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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明代中期的江南社會為切入點，在考察當時的政治環境、經濟狀況、城市面貌基礎

上，分析不同階層以繪畫為媒介的人際交往，畫家方面，本文主要關注文人畫家和民間職業性

畫家，探究他們的生活軌跡和繪畫創作過程，梳理他們的師承路數，理清其作品影響力的來源，

在現實生活的層面展開具體的討論，掌握他們之間相互交流和彼此影響的情況，通過瞭解相關

各群體的關係和作用，系統研究當時多種繪畫風格並存的江南畫壇。

就畫家角度上看，文人畫家們在科舉仕途上不同的選擇與結局，導致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態

度，與此同時，市民階層的壯大也給當時社會生活帶來很大的衝擊，市民階層的審美風尚也使

得美學觀念發生變化，這給當時有著世家背景的文人和具有官僚身份的士夫階層帶來深遠的影

響，文人的詩文書畫不僅在精英社交圈中扮演潤滑劑的角色，而且也作為商品的形式，在市場

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那些名聲卓著卻隱居於市的文人與畫藝高超卻仕途失意的官僚，出

於官場和市場的雙重考慮，選擇了以更加入世的心態接受這樣的現狀，同時又保有自己人格的

獨立性，由此文人畫家們開創了既入世又脫俗的生活方式；繪畫風格的確立上，他們既顧及了

現實需要也秉持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從而獲得了一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平衡；至於民間職業性

畫家群體而言，由於他們的家族在文化教育和社會地位方面的落差，導致一部分人雖投身科舉

卻無果而終，而另一部分出身於工匠的民間畫家則必須緊密聯繫市場，靠攏贊助人與收藏家以

贏得更多的訂件，並借助他們宏富的歷代藏品開闊自己的眼界，提高自身的畫技，正是長期的

實踐經驗和豐富的社會閱歷，使得這些優秀的民間職業畫家，既滿足了市場需要，又兼顧到精

英階層的審美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作品格調上都與文人畫家有著某種相似性，由此出現了

兩大群體間品評與交流的可能，並最終形成了彼此作品風格相互滲透的局面。

在作品評價體系中，文人佔據話語權優勢，客觀地看待歷史上的文獻資料，是冷靜分析兩

類畫家作品的前提條件，因為畫家作品與詮釋的關係直接關係到他們在美術史上的後世定位，

細加分析明代文人的記述和相關的理論體系的建構，對於畫家作品及影響力的再次認定有積極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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