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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我心─史博館藏張大千
《以寫我憂》冊探析
▍周妙齡

2019 年，適逢水墨大師張大千（1899-1983）120 歲誕辰，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舉辦「巨匠的
剪影—張大千 120 歲紀念大展」，此次展覽中，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提
1

所藏的張大千冊頁裡尺寸較大者，詩作與畫面內容充滿濃厚的愁鬱與憂思，本文即以此套
作品為中心，透過對詩作內容的解讀與畫面的探析，從而了解張大千為何而憂，又如何透
74

《 以 寫 我 憂 》 為 蝴 蝶 裝 的 冊 頁， 共 有
十二開冊，畫作高 42.1 公分，寬 59.8 公分，

《以寫我憂》冊的內容與風格

尺寸較一般冊頁更為大些。作品前後有包覆

這套冊頁每一開均詩書畫皆具，其中四

錦緞的封面、封底，外再覆以藍色棉布套，

開背面亦有詩文，以下將逐一介紹各開的內

保留張大千當時的裝幀形式，封面簽條張大

容與風格：

千自題「以寫我憂。大千居士爰」，故名。
「以寫我憂」一語，出自《詩經》，2「寫」
字有「宣洩排解」之意。張大千此作借用《詩
經》一語以為畫名，究竟要宣洩什麼樣的憂
思愁慮呢？張大千自 1940 年代起即被診斷出
罹患糖尿病，多年後殃及視力，由他與親友
往復的信件內容可見其病情的起伏。1953 年
底，旅居巴西的張大千為了打造理想的居所，
購地開始營建摩詰山園；1957 年 6 月，一日
底微血管破裂出血，頭昏目眩，此次目疾頗
為嚴重，這對從事視覺創作並肩負著一大家
族經濟重擔的張大千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以寫我憂》冊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畫家
於同年 8 月至隔年初，輾轉奔波於美國紐約
及日本東京兩地求醫時所作，記錄了這段期
間對病體的哀思愁緒以及身處異地思鄉望歸
等心情。

題識：「自濬清渠一涇斜，遍栽蓉桂護
芳華；蓴鱸漫起秋風感，我欲歸來看好花。
將去紐約治目疾，賦此別山園。」鈐印：「大
千父」。（圖 1）
張大千自 1957 年 6 月搬石發生意外後，
日益嚴重的目疾在巴西治療的成效不彰，決
定啟程前往美國紐約就醫，此開冊即為臨行
前的賦別之作。題詩前二句描述他在摩詰山
園掘一水渠，兩旁遍植桂花與芙蓉，後二句
點出二種花卉的花期均於秋季（位於南美洲
的巴西秋季約於 2 月），希能及早治癒眼疾
歸來賞花的心情。畫面左方的丹桂樹向上拔
出，其旁的芙蓉花叢則橫向生長，形成一個
向外延伸的空間，丹桂在墨葉的襯托下，小
花紅彩嬌嫩欲滴，芙蓉花朵或含苞或盛放，
濃彩密葉中益發襯托出盛開芙蓉的優雅清麗，
張大千以突出花卉之美寄寓心中痊癒與歸返

依據這套作品中第二及第十一開題文的

所願，含蓄而蘊藉！

內容，可知受畫者為郭有守（1900-1978），
其字子杰，四川資中人，是張大千的表親，

第二開〈自畫像〉

曾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中

題識：「吾今真老矣，腰痛兩眸昏；藥

華民國駐巴黎大使館文化參事等職。在 1950

物從人乞，方書強自翻。逕思焚筆硯，長此

至 60 年代張大千旅歐期間，兩人互動頻繁，

息丘園；異域甘流落，鄉心未忍言。此得目

由一些張大千繪贈郭子杰之作及其上題語，

疾半年以來第一次作細書也，吾子杰四兄以

經常可見兩人諸多共同的回憶，或張大千的

為似往昔否？丁酉十二月，弟爰。」鈐印：「大

3

創作心得與心境情思的分享等， 顯示其親密

千父」。（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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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作品排解其憂，以及此作在他的畫風發展過程中有何意義。

