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文人畫與遺民政治 

1271年忽必烈統一全國，設北京為大都，建國號元，開始了高壓統治。1279年蒙

古騎兵南下，南宋基本滅亡，但尚有掙扎勢力。 

 

南宋文人對是否為蒙古政權服務，產生了兩極化的取態，或如趙孟頫1出仕，或

如倪瓚2般歸隱。他們的選擇反映在藝術創作中，因此本文將以文人畫為媒介，審閱

漢文人在元代的政治參與。 

 

 
 

為甚麼元代藝術盛行？ 

 

蒙古政府傾向參用蒙古、色目兩類族群，而漢人及南人則處於下風3。「民分四等

說」並無在元代典籍明文標示，但仍可視為一種社會普遍的現象4。 

 

1.  國人（蒙古人） 

2.  色目人（西域及中亞各族人） 

3.  漢人（金朝管轄區的漢、女真、契丹人） 

4.  南人（南宋區域的漢人） 

 
社會等級擬定了政治和法律權利，蒙古政權的安排是偏向外族而低貶南人。南人

有意出仕，也只能擔任副職或低下的職位5；即使犯法，外族的懲罰遠低於南人所受。

這個等級制度加深漢蒙矛盾，令兩者處於對立面，導致日後元政府需要吸納漢人入仕

時，南方的知識分子態度冷淡，多為拒絕。 

 

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在元代崩潰，斬斷了士人的出路。元代初期停止科舉，或久

有科舉，官職份額側重於外族人，中斷了漢民族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漢文人失去向上

流動的機會，在民族情思上對蒙古政權牴觸，為了生計或抒發幽思，便轉投藝術創作

的懷抱。是以元曲、雜劇和書畫蓬勃發展起來。 

 

 

 

 
 

1 頫音俯 

2 瓚音讚 

3 洪麗珠：〈寓制衡於參用：元代基層州縣官員的族群結構分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6 年 1 

月刊 

4 同上註 

5 趙盼超：《元代畫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4），頁 2 



 
 

為甚麼元畫能作為史料？ 

 
繪畫是精神調節的手段，或喜或愁都可以寄情畫中，抒發情感。為免以言入罪， 

畫畫便成為了一個表達內心的想法的媒介6，以畫作為史料大體有以下兩個原因： 

 

1.  畫作是一手資料，多有清晰作畫時間及原因； 

 
2.  畫作出自畫家之手，可側面反映他的性格與境遇。 

 

中國藝術含蓄，品畫需要專業的技巧，也需要結合畫家的生平與當時社會的發展

，甚至需要個人的想像，因此以畫來證史可說是既主觀又客觀的做法。元代是個特別

的時代，元畫除了表面的視覺效果，也有更深一層的暗喻色彩。這些暗喻直指當時社

會狀態，所以是研究該時代的上佳史料。 

 

 
元代畫的風格是怎樣？ 

 
中國畫派有兩大分支：宮廷畫和文人畫。前者稱為院派畫，由御用畫師描繪貴族

生活，題材有侍女圖和出遊等，以工整逼真著名；後者是文人自發繪畫，題材更為多

樣，有山水、花鳥等與自然相關的題材，兼有書法題詞，強調雅韻。 

 

宋代設翰林圖畫院，宋徽宗對畫院的支持，使北宋的宮廷畫踏入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蒙古統治者不重書畫，甚至把宮廷畫院解散，致使大量宮廷畫師流入市井，

以畫畫營生7。元代的宮廷畫遂退下神壇，再無發展，畫院的復興要待明清時期。從另

一個角度卻是帶動民間繪畫高雅化8，解放了畫家的創作框架，令畫作更多地展現畫家

的個性。 

 

宋開國以來實施重文輕武的策略，南宋偏安江淮，有大批文士聚居，所以亡國後

，江浙一帶漢文化保留較為完整。他們對漢文化有很深的依戀，但同時對宋宮廷畫的

鋪張奢華甚是排斥，故此文人畫成為畫壇的主流趨勢。元代的文人畫不重形而重意9

，線條較為簡樸，少有濃墨重彩，而求超脫。 

 

 

 

 

6 楊新：《中國繪畫三千年》，（北京：外文出版社， 1997），頁 140 
7 趙盼超：《元代畫學研究》，頁 8 
8 同上註 
9 趙盼超：《元代畫學研究》，頁 18 



