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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N E  A R T  R E S E A R C H

美 术 学

主持人 秦韵佳  徐翎

本期［史学］栏目《〈元七君子图〉新论》一文，以2008年入藏苏州博物馆的过云楼故物《元七君子图》

为研究对象，从此卷的题签、引首题款、鉴藏印、卷后题跋和名家著录几方面，梳理和分析了此卷的流传过程

及其面目的变化；《雅好与时玩》一文，讨论了明末画绣在文人赏鉴过程中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以“露香园”

顾绣为代表的明末画绣，在稿本、设色、劈丝、针法上远比实用绣讲究。作者认为文人阶层以书写题跋、赋诗

赞美的方式参与了画绣的创作，他们的品鉴活动一方面促进了收藏与传播，另一方面却引发了效仿逐利之风，

将画绣推入良莠不齐的交易市场。［理论］栏目《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及其再理解》一文中，作者站在“五四”启

蒙的大背景下，通过考量艺术家的个性、复合型技法等因素来深化理解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并指出此种写实主

义对画家本人也有所束缚；《超逸—中国当代抽象艺术》一文，作者以“中国抽象艺术研究展”为观察点，在

考究当代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脉络、面貌特点和与时代文化的关系时，分析了其与美国、日本和韩国抽象艺术

的本质区别，认为应着眼于中国文化自身，从学术性角度勾勒和描述三十年来中国抽象绘画的谱系、脉络和发

展，分析和总结艺术家的作品在媒介、形式、语言和观念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拓展性、突破性及价值意义。

本期［学人档案］介绍工艺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理论家、设计师、水彩画家乌密风先生。乌密风早年就

学于杭州艺专，后获聘于敦煌艺术研究所，居此临摹、研究敦煌石窟壁画，积累了对佛教艺术遗产的丰厚认知

和创作素材，并于敦煌图案材料方面尤为重视。在此基础上，乌密风继续深化其工艺美术认识，著述颇丰，同

时创立鲁迅美术学院的工艺美术教学体系，影响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工艺美术设计教育。教书育人之外，乌密风

于工艺设计、水彩画创作方面亦成果颇多。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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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七君子图》新论
钱莺歌

苏州博物馆藏《元七君子图》为元代六位画竹名家的七

幅墨竹集锦卷，是清代苏州顾氏过云楼的旧藏。十余米的长

卷中汇集了元代画家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安、张绅、

吴镇六人的墨竹精品，其中柯九思画墨竹有两幅，故命名为

“七君子图”。其中第一幅墨竹的作者赵天裕在绘画史上未见

记载，生平也无从考证，这件是他目前仅见的唯一作品，未

曾见其他存世作品可以比较，我们从笔墨技法上看此幅颇有

宋人法度，与上海博物馆藏南宋赵葵的《杜甫诗意墨竹卷》

的墨竹画法相近，独特的构图又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管

道升的《烟雨丛竹图》十分相似，从而可以推断出赵天裕大

概是宋末元初时一位画家，当然具体还有待更多的材料来论

证。第六幅墨竹画家张绅，生卒年不详，除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他和顾安、倪瓒、杨维祯四人合作的《枯木竹石轴》中画

古树外，其余传世所见都是为他人书画上或题诗或留题，如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幽篁秀石图》中的楷书题画诗、台北故

