王朝都會利用美術的政教功能，來為他們

服務，也就是說美術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對社會環境的影響

是不可小覷的，而新的思想伴隨著的到來，並且在嶺南畫

派在創始人的引領下，自然是一支包含著革命思想的畫派，

走的是折衷中西的道路。 

在二十世紀初期，西學東漸之風開始彌漫，人心思變。

“二高一陳”等一批處於廣東一帶有志亦有個性、視野寬

闊的藝術人才,把改革中國畫當做自己的任務，主張”折衷

中西，融合古今”，大膽地投身實踐並加以改革創新。 

辦畫展、辦畫報、開學館等等諸如此類的社會學術活動，

大力地宣傳了藝術思想和藝術主張，在我國造成了一定的

影響，使“嶺南畫派”在近代美術畫壇上站穩了腳跟，成

為一大美術流派。此時，在民國初期的畫壇上形成了一種

三足鼎峙的局面，分別是嶺南畫家群、海上畫家群與京津

畫家群，之所以造成這個局面的主要原始三個地區的政治、

經濟、文化對全國具有輻射性的影響。站在歷史的角度來

回顧，嶺南畫派對於中國近現代繪畫的影響程度可以說是

空前的，在廣東的沿海地區等地區四處興辦具有西方特點

的美術學校。這一勢頭雖然發展的很迅猛，但是我國傳承

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精華也並沒有被淹沒。幾千年的華夏

文明，使得國畫早已沁入中國人民的骨子裡，這有是國畫

具有民族性的地方，早已成為國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恰恰如此，不管外來美術具有

怎麼樣的先進性，中國傳統美術在我國國人心中的地位也

難以撼動。美術學校不僅不全盤否定傳統藝術，然而重視

對傳統繪畫的訓練，於是乎我國土地上開始大規模，有秩

序地建立美術學校，各種活動交流的類型增多，給予了文

人墨客不同的平臺，這樣深厚文化底蘊是該具有多麼強大

的生命力，也為在這個年代裡，宣導提革新的嶺南畫派的

創始人高劍父開始了藝術探索之路。 

 

2.3．“嶺南畫派”畫家群體構成 

賦有“二十世紀主宰”之稱的三大流派分別是嶺南

畫派、海上畫派與京津畫派。這裡著重論述的是廣東籍組

成的嶺南畫派。嶺南畫派因為技法紛呈，求新求變，風格

獨特人才輩出，榮大塊、黎雄才、何磊、何香凝、李撫虹、

趙少昂、陳凝丹以及擅長山水的，蘇六朋、蘇仁山、高儼

等等畫家比比皆是。高劍父（圖 2）、高奇峰、陳樹人這

三位是嶺南畫派的創始人，在這裡簡稱“二高一陳”， 著

重寫實技法，取法自然，對外來繪畫技法運用熟練，自創

一格。畫派多繪畫嶺南亞熱帶地區的山綠海藍，林木花卉

等自然風光和南方景色。風格，章法，筆墨不落陳套，色

彩斑斕。[4] 

嶺南畫派 “藝術革命”的這個主張，在日本留學時

候受到竹內棲鳳的藝術創造思想的啟迪，以“折衷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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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古今”的途徑，建立現代國畫為宗旨，為用“新國畫”

改造“舊國畫”；以“形神兼備、雅俗共賞”為審美標準；

“兼工帶寫，彩墨並重”為藝術的手法。嶺南畫派在國內

外的繪畫領域佔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5]         

 