 
 

文人，有些如趙孟頫一般長期處於在朝、在野的角力，有些則如倪瓚因為政治黑

暗，不願為蒙古服務而有避世的心理。因此無論是仕是隱，文人的內心都是不平靜 的

，憑畫寄意，令他們的作品多有政治含義。以下將以馬和竹為題材加以解釋。 

 

 

 

 

 

趙孟頫是誰？ 

文人仕與隱的抉擇 

 

趙孟頫（1254-1322 年），字子昂，元文人畫集大成者，也是探討元代南方遺民

仕元的代表人物。趙乃是宋王室之後，為宋太祖第十一世孫10，祖父和父親都在南宋政

府為官。至元 二十三年（1286 年），元世祖忽必烈邀請二十多位漢文人上京任官，趙

孟頫在列並接受委任。趙氏頗得元統治者的恩寵，曾侍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及英 

宗11，位居兵部郎中、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等職12。 

 
鞍馬與元畫 

 
趙孟頫自幼愛馬，但仕元後才專心為之13，有〈人騎圖〉、〈浴馬圖〉、〈秋郊

飲馬圖〉 等眾多鞍馬題材，在朝中享有盛名14。受父親影響，兒子趙雍、趙麟也好畫

馬，傳世之作有《趙氏三世人馬圖》。以下以〈人騎圖〉軸和〈浴馬圖〉為例進行解

說。 

 

 
〈人騎圖〉軸 

 
大小：全軸縱 30 厘米，橫 52 厘米 

館藏：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館 

 

 

 

 

 

 

 

10 趙孟頫乃宋太祖第四子秦王趙德芳的後代 
11 岑其：《趙孟頫研究》，（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頁 4 
12 王發國、戴麗松：〈張大千臨撫趙子昂《馬上封侯圖》之題識詩文考論（三）趙子昂款識考論〉， 

《內江師范學院學報》， 2017 年 07 期，頁 15-18 
13 趙盼超：《元代畫學研究》，頁 147 
14 同上註 

https://tra-oversea-cnki-net.proxy1.library.ln.edu.hk/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au&skey=%E7%8E%8B%E7%99%BC%E5%9C%8B&code=09174347


 
 

1292年，趙孟頫因感常伴帝側，必為人忌，所以申請外調，遠離政治中心，任濟

南路總管府事15。1294 年元世祖忽必烈逝世，鐵木兒即位16，趙仍在舊職。1296年休病

期間作〈人騎圖〉。 

 

畫中有一朱袍頭戴冠帽的男子騎在馬背，神態怡然自得。圖中男子應是趙氏本

人，朱袍、冠帽是官服，暗示趙孟頫入仕的意氣風發，相當入世。除此之外畫中背景

空白，附有文字題跋，其內容與畫像的意境是剛好相反的： 

 

元貞丙申歲作／子昂／ 

 
畫固難／識畫尤難／吾好畫馬／蓋得之於天／故頗盡其能事／若此圖／自謂不愧

唐人／世有識者／許渠具眼／大德己亥子昂重題／ 

 

吾自少年便愛畫馬／爾來得見韓幹真跡三卷／乃始得其意云／ 

 
解畫： 

元貞丙申歲即 1296 年，子昂是趙孟頫的字。趙氏及後抒發畫畫與品畫均非易事， 

後者比前者更難，自己喜好畫馬，又有天賦，所以才能畫出好馬，但與唐人畫馬相比

自己仍然有所不及，不過喜歡這幅畫的人是具有慧眼的。一語相關，或說蒙古統治者

， 或回應了社會文人群體——暗諷前者不識自己的才能予以重用，感慨仕元從中改變

政局，從根本作出有利漢人的措施不被了解。 

 

大德己亥（1299 年）趙孟頫再次題詞，指出自己自小愛馬，觀唐人韓幹的鞍馬

圖才明白當中的意涵，此處推測趙氏的負面情緒漸漸消除，一切了然於心。 

 
〈浴馬圖〉卷 

 
大小：縱 28.1 厘米，橫 155.5 厘米館

藏：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館 

 

解畫： 

 
〈浴馬圖〉描畫湖邊洗馬的景象，有鞍馬十四匹、馬倌九人，人馬形態各異，相

處和諧。有的馬神態活躍昂首嘶叫，有的臥在地上休息，有的吃草、喝水，有被馬倌

牽著、騎著或正在洗澡。從外貌和裝束來看，圖中九人均為男性，馬倌身份，八個漢 

 