宫博物院藏张中的《写生花鸟轴》中的题跋。赵天裕和张绅

这两件是存世的墨竹孤品，基本没有其他作品流传下来可做

对比。其余柯九思、赵原、顾安、吴镇这几位均是元代墨竹

名家，他们的作品和理论对后世影响颇深，但存世能确定为

真迹的作品也不多，这对《元七君子图》真伪的鉴定无疑增

加了一定难度。当缺少或者没有具体可比较的图像材料来辨

认作品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时，鉴定的依据就需要其他细节

来支撑，那么本文就着眼于题签、引首、鉴藏印、著录等辅

助信息来协助我们辨别《元七君子图》的真伪。

一、题签

《元七君子图》中有三个题签，包首题签：“赵天裕、

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此签未

落款，何人所题，不得而知。另有两条因重装时，后期藏者

不忍舍弃，故将之裱在第一段引首前方隔水处。其一为清嘉

道间海宁著名藏书家蒋光煦所题“六君子图，宜年堂世藏神

物”，钤“光煦审定”朱文印。蒋光煦（1813—1860）清代著

名藏书家，字日甫、爱荀，号雅山、生沐、放庵居士，海宁

硖石人。专收古籍名刻及金石书画，筑别下斋以藏，为清代

知名的藏书楼。太平天国之乱藏书楼被焚毁，蒋呕血而亡。

蒋氏辑刻有《别下斋丛书》收录前代及同代人著作28种90



108 美术观察·ART OBSERVATION    2018·08    美术学

卷，还著有《别下斋书画录》，著录其所藏宋至清名家书画，

兼收题跋、印章等。

其二为清末苏州大收藏家吴大澂（1835—1902）所题：

“元人六君子图真迹神品，苏邻主人藏，大澂题。”钤“清

卿”白文印。苏邻主人即苏州网师园的主人李鸿裔（1831—

1885），清末金石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因网师园与北宋诗人

苏舜钦所建名园沧浪亭相邻，两人又同为四川中江人，故李鸿

裔自称“苏邻”，并将网师园更名为“苏邻小筑”，内有“万卷

堂”，藏书万卷，亦收藏大量书画名作。晚清时，吴大澂与李

鸿裔、吴云、顾文彬等苏州的文人雅士来往甚密，经常组织画

会，名流雅集。光绪三年（1877年）回籍省亲的吴大澂曾效仿

王羲之兰亭会，借李鸿裔之网师园邀友人为修禊雅集。吴大

澂在致李鸿裔的信中这样写道：“苏邻主人左右，上巳佳日，

不可无雅集，敝居褊小无流水，欲借名园为流觞之会，坐客即

柳南书屋同饮诸公。或主人不欲为客，即吾两人列名亦可，

不识是日得闲否……”〔1〕过几日他又在网师园与李鸿裔同作

主人，受邀来宾均各出书画，相互品鉴，互题观款。吴大澂为

李鸿裔收藏的这件元代名人墨竹卷上题签，或许就是在某次

雅集中应李鸿裔所邀而作。从这两个题签上的信息我们可知

墨竹卷曾经清代著名藏家蒋光煦和李鸿裔所藏。

二、引首

引首这种装裱形式始自明代，明以前的长卷中是没有引

首这种形式的。画卷中引首通常只有一段，而打开《元七君子

图》（图1）时却能见到三段引首，实属少见。第一段引首为乾

隆时收藏家乔崇修隶书“六逸图”，题记曰：“诸公笔墨可称逸

品，而竹实卉木中逸品也，因取《竹溪六逸》之义以名斯图。

乾隆癸亥中元后三日，卬须老人宝应乔崇修识。”未钤印。乔

崇修（1669—1744），字介夫，号念堂，康熙年间贡生，亦善

诗，又工书法，尤擅八分书。此引首所用纸是一张印有缠枝螭

纹边框的阔簾纸，纸张左下角盖有一方“淑躬堂藏纸印”白文

印。此印极少见，仅在《石渠宝笈》第十六卷《明唐寅画兰亭

文征明书序一卷》著录中写到此卷引首上也盖有“淑躬堂藏纸

记”印。此纸虽不知出自何处，但年代应不晚于明。〔2〕

第二段引首是张廷济为蒋光煦隶书题“六君子图”，题

记曰：“此画竹六段，皆五百年前名公剧迹，生沐广文六兄

亲家，可谓具真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四月二十九日，嘉

兴竹田里弟，张廷济叔未甫，时年七十八。”此引首所用纸

是一张印有龙纹边框的粉笺纸。粉笺纸大量出现在康熙乾

隆年间，此种边框印有纹饰的书写用纸，在乾隆御笔题字的

手卷引首中比较常见，如乾隆《临唐寅文徵明兰亭书画合

卷》中乾隆题“欣于所遇”引首用的就是带边框的纸。张廷济

（1768—1848），字顺安，号叔未，晚号眉寿老人。浙江嘉兴

人，清代金石学书法家，擅长文物鉴赏，喜收藏。蒋光煦和