 
圖圖2 高劍父花鳥畫作品（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3．“嶺南畫派”畫風剖析 

3.1．“嶺南畫派” 對對傳統繪畫的繼承與發揚 

林良，明代著名花鳥畫家，所畫工筆劃大多精研雅致，

也是嶺南一帶進入宮廷任職的畫家之一。畫家居廉、居巢，

兄弟二人所擅長的“設色”藝術手法，被“二高一陳”很

好地繼承了。“二居”的設色能力更為一絕。尤其是撞水、

撞粉的表現較為突出，以此法來發揚中國傳統的繪畫流派。

在嶺南地區也稱得上是最早的一個繪畫流派。高劍父不僅

照本夠摹居氏作品，無論從設色、線的勾勒還是提款的位

置等等都進行了逐一的模仿。聰慧過人又勤加練習的高劍

父，是晚年居廉倍感自豪的得意門生之一。正值七旬的居

廉創作出一副七言對聯，寫著是“拳石畫披黃子久,膽瓶花

插紫丁香” [6]，也可看出居廉對學生高劍父的深切期許。 

而跟著高劍父學畫的高奇峰、陳樹人再或者高劍父本

人對中國傳統繪畫定認知與理解，以他們所打下的深厚的

繪畫基礎，大多都是在“二居”的教導下養成的。由此可

以看出，這對高劍父、高奇峰（圖 3）、陳樹人的藝術生

涯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在往後的歲月裡，他們雖然推

陳出新，革故鼎新，但是“二居”的筆墨技巧，對“二高

一陳”繪畫藝術基本框架的形成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 

高劍父在傳統繪畫技法上的精進可以說是離不開伍

德彝的幫助。伍德彝乃廣東番禺（今廣州）人，字興仁，

號乙公、敘倫。創刊於 1889 年的《華爾街日報》在追求

新聞品質上，可謂是不余餘力，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十分

地廣泛。當年，伍秉鑒也就廣州十三行首席行商，被日報

列為世界千年五十富之一。作為伍秉後人的伍秉彝自然算

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富家子弟，同時他在書畫上的造詣也頗

深，也是我國近現代知名的書法家和文化名人。伍德彝上

到詩詞書畫，下到鑒別書畫，無一不精通，尤好金石考古。

身為第五代傳人的伍德彝，同古人一般贊助有才華的畫家，

這種情況自古以來不勝枚舉。也因此，高劍父隨著伍秉彝

參加了不少文人雅意，也觀摩了不少名家畫作，尤以明清

時期的文人畫為主。所以說高劍父被高雅的文人氣息包圍，

在這樣好的氛圍之中，高劍父更是對於身邊的事物充滿著

激情，渴望學習新的知識。這種無形的力量不僅對於他的

繪畫理念和靈魂起著塑造的作用，更為日後的嶺南畫派的

發展以及改革作了強有的基礎與後盾。由此可以得知，嶺

南畫派加以保留固有的中國傳統繪畫，“折衷”地吸取外

來藝術技法與理念，而不是全盤進行否定，二者相互結合，

推陳出新。 

 

 
圖3 高奇峰花鳥作品（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3.2．“嶺南畫派” 吸吸取外國優秀的藝術遺產 

 “二高一陳”不單單僅一次去往日本進行求學，也因

此對於日本的社會發展和流傳到日本的西方文化比較地

熟悉。在日本經歷了明治維新之後，大大地增加了對西方

文化的重視程度。在科技方面以及人文方面的的不斷進步

與發展，不少外來畫家也先後來到日本傳授西方的繪畫技

藝，同時 1870 年留學義大利和法國的川村清雄、留學法

的五姓田義松、留學義大利的松崗寺等留學生學成回日後，

通過教學和創作對日本的近代美術的西化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 

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圖 4）、陳樹人在

中國拜在“二居”門下，居巢字士傑，號梅生、今夕庵主，

居廉字士剛，號羅湖散人。二者所形成的“居派”風格，

可謂是在中國的畫壇上獨樹一幟。東渡日本之後，高劍父

則師承田中賴章，另外兩位創始人則是在日本的學校接受

水彩畫的訓練。竹內棲鳳同“二居”一樣，注重寫實與施

法自然，不同的地方是他吸取了漢畫的古典手法之外，還

融入了不少西洋畫家的藝術風格和藝術手法，這樣高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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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技巧著實吸引了當時不少留洋的學生。竹內棲鳳學習

