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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八友"中的徽州人及其艺术影响

钱学进
(黄山学院图书馆，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珠山八友”的出现是景德镇瓷文化历史的一大亮点。它是中国瓷画艺术的一座里程碑。在“珠

山八友”中。有五人祖籍为徼州。“珠山八友”的出现使徽文化在新的领域得到渗透和拓展，丰富了徽文化的

内涵。同时对景德镇瓷文化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

关键词：“珠山八友”；徽州人；瓷文化；徽文化

中图分类号：J5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1—0029—003

一、。珠山八友”的起源

“珠山八友”是一个中国瓷画彩绘艺术的创作团体，

它出现在江西景德镇。因。珠山”历史上是明清两代烧造

宫廷用瓷御窑厂的所在地。钦差御史来往十分频繁。故

。珠山”名传天下，成为景德镇的象征和别称，故此得名。

“珠山八友”形成于民国年间，其骨干瓷画家有八人，后逐

步扩大。发展到有十多人。在“珠山八友”中有五人祖籍为

安徽徽州。“珠山八友”的瓷画艺术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

“珠山八友”的形成是有其独特因素存在的。其一是

社会因素。自明代初期开始，中国的制瓷中心逐渐向景德

镇转移。此前的各地瓷窑，或因质量下降，市场萎缩，或因

产品形制单一而不能满足宫廷的陈设需要。而当时景德

镇的瓷土、水源、烧柴等方面的制瓷条件都优于其他地

方，尤其是制瓷工艺具有领先的水平。所以明初皇家在景

德镇专门设置了御窑，即官窑。御窑厂出现在景德镇，就

汇集了大批的高水平的制瓷艺人。烧制的瓷器贡品，不仅

要求原料上乘，造型雅致。而且图案色彩也要求翻新。上

有所好。下必盛焉。于是许多民窑也纷纷仿效，各地的制

瓷者也纷至沓来，从而形成民谚中所说的。工匠来八方．

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其二是艺术因素。在元代以前。中国

的瓷器大多数是施以单色的，很少在瓷器施以绘画和书

法，至元代才发展成较普遍地在瓷器上绘制青花，青花虽

属彩绘，但色彩单一，构图简单、呆板，多以图案表现。到

明代具有真正意义的彩瓷才开始出现。如宣德青花红彩、

青花五彩，乃至成化斗彩，以及以后形成的五彩、珐琅彩、

粉彩。色彩的丰富必然引发绘画题材的变化，过去遵命皇

家的龙、凤、缠枝莲、婴戏的宫廷绘画题材，逐步扩展为山

水、人物、花鸟、鳞毛这些民间所喜爱的市井绘画题材。这

种瓷画题材的发展到清代为兴盛。民国肇始，封建帝制被

废除，瓷器大量地走入寻常百姓家，制瓷艺人也更具有艺

术创作的自主性。因此瓷画者也就更能发挥自己的艺术

个性。【q

明清时期，徽商鼎盛，并以此推动了新安画派的发展

壮大。新安画派的艺术营养，也促进了徽州的版画、篆刻、

建筑和徽墨、歙砚等艺术的形成与繁荣。这种艺术新种类

的催发与派生现象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可以说，这是艺术

发展的辐射。或称之为晕轮效应。

景德镇与徽州毗邻，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必然互相联

系。互相影响。所以当时许多徽州入到景德镇经营瓷器

业。据民国26年的《江西统计月报》载，旧时景德镇的十

里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有122l家。其中70％以上是徽

州人开的。同时，许多徽州画人前往景德镇，与当地的画

人一起。以瓷器为依托，以诗、书、画、印拓展中国画的表

现技巧与领域。推动景德镇的瓷画艺术走向一个新境界。

他们以瓷为友，雅集艺术，互相切磋，共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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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王琦、王大凡专程赴上海观摩海上画派的画