张廷济都是嘉兴人，两人不仅熟悉，还是交往密切的好友。

张廷济为蒋光煦藏《元七君子图》引首题字时已78岁高龄，

蒋光煦此时才三十出头，两人虽年龄悬殊却志趣相同，两人

常常在作品上诗书唱和、互相题跋。在《别下斋藏本十三

行》中，张廷济还有这样一段题跋：“生沐六兄既装真本于

前，而又装覆本于后，云是白玉本，意存两是也。不知有一

是无两可，慎勿为浮说误。”〔3〕张廷济是一位鉴赏经验丰富

的藏家，这是张廷济用自己丰富的鉴赏经验在告诫年轻后学

的跋文。此跋落款为“道光二十六年”，即是张廷济为蒋光煦

题“六君子图”引首的后一年，由此可见两人常在一起探讨书

画的鉴赏和收藏。此段引首当是蒋光煦得此卷后，邀请张廷

济鉴赏时所题。两人的交往还能从费丹旭1849年所作的《果

园感旧图》（此卷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中得到证实，图中画

费丹旭陪同张廷济叔侄在别下斋果园漫游之情景。当时张廷

济、费丹旭等一批浙江的文人经常在蒋生沐的别下斋频繁交

游往来，进行各种书画品鉴活动。

最后一段引首是近代画家吴昌硕为最后一个藏家顾麟士

篆书所题“七友图”。此引首所用纸是一张盖有“金粟山藏经

纸”的宋代名纸，此纸在民间流传很少，非常名贵。后有吴昌

硕题识：“卷为张见阳旧藏，即缪文子《寓意录》所载‘竹林

七友’图也。乾隆时归乔崇修，失去顾定之一幅，更名为‘六

逸图’。后入别下斋，张叔未解元题作‘六君子图’。鹤逸先生

今从李苏邻家购得，适渠旧有梅道人横幅，尺寸符合，取以配

入，乃其旧名。一物也，数百年或得或失，终归无恙，非有神

物呵护者能之耶？安吉吴俊卿并记。”这段题跋未属年，但从

落款书“安吉吴俊卿”来判断，应为吴昌硕早年所书。

从三段引首的内容，我们知道此卷至少被重裱过三次，

藏家方面的信息，于题签中出现的蒋光煦、李鸿裔外，又多

了张见阳、乔崇修和顾麟士三位。这件元代名家墨竹卷从清

初张见阳到清末顾麟士，其间经过三百年辗转流传，最终被

苏州过云楼所藏。顾家将家藏吴镇墨竹横幅加装于卷后，使

“六逸”又变回了“七友”，正如吴昌硕引首题识中所云：“数

百年或得或失，终归无恙。”

三、鉴藏印

一幅书画经过历代收藏家鉴藏，藏品上定会留下大量的鉴

藏痕迹，将这些信息梳理出来，便形成传承有序的事实依据。

在《元七君子图》中除最后一幅吴镇墨竹因后配外，其

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安、张绅、吴镇  元七君子图  36×660厘米  苏州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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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六件每幅画面上都钤有“见阳子珍藏记”朱文印、“见阳图

书”朱文印、“子安珍藏记”白文印和“蒋光煦审定”白文印

这四方鉴藏印。前三个为张纯修的收藏印，张纯修（1647—

1706），字子安，号见阳，又号敬斋，清初著名的收藏家，所

藏书画多为精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公望的《丹崖玉树图》

和上海博物馆藏沈周的《西山纪游图》等张纯修收藏过的名

画上都钤有这三方鉴藏印〔4〕。张纯修的这三方印是此卷元人

墨竹装成合卷后出现的最早的鉴藏印，从时间上推断，张纯修

是乔崇修之前的一位藏家。“蒋光煦审定”白文印是乔崇修之

后的藏家蒋光煦的鉴藏印。但藏家乔崇修、李鸿裔和顾麟士在

七幅墨竹画上均未留下他们的鉴藏印。现苏州博物馆藏《元七

君子图》卷后未见有题跋，如此历经多位藏家和鉴赏家递相传

阅的元代墨竹长卷，除留下两位藏家的几个鉴藏印外，卷后竟

无一处他人鉴赏或藏家题跋，的确让人有些费解。其实此卷后

面题跋原有两段，但不知何时何故何人将其裁去，流散异处。

下面我们在一些相关著录中寻找此卷流传的蛛丝马迹。

四、著录

在书画的流传过程中，前人将鉴赏过或者收藏过的书画

进行梳理，并用文字的方式将其内容包括尺寸、款识、印

章、题跋等进行详细的记录并编目成册，以便于今后的查阅

和鉴赏，这就是书画著录。著录是书画流传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书画的详细情况，通过多家著录的