的西方畫家有 J.M.W.泰納、C.柯羅等人，將他們的光色和

造型也融入到繪畫創作中，高超的藝術水準讓人不得不得

讚歎。也可以說竹內棲鳳也間接地使近現代的中國繪畫有

了一種全新的面貌。竹內棲鳳精妙雅潔的藝術境界對“二

高一陳”的影響可以說是相當大的，間接地孕育了嶺南畫

派。除了對中國國內畫壇的影響以外，也對近現代繪畫有

了一種全新的認知，對中國現代美術史產生了承前啟後的

重大影響，並且對於時至今日的日本的繪畫形式而言，也

是他變革日本畫的直接成果。 

 

 
圖4 陳樹人花鳥作品（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從一些的文獻記載上來看，高劍父對於日本東京美

術學校的繪畫風格也倍加欣賞。日本有一批將中西畫風融

合的很成熟的畫家群體，下村關山、橫山大觀、菱田春草

等畫家捨棄了勾勒線條，轉追求光影所製造出朦朧美感、

光影、空氣。這些畫家群體的畫面既擁有著東方的神韻，

也擁有西方寫實色彩的技法。這些新穎的創作方式，對嶺

南畫派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因此也深受嶺南畫家們的青

睞和追捧。 

“嶺南畫派”重視寫生在繪畫中的重要性，“二高一

陳”運用水彩畫的特性，將畫面創造出柔潤的氛圍，畫者

的心境也通過畫面表達出來。嶺南畫派創始人，在日本留

學期間，從日本對西方文化的折衷中深受啟發，回國後融

百家之長，把古代遺留下來有價值的部分保留，不僅運用

“投影”、“透視”、“光影法”、“空氣層”等繪畫技

法，以滋長中國現代繪畫的新生命，更使中國畫的畫面中

融入了日本畫的意味。 

 

3.3．“嶺南畫派” 的的繪畫風格 

嶺南畫派在色彩的處理上有獨特的感受和偏好，這

“好色”的欣賞習慣離不開嶺南優越的地理環境，嶺南地

處我國南方，宋朝的文學家蘇東坡曾說這裡的氣候是“四

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也可見得嶺南的冬天並無霜雪，

並且嶺南地區林木眾多，山花爛漫，色彩斑斕，也許恰是

這個原因，導致嶺南人“好色”，即會有欣賞各種各樣色

彩的能力。由“以墨為主”轉成“色墨並重”。除了在繪

畫方面如此，在工藝品、建築、服飾等等方方面面，均可

看到豐富地用色之外，嶺南人對於用色的喜好，稱為“好

色”。“二高一陳”把這種“好色”的欣賞能力運用進繪

畫，在繼承“二居”撞水、撞粉法的基礎上，把水彩畫在

紙面上的特性展現的淋漓盡致，尤其是用水彩所產生的濕

潤朦朧的效果，更是把嶺南四時的自然風景描繪襯托得栩

栩如生，也因此作品風格大多清新豔麗。中國傳統的山水

畫講究墨分五色，指的是運用墨色的豐富變化以此來作畫。

而畫派一反傳統 “以墨為主、以色為輔”的理念，吸收

西方的優秀藝術成果與日本南畫的意味，從先前的以墨為

主，轉換為講究“色墨並重”或“以色為主、以墨為輔”。

墨色的交匯相融，或強烈鮮明，或斑斕變化，或氤氳含蓄，

充分地展現了“革命”的中國畫筆墨語言。 

高劍父可以說是運用“撞水、撞粉”法的典型代表了，

他的創作方法與竹內棲鳳有著相似的共同點，在他的繪畫

作品中明顯看出他的色彩是通過折衷中西後表現出來的。

山水畫施以水氣天光等虛無縹緲的意境和空間氣氛的渲

染是由於高劍父畫山水畫時受到日本和歐洲繪畫技法的

影響。並且這種渲染的方法與我國自古就有的沒骨畫法十

分接近，即勾畫線條不著以墨色，直接以色彩繪出物象。 

透視、空間、構圖，一掃前人對於筆墨程式的運用。高劍

父的《漁港雨色》（中國美術館藏）就是很好的例子，但

在此基礎上是以棲鳳為首的京都畫壇。他的落款提詩這一

種固有的做法，增添了傳統文人畫的意味。” 