15《元史‧列傳五十九》：「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

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 
16《元史‧本紀第十七‧世祖十四》：「庚午，帝大漸。癸酉，帝崩於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

。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於皇孫……夏四月，皇孫至上都。甲午，即皇帝位」 



 
 

人，一個胡人。有馬倌完成工作便在岸邊樹蔭休息穿戴衣物，有一剛牽馬到湖邊，有

三人正在洗馬，有的已經完成工作騎馬往相反方向，準備離開。最值得留意的是湖中

洗馬的三人，他們動作輕柔，與馬關係友好。上文提及千里馬的意象，圖中的馬是在

休息的狀態，正好與此相反，更何況漢人淪為馬倌這般低下的職業，其實暗示了外族

統治下，自己因為漢人身分的不受重用。 

 

 
元畫的鞍馬有甚麼意象？ 

 
駿馬是士大夫品格的象徵，文人大多自比馬陳其境遇17。趙孟頫筆下的效法唐代駿

馬的豐腴體態，馬體如球狀18，且意氣風發，自然閒適，可視馬為趙孟頫入仕的進取

心態。另一方面，因為蒙古是馬上民族，所以馬是蒙古政權的象徵，趙孟頫畫中人物

與馬相處融洽，或化用伯樂與千里馬的意象，表面上好似訴說自己得到賞識、為官的

欣然，以及對蒙古統治者無排斥之感。實際上悲從中來，千里馬不能馳騁，反而淪為

宮廷的寵物，恰似自己有才但不被重用。 

 

趙孟頫尚且「官運亨通」，但始終只是少數，許多文人，如龔開不仕，留在南方

以賣畫為生。龔開的〈瘦馬圖〉與馬與趙氏所畫的馬外形、神態都有巨大的分別。〈

瘦馬圖〉顧名思義是一隻瘦馬，馬頭低垂，神態萎靡，身體骨感明顯，似皮包骨的狀

態，展示該馬長期飢餓，處於壓迫中。畫中的馬是龔開的自況，寓意自己在異族統治

下生活困苦，且壯志未酬19，有如畫中瘦馬一般。然而，龔開顯然並不後悔自己的決定

，這點也寄語在畫中，馬是意志堅定的動物，無論生活多麼殘酷，自己也不會改變初

衷，為生計而受外族奴役。 

 

 
竹與元畫 

 
人的內心是複雜的，更何況是心理敏感的文人。在元這個外族當權的時代，竹成

了文人畫常見題材，不少大家如趙孟頫、柯九思20、倪瓚、吳鎮21等都有傳世名作。李

衎22更著有《竹譜詳錄》七卷，講述養竹、品竹和畫竹的技巧。 

 

 

 

17趙盼超：《元代畫學研究》，頁 147 
18同上註 
19鄭詩琴：〈馬在傳統中國畫中的象徵意義〉，《銅陵學院學報》， 2014 年 01 期，頁 104-105 
20柯九思（1290-1343年），字敬仲，號丹丘生，別號五雲閣吏，中國元代畫家 
21吳鎮（1280-1354年），中國元代畫家，字仲圭，號梅花道人等，是元畫四大家之一 
22衎音看 



 
 

從鞍馬我們看到了趙孟頫仕元的躊躇滿志，但趙氏的竹就代表了他內心的失意。

趙孟頫有〈秀石疏林圖卷〉、〈窠木竹石圖〉23、〈趙氏一門墨竹圖卷〉等竹畫。以

下將抽取〈窠木竹石圖〉以作解釋。 

 

 
〈窠木竹石圖〉 

 
大小：縱 99.4 厘米，橫 48.2 厘米館

藏：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解畫： 

 

趙孟頫提倡「書畫同源」，這可見於竹枝乃楷書的筆法24。畫中的竹置中，下有

白石，畫面最左邊有一樹。竹枝顏色較深，蒼勁凌厲，與淺淡的白石和樹成對比。再

加上背景留白，竹的形象就更為突出。 

 