书画，还能发现它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化。书画著录是鉴定书

画的重要参考材料，我们虽不能完全迷信于著录，以为凡经

著录过的书画便是真迹，但这个辅助依据对于书画的真伪判

断绝对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元七君子图》的著录，我们首先是从第三段吴昌硕

的引首题记中得到信息：“此卷即缪文子《寓意录》所载竹林

七友图也。”《寓意录》是苏州书画鉴藏家缪曰藻康熙年间所

著的一本古代书画著录，收录其毕生所见所藏之书画、碑帖

珍稀名品，并对其流传、真伪皆有考证，是书画鉴定重要的参

考书籍。缪曰藻（1682—1761），清康熙六年丁未科状元缪

彤之子，苏州吴县人，字文子，号南有居士，室名缪晋斋，康

熙五十四年榜眼。缪曰藻善鉴赏，收藏书画甚丰。《元七君子

图》在缪曰藻《寓意录》雍正十年刊本卷二中著录如下：

竹林七友，俱纸本。

渭川川上竹，收拾一图看。密叶藏深碧，虚心隐碎竿。远

笼烟气淡，低拂雨情干，舒卷无穷已，相忘度岁寒。赵天裕。

与可。

右石室先生文公所画古木，笔意简古，破墨清润，天趣

飞动，真逸品也。又有元章至能鉴赏于上，可为宝玩。但欠

墨竹一枝，故为补于其后。后学柯九思题。

九思旧于京师见先生墨竹并题如此，今不敢用己意继先

生之后，故全用古法也。

敬仲为古山作。

门山道人齐郡张绅为无相敬山主写推蓬竹枝于普贤寺，

乙丑正月廿有七日。

龙角赵原。

至正乙巳孟夏一日，定之作于支山小隐。

至正大二年四月顾定之笔。〔5〕

根据以上著录得知，《元七君子图》原名“竹林七友”，画

家依次为赵天裕、柯九思（二帧）、张绅、赵原、顾定之（二

帧），这是七幅元代墨竹被藏家装裱成长卷后出现的最早也是

最完整的著录。在道光庚子年（1840年）徐渭仁辑校《寓意

录》版本中，对此卷记载稍有增加，除每段墨竹增加具体尺

寸外，最重要的是增加了两处内容，这对了解这件书画的递

藏情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一，画名下“俱纸本”后增

加了“徐守和所藏，以四字名其卷云”两句。徐守和，生卒不

详，字号有朗白、朗白父、清真居士、晋逸、若水、清癯老

逸等，长于诗文辞赋，精鉴定，富收藏。画史对此人介绍极

少，多见于明清间著录书，很多法书名画上都有徐守和的鉴

藏印和题跋。从上海博物馆藏唐寅《黄茅渚小景卷》和故宫

博物院藏《明贤姑苏十景册》后题跋，可考定徐守和是明崇

祯时的大鉴藏家。从辽宁博物馆藏宋元《梅花》合卷中徐守

和有记年的最早题跋“乙丑”（1625年）到无锡博物院所藏杨

凝式的《韭花帖》中徐守和最晚的题跋“崇祯甲申（1644年）

冬至日”，可判断其活动年代在1625年至1644年期间〔6〕。可

惜此《竹林七友》卷上没有留下任何徐守和鉴藏痕迹，所能

确定的是徐守和是目前可知的最早藏家，在没有发现其他更

早的著录之前，或许可以认为是徐守和陆续收集了这五位元

人的七幅墨竹装裱成卷，题为“竹林七友”，造就了这么一件

流传于世的绘画精品。其二，作品信息之后，增加了一段记

语：“右竹卷张见阳所藏，今归吾友高介夫矣，介夫性嗜古，

收藏颇富，当以此卷为其珍赏甲科。”此处“高”字当为“乔”

