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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龙城画派的历史发展和精神内涵

鼋 蒋
(宿州学院美术系。安徽宿州234000)

摘要：文人画的写意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独特的造型观和境界观．画家注重胸中透气的抒发，在强调

表现笔墨和气韵的同时，强调“神与物游”，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极高境界。“龙城画派”

正是传承这种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哲学精神的大写意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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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城画派”的成因和历史演变

地处皖北的古城萧县，吉称龙城，据史书记载，

萧县在南北朝时期是南朝宋的开国君主刘裕的出

生地，相传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皆善书，“上有所

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因此，刘宋以来历代有书画

俊才问世．如戴逵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和雕

塑家。

龙城画派发端于明末．形成于清代中期，发展

壮大于清末民初。明末清初，萧县出现了一批“重传

统、重笔墨、重师承”的画家，形成了以龙城为中心

的绘画群体。影响较大的书画家有吴作樟等。清代

乾、嘉年间，“扬州八怪”的崛起，对萧县影响很大，

尤其是“八怪”之一的黄慎曾寓居萧县，不仅留下艺

术珍品。也播下“求创新”的艺术种子。史志记载表

明，这一时期的萧县画家们，冲破笼罩画坛的“四

王”画风，师法自然，独具个性，阔笔写意，泼辣豪

放。一时之间，人才济济，声震徐淮，融合南北，形成

了一种新的画风和流派。因其影响较大．活动中心

又在龙城，故称“龙城画派”。

清末．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干多年的封

建帝制，“五四”运动，给旧的文化体系以摧枯拉朽

般的冲击。在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书画家思想活

跃．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绘画风气日盛。他们除潜心

研习画艺外。还举办各种绘画讲习班、研讨会等。20

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新美术运动迅速兴起，

使“龙城画派”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契机，出现了一批

大师级书画艺术家．如王子云、刘开渠、朱德群、王

肇民、王青芳等人。这些书画艺术家对“龙城画派”

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推动作用，是“龙

城画派”的中流砥柱，也使萧县画家走向全国，乃至

海外。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的代表人物萧龙

士．并涌现了一大批承上启下的传承者，书画组织

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一大批艺术人才脱颖而出，书

画创作成绩斐然，书画教育硕果累累，民间研习书

画蔚然成风，开创了萧县书画事业空前繁荣的新局

面．也使“龙城画派”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萧县

的书画活动引起了社会和国家的关注，1993年国家

文化部命名萧县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使得清代

以来影响仅限以徐淮为中心的“龙城画派”，被赋予

了新的内涵．影响波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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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画派”的艺术特色

“龙城画派”的画家艺术基础非常广泛，古有帝

王将相、文入雅士以及平民百姓，到了近、现、当代

更加繁荣，书画家则分布各行各业，普及度极高。因

此。书画家各专其擅，异彩纷星。

“龙城画派”主要艺术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其艺术风格或粗犷豪放，或质朴秀雅，是

一个书画俱善的艺术流派。从明末清初书画皆精的

王之麟、许辉祖、吴作樟。到解放后“一代画兰大家”