“發揚真藝，領袖藝壇”的高奇峰在畫壇上的成就也

是不少的，是個繪畫全能型人才，無論繪畫題材是翎毛、

走獸、花卉還是在山水、人物畫方面，用筆細緻入微。畫

派創始人之一的陳樹人，變革精神也貫穿於作品之中，但

是他更加表現得相對含蓄，因此筆墨的美感顯得更為突出。

用象徵的手法，用獅子、老虎的形象作為民族精神的展現。

令人惋惜的是 1933 年，高奇峰受中央政府的任命前往德

國，途中不幸病逝，不然留世畫作將會更多，但他的貢獻

也為嶺南畫派添上了濃重的一筆。他的代表作《猿》這幅

畫，最值得一體的是，畫中始終不忘記表達出唯美的景象，

簡淡的背景中，只畫一輪圓月，設色優美，透露著自然得

美。 

陳樹人以扎實的中國傳統繪畫為根基，再次基礎上也

是將西方所注重的光影、明暗的對比效果外加上色彩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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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畫風清新，色彩的視覺效果更為突出。對於畫面空間

的處理方式上，陳樹人顯得格外用心。往往讓空間有迴旋

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

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則更不可少。例如創作于 l928 年

夏的《躍鯉圖》，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

部則是水和草，各占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下列這幾

張畫在創作時，或多或少在技法和意境方面都包含著日本

繪畫的影響，《遊鴨圖》、1928 年所繪製的《落機殘雪》

和 1929 年繪製的《雪擁藍關馬不前》等。如果說高劍父

的藝術表達呈現出來的是猛烈地狀態，高奇峰的藝術表達

則相對於是靜謐地，然而陳樹人不同於二者，在繪畫上則

多出了一份書卷氣息。 

44．“嶺南畫派”藝術價值與對後世影響 

4.1．嶺南畫派的藝術價值 

在中國的繪畫界一直彌漫著一股摹古的風氣，是因為

清朝時“四王”處於正統地位。而此時，國內受到外來文

化的影響，西方的繪畫與中國的傳統繪畫發生了交融與撞

擊。在當時處於中國傳統繪畫衰敗低落的時期，嶺南畫派

的代表人物“二高一陳”在用“藝術革命”來改造國魂，

反對固有的繪畫章程、他們宣導“新國畫”，對中國畫的

變革起到引領的作用，其對於畫壇的影響力也是相當大

的。 

 嶺南畫派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途徑是“折衷中西，融匯

古今”，出色的筆墨技法，使得中國畫繪畫的畫面給人朴

拙高遠的意韻，再加上人為的去粗取精，把西方繪畫的空

間造型能力運用進繪畫並且加入了西洋作畫的工具，創作

繪畫的工具增多，嶺南畫派把中西合璧的中國筆墨形式運

用的恰到好處，也造就出了別有洞天的藝術效果。 

如此富有革新精神的嶺南畫派把中國、日本、歐洲在

內的三種繪畫風格運用的爐火純青，白曉軍、陳兵等畫家

不僅時至今日不懈地發揚對藝術的探索精神，還在藝術創

造方面給學者提供新的新的思維方式、創作手法、藝術風

格。在中國的近現代“許多青年美術家深受啟發，他們走

上了改革傳統繪畫、嘗試折衷的道路。[7]  