字误刻。“乔介夫”即乔崇修，是张见阳之后第三位收藏此卷

的人，也就是此卷第一段引首的书写者。缪曰藻《寓意录》

成书于雍正癸丑（1733年），其中提到了此卷经藏家徐守和、

张见阳，今归吾友高（乔）介夫矣。由此判断，乔崇修收藏

墨竹卷的时间应该在1733年之前，此时“竹林七友”并无缺

失，而乔崇修在收藏此卷十年后的乾隆癸亥（1743年）不知

何故将其中顾定之的一件墨竹和卷首“竹林七友”同时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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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六逸图”（取“竹溪六逸”之意），并亲题引首“六逸

图”补于卷前。在清代，书画作伪者常用割裂分装的方法，将

古书画中的其中一段截去，挪移拼配到别处，这样一来一幅

画就可以分割成数幅分别出售。

此卷的第二处著录出现在清中期陈墫的《西畇寓目编》。

陈墫，清藏书家、书画家，字复初，一字古衡，又字仲遵，

号苇汀、西畇，一号南湖花隐，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西

畇寓目编》著录非常简要明了，据其所录，此时顾安二幅已

失其一，画名也已改成了“元人六逸图卷”，而且各家墨竹的

装裱位置也有所变化，原第四张绅墨竹和第五赵原墨竹位置

进行了交换。此著录进一步证实了“竹林七友”最早在乔崇修

收藏后期被易改。《西畇寓目编》的著录未提到任何藏家的信

息，陈墫从何处看到此卷不得而知。如果陈墫收藏过，为什

么卷上没有出现他的任何题记或藏印？

第三处著录出自道光年间藏家蒋光煦撰写的《别下斋书

画录》。《别下斋书画录》将此卷中元人每段墨竹的内容、尺

寸、印鉴等相关信息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与前两个著录相比

信息量更大。此著录中，除卷名改称为“六君子图”外，墨竹

装裱的顺序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张绅墨竹被改装到了卷末，

与原处第六的顾定之互换了位置。古人著录时一般按当时所

见装裱顺序来记录，所以著录时将顺序搞错的可能不大，连

续两本著录都有误就更不可能了，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因多

次重裱而导致的装裱顺序更改。《别下斋书画录》还著录了卷

后接裱的一段诸家题咏〔7〕，其先是盛麟等元代八位文人的题

咏，元人题咏段后，有乔崇修另纸题识，对题咏段与此《六

君子图》的关系作了交待：“右盛麟以下八人题咏，虽非为前

六逸图而作，因本在原装于后，故仍旧贯，不碍其为一家眷

属也。崇修又识。”从其中一段倪瓒长跋可知，元代八人题咏

是为俞倬的私园水竹居而作，虽裱于此卷后，但与此卷诸家

墨竹并无关系。因其并非原配，故后来的藏家也将其裁去。

如今这段八人题咏被裱在张大千仿作竹石图后，因画为仿

造，跋为元人手迹，故名之为《元倪瓒等行书题跋水竹居图

卷》，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2015年元旦，在嘉兴博物馆举办的“碑风帖韵—嘉兴书