萧龙士、欧阳南荪、刘惠民、冯雨邮、郑正等，无不注

重意趣，自成风骨，功力深厚，影响极大。

(二)绘画类别上，以大写意花鸟画为主，其艺

术特点是重传统、重笔墨、重师承、重生活、求创新。

既重视继承先辈传统技法和吸收同时期优秀书画

流派的精髓，又强调出新、师法自然、具有浓厚的生

活气息。“龙城画派”的杰出代表萧龙士出生于晚清

末年，擅绘兰草、荷花。幼年受“龙城画派”诸家影

响，开始研习书画。后经同学李可染等人介绍，进入

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青年时代的萧龙士就

以大写意花鸟画饮誉江淮。1949年。萧龙士以60岁

的老学生身份，拜于90岁的艺术大师齐白石门下。

齐白石看罢其国画《荷花图》后，不禁感叹日：“此龙

士先生所画，未见其画，亦未见其人，国有此人而不

知，深以为耻。，，11】序他博采众长，对徐渭、八大、石涛、

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都有所借鉴，从而形成了自

家风格：柔中见剐，拙中寓巧，儒雅质朴，苍劲老辣。

(三)艺术类型属。文人画”。重修养和学识，重

情趣和意境，重人品和画品．使得物与我、景与情、

诗与画、笔与墨相得益彰，融会贯通。“龙城画派”形

成时期的领军人物吴作樟在乾隆初年已很负艺名，

被誉为。诗书画称三绝，仙佛儒兼一身”、。字冠江

南”。喜爱书法的乾隆皇帝南巡路经徐州时．偶见吴

作樟所书“虎”字，遂召见，评为“苍、壮、圆、劲、黑”。

当代杰出的书画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萧龙士为人

忠厚正直，待人热诚谦逊，爱国爱民。尝题“握笔应

书民心愿，凝神当思国前程”为座右铭，以表其爱国

情怀。一代大师昊昌硕、齐白石、刘海粟、林凤眠、李

可染、李苦禅等先生对萧龙士画品人品多有赞誉。

诚如刘海粟先生所言“比其人其画，为花中兰蕙，有

吉君子之风，令人肃然起敬。叫，l序在书画上取得骄入

成就后，萧龙士仍是谦逊待人，不忘家乡，时常回萧

县参加书画活动，传授技艺，为“龙城画派”的发展

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龙城画派”的精神内涵

“龙城画派”画家的作品艺术类型属“文人画”。

文入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内涵。成为宋元

以来中国画坛的中坚力量。文人画大致起源于唐．

形成于元，极大影响了明清及近现代画坛。宋代苏

东坡首次提出“士入画”的概念和审美情趣。明代董

其昌在“南北宗论”中将“文入画”定为南宗。将王维

推崇为文入画派的鼻祖，并提至最高地位。王维诗、

书、画三绝，在创作上强调“意在笔先”和“肇自然之

性，成造化之功”，啪以水墨渲染表现超然洒脱的禅
境，意境幽深，清新自然，在他的山水诗和山水画中

真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境界．“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成为历代文入画家的最高要

求。“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文入画是士大夫们

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是内心情绪的外化。以笔墨

情趣，抒发胸中逸气，如郭熙提出绘画是“发之于情

思”，是“本自心源”，1"2164汤重云：“画者，当以意写

之”，嘲1孵倪云林也云：“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

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嘲吴镇云“墨戏之作，
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跚文人将自
己的主观意兴附于原本无情的花鸟树木、山石草虫

之上，借物抒情。以笔墨这种最简洁单纯的艺术语

言，彰显以自我人格为特征的人生哲学。正如石涛

所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

子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弹3

。山川与余神遇而迹化也”。印7于是在画家的笔下．

笔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即“道”的境

界——天人合一、心物合一。同时将中国的书法艺

术融入绘画，“以书入画”、“书画同源”．线条的长短

粗细、流动转折，墨色的浓淡干湿、大小方向，都能

显现画家的品位和境界，它们所传达出的情感、修

养、气势、气韵等，使中国画艺术产生了丰富多变的

形式美感。

古代文人士大夫以笔墨情趣。抒发胸中逸气，

今天的“龙城画派”画家们继承并发扬了前辈画家

的艺术追求，不断创新，创造出鲜明的个性。他们不

重形似而重气韵。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笔墨韵

味，体现物与我、情与境相融的艺术境界。他们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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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强调笔墨，通过线条的粗细、长短、疏密，用笔的

刚柔、疾徐、顿挫，用墨的焦浓重淡对比，或淡雅简

拙、超然脱俗，或恣肆奇崛、大气磅礴，配合多样性

的画面组织安排，直接传达出画家内心的感受。同

时他们拓宽了绘画的题材内容。除传统的牡丹、荷

花、梅兰竹菊、松柏、芭蕉、鹤、鹰等题材之外。加入

了大量生活中老百姓身边的事物，各色蔬果如丝

瓜、辣椒、葡萄、南瓜、大白菜、雏鸡、鹅、鸭、鱼等鲜

活的乡村景物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将文入书画引入

民间，为“重笔墨、重传统、求创新”的“龙城画派”，

揉人了“重生活”的新意。从旅居法国的艺术大师朱

德群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情怀，它表达出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4硝般的唐诗宋词意蕴，

将中国传统写意绘画的笔墨和意蕴，通过变化多端

的线条和瑰丽透明的色彩表达了出来。中国传统哲

学思想，系统的中国写意绘画和书法的学习以及对

故乡的思念，都成为大师融汇中西的艺术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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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Longcheng School

Tang Bei

(Art Department，Suzhou College，Suzhou 234000，China)

Abstract：Freehand brushwork in literati painting has manifested the unique modeling view and mental

outlook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The painters put emphasis on the expression of inner spirits，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painting skills and disposition and stressing’’Mental World and Physical World”．

which is also the highest state 0f”human in harmony with nature”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pursuing．”Longeheng School”is a great freehand brushwork school which inherits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e spirit and philosophical spirit．

Key words：Longcheng painting；freehand bmshwork；painting skills；dis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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