展。在上海期间接触到“扬州八怪”的原作，深受启发和震

撼。在拜访吴湖帆时，又在吴宅看到吴昌硕和任伯年的作

品。更坚信自己把文入画艺术运用到陶瓷上来是对的。

1919年秋，由王琦、王大凡、潘陶字、汪晓棠、奥霭生、饶华

阶等人组织成立了《瓷业美术研究社》，当时吸收社员300

多人。培养了一大批瓷业美术工作者。1927年，北洋军阀

刘宝堤溃军过境，竟将社内陈设之精品瓷件抢掠一空，该

社同人，目击心伤。遂于无形中宣告解散。

1928年秋，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何许人、程

意事、毕伯涛、刘雨岑等人。感慨美术研究社之沦散，欲恢

复以图强，于是年秋相约，各带纸画作品一幅，悬在主人

家，共同欣赏揣摩，同时饮酒题诗，兴尽乃归。每至炎夏。

诸君便邀至五龙庵避暑，饮酒作画。因在座八人，时人称

之为“珠山八友”。他们相约每月望月，开会一次，有“花

好、月圆、入寿”之意，雅称“月圆会”。

近代景德镇制瓷史上著名的“珠山八友”。虽然统称

“八友”。但是前后参加过“月圆会”雅集的共有10多位，

他们最初是由王琦、王大凡、刘雨岑、程意亭、田鹤仙、汪

野事、邓碧珊、徐仲南八人组成，后毕伯涛、何许人、方云

峰、汪太沧等相继加入配画。实际后来的“珠山八友”指的

是一个绘画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

追求清中期。扬州八怪”的风格，着力把诗、书、画、印与制

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形成瓷器装饰艺术的一个流派。

他们为景德镇瓷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珠山八友”中的徽州人

王琦(1884一1937)，号碧珍，袒籍安徽徽州，后迁居江

西新建。为“珠山八友”主体成员之一和组织者、倡导者，

对景德镇陶瓷绘画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王琦少年时即

到景德镇谋生，在他身上体现了徽商不怕吃苦，顽强奋斗

的“徽骆驼”精神。从师于邓碧珊学习彩绘瓷像，在诗、书、

文方面孜孜求进，致力于人物画创作，他所画的人物与

山、水、树木交相辉映。融为一体。而画面中山、石、树木及

整体构图均深受新安画派审美特点的影响。总揽王琦人

物画创作，入物比例、结构准确。造型生动传神，用笔灵动

有力，人物脸部追求西洋画的体积感。人物画深受黄慎影

响。画面人物形象生动、憨态可鞠，人物神态表面快乐、飘

然物外，实刚内心痛苦但又无奈、无助；画风奔放、笔法流

畅，草书入画，挥洒自由、无拘无束。画面线条放达而疏

松，还吸收了西洋画法的明暗法塑造体积。

王大凡(1888一1961)，名坤，号希平居士，又号黟山

樵人，斋号希平草庐，安徽黟县人，“珠山八友”主要成员。

属徽商后代。祖父曾经商。家资雄厚。到王大凡时家道中

落．曾在家乡上过私塾，有一定文化基础。少年时随父亲、

姐姐到景德镇学画瓷器，师从徽州同乡汪晓棠学画，成绩

显著。早在1915年就获得巴盒马博览会的唯一金奖。为

中国入所骄傲。作品主要以人物画为主．早期受钱慧安影

响；中年以后深受同为徽州人的罗聘影响，无论是在表现

手法上还是在绘画题材上。啪笔下的仙释人物不是不食
人间烟火的神，丽是充满着人性、人情味、有血有肉的入。

历史人物或嫉恶如仇、或正义凛然、或幽默诙谐、或聪明

睿智。画的山、石深受家乡新安画派画家影响。尤其是在

山石结构画法的处理上学濒江十分明显，画画山势险峻、

山峰林立、山径蜿蜒；画面人物背景的构图也深受影响。

建国后研究发明了“落地粉彩”．为浅绛绘瓷的继承和发

展，把陶瓷绘画艺术推到更高境界发挥丫较大的作用。

刘雨芩(1904一1969)，安徽黄山人，“珠山八友”成

员。为了学习，不得已加入波阳籍，毕业于省立甲种工业

窑业学校，属科班出身。因与王琦是同乡。加之他的岳父

与王琦是朋友等原因，遂以“父子相称”，在景德镇广为美

谈。刘雨芩毕生致力于花鸟画创作，创造了水点桃花技

法。直接用玻璃白点出花朵形象，再拿有色料的水笔加以

点染，色彩浓淡自如，花头更显活泼可爱自然，这种画法

一改以往花鸟画的繁琐，作品疏枝孤影，呈现出一种空灵

意境，有如新安山水画的清逸、冷峻之意，画面疏而不空，

构图完美，是把新安画派的意境运用到陶瓷花鸟画创作

的第1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花鸟写意画与工艺

技巧的完美结合。建国后他还设计了大量用于接待外国

元首的日用瓷。

毕伯涛(1886一1961)，名达，字伯涛，号黄I上J樵夫，“珠

山八友”成员，安徽歙县人。祖父在江西饶州府开钱庄，属

典型的徽商后代。秉承“礼义维世，耕读持家”的诅训，毕伯

涛从小得授启蒙，饱传庭训，少年时即拜师学习书画，既能

吟诗作赋，且书法篆刻颇显风采。名噪乡里。后到景德镇画

瓷器谋生，主要从事粉彩画创作，作品能工能写，致力于花

鸟画专业。作品构图有家乡先学——新安画派山水画的开

阔意境，又兼有宋人花鸟画的工整秀丽，别具一格。毕氏酷

爱金石书法，除书画外，文采极佳，这有利于提高珠山八友

的整体文化品味。四他是为景德镇陶瓷绘画作出重大贡献

的艺术家。他的早期经历颇似新安画派之首渐江大师，两

人均处于改朝换代之际，家道中落。均为当时的秀才，虽有

大展宏图之愿望，但都不能实现。渐江大师终身未娶，毕伯

涛虽婚但早年丧妻、对其打击很大。他们两人的人生历程

不如意都反映在书画作品中，渐江作品呈现冷、清之意境，

毕伯涛作品一改花鸟画的艳丽为淡雅。两人均追求超凡脱

俗之情怀和擅长诗词书法。他们均是徽州人，渐江作品以

家乡的黄山、白岳为题材，毕伯涛虽不画山水．却自号“黄

山骄子”。毕伯涛淡泊名利、一生清贫。以金石诗文为友，以

书法、绘画为伴，其金石造诣应是景德镇陶艺家中无人可

及的，他以书法为生．自然在八友当中以书法见长。他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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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秀才。八友当中只有他通晓诗词歌赋平仄韵律。