趙孟頫出仕而且在官場有所成就，在朝致力變革，提倡重開科舉25。可是如趙孟

頫這樣的漢人只屬少數。竹長在石上意象，暗示自己身處的惡劣環境，但是竹向上生 

長，又有自強的象徵，不難想像這是趙孟頫的自我勉勵。 

 
事實上，「宗室子」的身分是趙孟頫仕元的負擔，因為這將趙氏置於輿論和唾罵

。在元代的政治氣氛下，趙孟頫的官職是德位不稱。前朝漢人在朝廷是主流，最高可

以拜相，元代只能淪為翰林，一個邊緣官職，無法進入政府的中心。縱有滿腔熱血，

也無處發揮。對內對外，趙孟頫都處處為難，人前春風得意，但背後的嘆息沒人聽見

， 心中不平只好宣洩在畫中。 

 
小結： 

 
從鞍馬，我們能想到趙孟頫出仕的進取，但也有自嘲和諷刺意味；而竹則象徵著

畫家內心的苦悶和不被理解。兩個題材交織，充分反映趙氏內心的衝突。南方文人只

有少數如趙孟頫一般進取出仕，而大部分選擇歸隱，倪瓚就是一例。 

 

 

 

 

 

 

23 窠音窩 
24 楊新：《中國繪畫三千年》，頁 188 
25 元代 1315 年才重開科舉，是時趙孟頫已經 62 歲 



 
 

誰是倪瓚？ 

 
倪瓚（1301-1374年），元中後期人，元畫四大家之一，其尤工山水畫及竹畫26。

倪瓚祖上是漢朝御史的後裔27，遷居至無錫，家境富裕，因此得以留居江南，收藏書畫

古董，與高雅之士結交，過著閒適的生活28。不過元中期以後多有自然災難，即使是富

庶的江南也出現飢荒，引起農民起義，1351 年爆發紅巾軍起義，社會動盪不安29。在此

之後，倪瓚便散盡家財與家人漂泊二十年，直到 1368 年元滅他才回到故鄉，病死在一

個親戚家中30。值得留意的是倪瓚一生未仕，無論是紅巾軍領袖張士誠，還是明太祖朱

元璋的邀請，倪氏均未接受31。 

 

倪瓚以竹為題材的畫有〈琪樹秋風圖〉、〈竹枝圖〉、〈墨竹〉、〈水竹圖居〉

等。下抽取〈竹枝圖〉及〈墨竹〉以作解釋。 

 
〈竹枝圖〉 

 
大小：縱 34 厘米，橫 76.4 厘米 

館藏：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館 

 

解畫： 

 
畫中有新竹一枝，從左上方斜向伸展，貫穿畫面32，而背景大面積留白。倪瓚個人

題辭「老懶無悰／筆老手倦／畫止乎此／倘不合意／千萬勿罪／懶瓚」，倪瓚自認「

老懶」，所以只畫一枝便停筆，可見其率性。 

 
〈墨竹〉 

創作時間：作於 1364 年，此時倪瓚尚在漂泊途中。 

 

 
解畫： 

 

26 楊新：《中國繪畫三千年》，頁 169 指出有學者考證倪瓚應生於 1306 

27 高波：〈蒼幽虛靜——倪瓚風格及其形成〉，《泰山學院學報》， 2017 年 01 期，頁 31-35 引元代周
南老《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28 楊新：《中國繪畫三千年》，頁 169 
29 同上註 
30 同上註 
31 楊新：《中國繪畫三千年》，頁 169 及高波：〈蒼幽虛靜——倪瓚風格及其形成〉，頁 31-35 
32 倪瓚：〈倪瓚竹枝圖〉，《紫禁城》， 2007 年 06 期，頁 196-199 



 

畫中有墨竹一枝，枝淡而葉濃，從左下角往上伸展，竹約佔畫面一半，背景為空

白。左上方附有倪瓚自題： 

 

隱士江陰許士雍／鈿山湖裡泊煙蓬／秋來鱸鱠蓴羹美／亦欲東乘萬里風／從善道

契過笠澤／以士雍高士此紙求寫竹枝／畫已並賦絕句奉贈／ 

甲辰八月廿一日，倪瓚 

 

因為許士雍求畫，所以倪瓚畫此卷附上一絕句，化用張翰鱸魚堪膾33，及〈逍遙遊

〉的大鵬高飛的典故34，陳歸隱之事。雖然倪瓚沒有明說自己歸隱，但是從他與隱士相

交及其詩句的環境描寫、意像的運用，種種跡象都反映他歸隱的事實。 

 