法三百年特展”中，有一件海宁市博物馆收藏的书法作品—

蒋生沐题跋卷。这是一件从其他作品上割下来的题跋，细读

其内容，我们惊奇地发现此跋原是蒋生沐在《元七君子图》

卷后的一段题跋：

右墨竹卷，向为徐氏守和所藏，题为《竹林七友》，转入

张见阳家，本七幅，不知何时失去卷末顾定之一幅。鬻古者

遂併去题首四字，以掩残缺之迹，而取不全《水竹居卷》八

人题咏羼入为跋，多易售地，及归宝应乔氏，则仍其原装，

易名《六逸图》。案缪南有《寓意录》，编于雍正癸丑，是

卷尚无恙也。而卬须老人题在乾隆癸亥，相去仅十年，顿尔

改观，名迹零落，致足惋叹。张绅一幅，旧在赵原前，今移

置第六，当亦改装时所为。余于前年冬得之，重加装治，以

图名未协，更为《六君子图》，请张叔未丈正书其首，而存

乔题于后。水竹居跋不忍去，仍附缀焉，而于顾定之所作一

帧，不能无望于龙剑之合也。（定之下脱至正二年四字）道光

二十二年壬寅八月十二日古盐官籁庵居士蒋光煦识。

这段重要题跋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关于《元七君子图》

很多的疑问和猜测。这里也确定了蒋光煦收藏此卷的具体时

间是“前年冬得之”，根据题跋落款时间推断就是道光二十年

（1840年）。蒋生沐题跋卷上钤有“蒋光煦印”朱文、“蒋生

沐”白文和“三径后人”朱文三方藏印，但未见蒋光煦之后另

几位藏家的收藏印。此外，除蒋氏《别下斋书画录》及此题跋

卷外，目前未见有其他著录记载过《元七君子图》卷后有元代

八人题跋，更未见其他藏家著录记载过蒋光煦这段题跋，由此

推断此段题跋极有可能与元人题跋同时被裁去。这段蒋光煦题

跋被裁下后一直留在海宁，最后被浙江著名大收藏家钱镜塘收

藏。钱镜塘，浙江海宁人，以书画收藏蜚声江南,在他收藏的

作品上都会钤上他的收藏印鉴。这件题跋卷中，卷前有钱镜塘

“海宁蒋生沐文翰真迹 数青草堂乡贤文物”题签，卷后有钱镜

塘题写《海宁州志稿·艺文志》中蒋生沐的生平介绍。卷上还

钤有“钱镜塘印”“数青草堂”“海昌钱镜塘五十以后所得乡贤

遗迹记”等收藏印。按钱镜塘的生卒年（1907—1983）算，此

件收藏于“五十以后”，那就应该是在1960年左右。上世纪70

年代末钱氏将这段名为《道光壬寅蒋生沐题墨竹卷跋尾》捐献

给海宁市博物馆收藏，这段题跋的发现为这件元代墨竹卷几代

的传承经过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资料。

第四处著录是“苏邻主人”李鸿裔的日记。据李鸿裔日

记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三，李鸿裔托友人以

二百五十元购得“六君子图”。1860年，蒋光煦“别下斋”藏

书于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不久蒋氏呕血而亡。墨竹卷在这之

后流落到古董商手中，最终被李鸿裔重金购得。李氏日记中

写道：“重看一遍，幅幅精妙，盖元人墨迹中之神品也。”〔8〕

李鸿裔在此对六君子图做出了高度评价，称之为“神品”，并

请吴大澂为此卷书写题签。如今此签未贴在包首外，而被转

移装裱在包首内隔水处，说明墨竹卷在李鸿裔之后的藏家手

中又被改装过。

《元七君子图》最后著录于清代大收藏家顾文彬的《过云

楼书画记》中。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晚

号艮盦，苏州著名藏书楼过云楼主人，酷爱收藏，精于鉴别书

画。1882年顾文彬将历年珍藏书画精选出246件，其中多为传

世名作，编著成《过云楼书画记》十卷，著录了他一生搜集、

赏析、研究的历代法书名画。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中称

此卷为“元贤竹林七友卷，此即缪文子《寓意录》所载《竹林

七友》也。凡画竹五家……然视张见阳旧藏，已非完璧。适

新得梅道人橫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仍名《竹林七友》

云。”〔9〕顾文彬在此又将“竹林七友”的传承始终清楚地著录

于内，为了让缺失一帧墨竹的“竹林七友”恢复其“七友”的

面貌，逐将自家所藏吴镇墨竹配入卷末。这件几经波折的元代

名家墨竹长卷，最终尘埃落定于顾家。顾氏得此卷后如获至

宝，世代珍藏在过云楼中，传到过云楼第三代主人顾麟士手中

时，顾麟士又请友人吴昌硕书引首“七友图”（裱在张廷济引

首之后），吴昌硕为书引首并作题记，陈述此卷流传过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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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绣亦称“绣画”，它独立成幅且不依附于衣服帷幔等