思想上不甘於故步自封，嶺南畫派敢於突破束縛，挑

戰創新，當他們傳統繪畫的基石打牢之後，對於外來先進

的西方繪理念，“融合內外”從而萌發了新繪畫的枝芽。 

“蓋歐西動盪著藝術的新潮，本著其世界的眼光、思想，

于開發祖國藝術之富源外，還要探討各國藝術之秘”。 [8]

以上這些的思想理論結晶，也是畫派在畫學理論上的特

色。 

4.2．嶺南畫派對後世的影響 

在中國的教育事業和文化建設這個方面，高劍父開創

了風格獨特且素有廣東畫壇的“黃埔軍校”之稱的“春

睡畫院”。 而關山月、黎雄才、司徒奇等這一批優秀的

藝術大師的興起，恰恰是因為“新國畫運動”的發生，那

時的畫院處於鼎盛時期，前來拜師學藝的學生也是多達一

百二十多人，春睡畫院不愧是嶺南畫派的“搖籃”，推動

了我國美術文化領域的發展。後期由於戰亂，廣州地區被

迫淪陷，此時的高劍父不得已避居於澳門普濟禪院，依舊

繼續著他的教學工作。其弟弟高奇峰也通過所創辦的“天

風樓”培養了何漆園為代表的大批學生。嶺南畫派不僅宣

傳了藝術主張，還培育出了以一批又一批的藝術人才，在

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和全新進步中奠定了歷史地位，也對

近現代中國畫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新中國的成立後，

高等美術教育被納入科學規範的軌道，各個高校的課程教

學範疇裡也覆蓋了西方繪畫，隨著文化和教育體系的不斷

被完善，嶺南畫派也漸漸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然而，嶺南畫派的不足之處也是有的。其一，在繪畫

的技術層面過分地強調中國繪畫和西洋繪畫的結合，“折

衷中外”的同時，忽視了繪畫是一門擁有特殊價值的藝術，

太過於追求在現實生活中的寫實與時代感的真實反映，

“以形寫神”這個觀點貫穿在魏晉南北朝乃至整個中國

美術史上，這是一個經典的藝術理論，提出這個理論的人

是東晉擅長于人物畫的顧愷之。顧愷之認為人物的美醜對

畫面的影響並不大，追求內在得精神本質才是重要的，也

就是要用“形”來表現“神”。“所謂以形寫神，就是要

通過人的形體以此來寫人的精神面貌，來表現人物形象的

特徵。”[9]站在這個角度，嶺南畫派還是欠缺一二，捕捉

這方面不夠到位，也缺少了抒發畫家胸中之逸氣的高雅境

界，在這個方面確實有著較大的缺陷。其二，因為嶺南地

理和歷史方面的局限性，對固有的傳統文化和外來藝術的

認知不夠完整，理論還不能夠完全地滿足社會的需要，理

論的自我更新也不完備等等，以至於在藝術革命時候，實

踐支撐和理論保障方面有所欠缺，這些缺陷是我們研究嶺

南畫派問題時所需要正視得，是不可回避的。 

5．結論 

嶺南畫派提出的藝術主張，至今仍具有歷史意義，提

示著人們在這個世紀，學者應該正視傳統的藝術價值，把

精髓保存與繼承下來，傳承下去。也提示著學者在挖掘優

秀的傳統文的同時，應該以現代的視角去審視。 

眾所周知，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勢，在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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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康社會的步伐中，文化藝術從業者也在給小康添磚加

瓦。昔日的嶺南畫派的一大批傳人也成為建國後新中國的

美術教育的堅實力量。時至今天，畫派的弟子們依舊在各

條戰線上忙碌著，為中國文化事業的繁榮不停地奮鬥。嶺

南畫派以“折衷”作為途徑，雅俗共賞作為審美標準，大

膽的變革精神，不單單為我國當代藝術家提供了寶貴的借

鑒與經驗教訓，也提醒著人們銘記嶺南畫派的歷史功績，

這也定會激勵我國美術激流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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