 
分析： 

 
倪瓚曾自言畫竹對自己來說只是無事時用以抒發胸中的「逸氣」，因此他並不求

形似，也不計較竹的數量、枝葉的繁密，是斜是直，甚至看起來像竹35。這種不在意反

而令倪畫的竹增加了灑脫、飄逸的意味。 

 

倪畫的一大特點就是大面積的空白36，如〈竹枝圖〉和〈墨竹〉，留白處有的佔畫面

二分之一， 甚至佔三分之二。學者認為此似有弦外之音37，是倪畫的「絕對空間」， 

「無空間方位的存在，縱目一望，不知何居」，也不存在人38，好似一個寂寞的世界39
 

。 

 

 

 
為甚麼文人畫多以竹為題材？ 

 

33 張翰，字季鷹，西晉人，張良的後裔。291 年，西晉發生八王之亂，張翰不願做官也不想捲入紛爭
， 便以思念家鄉美食而辭官。見《晉書·張翰傳 》：「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
， 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34《莊子‧逍遙遊》：「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
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
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35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九《跋畫竹》： 「余之餘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
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塗久之，他人視為蘆與麻，僕亦不能強辯為竹」 
36 術語為留白 
37 陳恩惠：〈倪雲林中國山水畫的思想內涵〉，《藝術百家》， 2005 年 05 期，頁 73-75 
38 朱良志：〈論倪瓚繪畫的絕對空間〉，《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 03 期，頁 63 
39 朱良志：〈論倪瓚繪畫的絕對空間〉，頁68 



 
 

 

竹是水墨畫中文人最鍾愛的題材40，竹中通外直，「象徵著孤傲、堅貞的人格和

高雅、脫俗的情趣」41，「虛空代表著虛懷若谷、竹節則代表著骨氣與氣節」42，所以

是君子和隱士的代名詞。 

 

把元文人畫與現實結合起來，令人想像到政治混亂，南方文士寧願放棄學而優則

仕的傳統，不再追求虛名，有出世的傾向，如倪瓚般在家與友相聚，潛心藝術，在書

畫間抒發內心的鬱悶；或如趙孟頫畫竹自我勉勵，祈求在藝術上能擺脫時代暗沉的氛

圍。 

 

繪畫不但是抒發個人情感，也是南方文人交流的媒介，竹有自強不息的寄意，是

文人互相祝福傳遞感情的符號43，故多以竹入畫。比如倪瓚的〈墨竹〉就是贈送友人的

作品。 

 

總結 

 
從上可見元代文人畫的暗喻色彩，畫是一種既反映畫家性格也是時代的產物。無

論是鞍馬，還是竹的畫作，彷彿都映射出趙孟頫積極、進取的個性。但事實真的如此

嗎？這是一個可能，但我們也能從另一角度作詮釋：趙孟頫的藝術創作數量驚人，傳

世畫作也是元代文人之首，雖然未列入「四大家」，其在畫界的地位及影響力是無冕

之王。 

 

我們不妨採取邏輯分析，藝術創作需要時間和感悟，假如趙孟頫真如時人所想生

活那麼順利，他便不會有時間和心力投入畫作。再加上畫畫是表達畫家性格的途徑，

所以趙孟頫的積極也許只是他追求的一種理想的狀態，或是精神的超越，在此其實就

已經暗示了現實生活的不快。這種矛盾並非趙孟頫一人獨有，我們更可歸納和推斷到

整個文人群體在元社會複雜的文化氛圍下感嘆。 

 

同理，倪瓚竹畫的孤寂其實也能代表背後的一眾隱世文人。他們不願仕元，所以

百無聊賴，滿腔熱血和無奈又不能消化，只好以畫寄情中。畫竹是因為它的文化特性

，或自勉自強，或述己不願同流合污。 

 

 

 

 

 

40 趙盼超：《元代畫學研究》，頁 187 
41 高雲龍：〈試析松竹梅的象徵意象〉，《藝術教育》，2007 年 05 期，頁 100-101 
42 趙雪： 〈淺談中國畫中梅蘭竹菊的意蘊與衰落〉，《藝術品鑒》，2015 年 04 期，頁 146 

43 楊新：《中國繪畫三千年》，頁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