物，制作的主要目的是供人欣赏，属于特种工艺美术。自宋

代起，便有闺阁女子精于针黹，以摹仿书画为能事，绣品的题

材、构图、设色均近于书画。因此，画绣常被载入书画论著，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中均著录了不少古代画绣。朱启钤

在《刺绣书画录》〔1〕中，将画绣的题材分为法书、释道、花

鸟、花卉、翎毛、人物、山水七个类别。自宋代起，这些类别

就已经齐备，绣品精细严谨，俨然工笔绘画。入明，画绣进一

步发展，一些书画兼长的名媛闺秀追求格调与品位，在画绣中

抒发情怀、寄托志趣。她们打破了画绣仅临工笔的传统，有意

识地摹绣文人写意画，既丰富了表现题材，也催生了新的技

法。明末闺阁绣品典雅清隽，深得文人阶层的青睐，与鲜艳热

闹的匠人绣艺相比，仿若董其昌所谓的“南宗”与“北宗”。

一、晚明闺阁画绣创作

古代画绣最常见的题材是佛像，因刺绣耗时费工，绣佛

较之画佛更显虔诚，故而自唐代起，信女多以丝线或头发绣

制佛像，或简素白描，或络金缀珠，以修功德。明代中晚

期，画绣样貌始有变观，文人“墨戏”成为闺阁女子针下的新

题材，尤能体现时代风尚。明嘉靖间曾任尚宝司丞的顾名世

在上海筑园，掘地凿池得一石，上有赵孟頫手篆“露香池”字

样，此园便得名“露香园”。〔2〕顾氏女眷多擅刺绣，且以画

绣见长，其绣品便被后世称为“顾绣”或“露香园绣”〔3〕。据

传，顾氏家眷的刺绣技法得自宫廷，其劈丝配色别有秘法，

作水山、人物、花鸟，无不精妙。〔4〕

顾氏女眷中最早留名者，是顾名世长子顾汇海之妾缪瑞

云。明末文人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曾记录其“刺绣极工，

所绣人物、山水、花卉，大有生韵。字亦有法”。〔5〕缪氏刺绣

属于典型的闺阁绣，是早期顾绣的代表，题材涉猎广泛已属

不易，更可贵的是她兼擅书法，对艺术的理解显然非寻常绣

工可比。但惜缪氏绣品流传极少，可信之作现仅存一件《枯

木竹石》册页，绣枯木、湖石、丛竹，构图疏朗，意境清

幽。上有墨书“仿倪迂仙墨戏”，并绣阳文方印“缪氏瑞云”，

初看极似水墨写意，装裱形式也类同书画。

源自民间艺术的刺绣，配色具有世俗特点，浓艳而醒

目。闺阁画绣则风貌迥异。闺秀们生活环境优裕，与文人阶

及顾麟士（鹤逸）收藏此卷时说：“鹤逸先生今从李苏邻家购

得……”但是此卷在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中已有记载，又

怎会变成其孙子顾麟士购得呢？吴昌硕所言是否有误？我们

先来看看顾文彬和李鸿裔之间有无交往。在顾文彬的《过云

楼日记》中，顾文彬多次提到他和李鸿裔等一批归隐苏州的官

绅轮流作东，在各家的园林中雅集的情景。李鸿裔写给顾文彬

的书札中，多是探讨书画、古籍收藏与鉴定之事。顾文彬在写

给其子顾承之家书中多次提到李鸿裔，可见两人关系甚密，

来往也颇多。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著录此卷时，顾承尚

未病故，而顾麟士才十八岁。“鹤逸先生从苏邻家购得”恐怕

是吴昌硕未搞明白此卷的来源而出现的笔误。可见名人题跋

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出错的可能，作为辅助依据时也只能起

到参考的作用，要辨真伪还需综合其他依据来判断。

《元七君子图》这件不可多得的元代墨竹精品，自明末

徐守和起，历经多位名家收藏和著录，几经易手，屡经改

装，甚至历经兵燹，最后在顾氏几代人的精心保护下传承至

今。2008年，过云楼后人将此卷捐赠给苏州博物馆，成为苏

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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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瑛—明末文人对画绣的品鉴及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