汪大沧(1899—1953)，字沧生，号一栗，别号“桃源老

农”，黟县人。6岁时便随伯父汪藩学艺谋生，擅长浅绛彩

绘及粉彩。后入瓷业学堂学习，深受潘陶宇、张晓耕器重。

曾参加汪晓棠、王大凡创办的“瓷业美术研究社”及王绮、

王大凡组织成立的“月圆会”活动，邓碧珊去世后。绘8块

成堂的瓷板画，时人多找其配画，成为。八友”成员之一。

汪大沧的秃笔山水用笔简练、气韵生动，用中锋秃笔点染

出色彩的交响，生动地呈现出的不是线条的飘逸，而是笔

触的灵动。整个画面随着水的流动而活跃起来，产生一种

江水一泻千里的运动之感。

三、“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

以王琦为首的“珠山八友”成立于1928年．是景德镇

历史上第一个艺术团体。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带有

学术交流性质的民间艺术团体。“珠山”是景德镇的明、清

官窑所在地．也是中国瓷都的美称。“八友”可谓瓷中八

仙。他们想仿效“扬州八怪”，在瓷画艺术的海洋中，发挥

自己的特长，展示自己的个性，以瓷会友，志同道合、品评

画理。切磋技艺。他们借助于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将中国

的瓷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汪野亭、何许人的山

水、刘雨岑的“水点桃花”、王琦、王大凡的“落地粉彩”画

法。都在传统彩绘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

“珠山八友”画风是继浅绛彩之后。更加全面地把瓷

画艺术向中国文人画开放的一种改革的思潮，他们在瓷

画创作上的表现形式、品位、格调、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

既继承了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又通过粉彩形式将其进

一步发展。事实证明。传统粉彩也同样具有表现瓷器文人

画的艺术特点。

从总体上看。“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珠山八友”打破了自青花发展为粉彩以来的色彩

及画面比较模式化的呆板表现形式。使画面和色彩更趋

灵动感和神韵，也使画面内容更趋生活化和社会化。它使

文人画在瓷器上寻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表现形式，也可

以说扩大了中国画表现的新门类．展现了瓷画这种新的

艺术形式，使瓷器的实用性更趋向观赏性。

2．“珠山八友”的绘画形式和内容。与高内质的景德

镇的瓷器外形桐结合。使瓷器的形与神结合得更完美，更

趋大众的观赏情趣，瓷器也从满足宫廷和上流社会的需

求逐步走向满足民间需求，扩大了瓷器国内外的销路和

生活需求面。同时，也丰富了瓷器的造型种类。男一方面。

也促使大批制瓷者逐步由单～的工匠向具有一定艺术修

养的制瓷艺人或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文化品位的制瓷

艺术家过渡。从而不断提高景德镇瓷器的品质和在国内

外的影响力。今天在景德镇，以瓷为业者比比皆是。男女

老幼。懂得制瓷、画瓷知识或能够制瓷、画瓷者不可胜数。

从而使景德镇形成一种浓郁的瓷文化。

3．“珠山八友”中徽州人对景德镇瓷文化发展的影

响，可以说是徽文化在新的领域的渗透和拓展，这丰富了

徽文化的内涵，是文化发展中互相兼容和同化的现象，也

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必然规律。从而表现了明清以来的

徽州文化在诸多领域的影响力。在“珠山八友”的倡导下。

景德镇画瓷的众多徽州人中。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修

养和绘画功底，他们不仅擅长绘画山水、人物、花鸟。而且

在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他们与当地

制瓷、画瓷艺人相融合，推动景德镇瓷业的繁荣和发展，这

也是徽文化对景德镇瓷文化所注入的艺术活力。今天在

瓷器品市场上，。珠山八友”及其传承者的作品越来越为

收藏者所看重，也正说明了“珠山八友”瓷画的艺术成就

和价值。

“珠山八友”的出现是景德镇瓷文化历史上的一大亮

点，也是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一个良好的机缘，可以说，它

是中国瓷画艺术的一座里程碑。而其中徽州人所发挥的

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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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zhou Artists in Eight Friends of Zhushan and Their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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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ight Friends of Zhushan，with five of Huizhou descent，are a highlight in the ceramic

history of Jingde Town，setting a landmark in China's encaustic painting．They enriched Hui culture by

extending it to other fields船well as breathed new lire into山e ceramic culture of Jingd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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