的情誼，此作亦是其中一例。

展場巡禮

供十三組件藏品共襄盛舉。其中，在「大千自運」單元展出的《以寫我憂》冊， 是史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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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
巡禮

悠悠我心─史博館藏張大千
《以寫我憂》冊探析
▍周妙齡

2019 年，適逢水墨大師張大千（1899-1983）120 歲誕辰，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舉辦「巨匠的
剪影—張大千 120 歲紀念大展」，此次展覽中，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提
1

所藏的張大千冊頁裡尺寸較大者，詩作與畫面內容充滿濃厚的愁鬱與憂思，本文即以此套
作品為中心，透過對詩作內容的解讀與畫面的探析，從而了解張大千為何而憂，又如何透
74

《 以 寫 我 憂 》 為 蝴 蝶 裝 的 冊 頁， 共 有
十二開冊，畫作高 42.1 公分，寬 59.8 公分，

《以寫我憂》冊的內容與風格

尺寸較一般冊頁更為大些。作品前後有包覆

這套冊頁每一開均詩書畫皆具，其中四

錦緞的封面、封底，外再覆以藍色棉布套，

開背面亦有詩文，以下將逐一介紹各開的內

保留張大千當時的裝幀形式，封面簽條張大

容與風格：

千自題「以寫我憂。大千居士爰」，故名。
「以寫我憂」一語，出自《詩經》，2「寫」
字有「宣洩排解」之意。張大千此作借用《詩
經》一語以為畫名，究竟要宣洩什麼樣的憂
思愁慮呢？張大千自 1940 年代起即被診斷出
罹患糖尿病，多年後殃及視力，由他與親友
往復的信件內容可見其病情的起伏。1953 年
底，旅居巴西的張大千為了打造理想的居所，
購地開始營建摩詰山園；1957 年 6 月，一日
底微血管破裂出血，頭昏目眩，此次目疾頗
為嚴重，這對從事視覺創作並肩負著一大家
族經濟重擔的張大千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以寫我憂》冊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畫家
於同年 8 月至隔年初，輾轉奔波於美國紐約
及日本東京兩地求醫時所作，記錄了這段期
間對病體的哀思愁緒以及身處異地思鄉望歸
等心情。

題識：「自濬清渠一涇斜，遍栽蓉桂護
芳華；蓴鱸漫起秋風感，我欲歸來看好花。
將去紐約治目疾，賦此別山園。」鈐印：「大
千父」。（圖 1）
張大千自 1957 年 6 月搬石發生意外後，
日益嚴重的目疾在巴西治療的成效不彰，決
定啟程前往美國紐約就醫，此開冊即為臨行
前的賦別之作。題詩前二句描述他在摩詰山
園掘一水渠，兩旁遍植桂花與芙蓉，後二句
點出二種花卉的花期均於秋季（位於南美洲
的巴西秋季約於 2 月），希能及早治癒眼疾
歸來賞花的心情。畫面左方的丹桂樹向上拔
出，其旁的芙蓉花叢則橫向生長，形成一個
向外延伸的空間，丹桂在墨葉的襯托下，小
花紅彩嬌嫩欲滴，芙蓉花朵或含苞或盛放，
濃彩密葉中益發襯托出盛開芙蓉的優雅清麗，
張大千以突出花卉之美寄寓心中痊癒與歸返

依據這套作品中第二及第十一開題文的

所願，含蓄而蘊藉！

內容，可知受畫者為郭有守（1900-1978），
其字子杰，四川資中人，是張大千的表親，

第二開〈自畫像〉

曾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中

題識：「吾今真老矣，腰痛兩眸昏；藥

華民國駐巴黎大使館文化參事等職。在 1950

物從人乞，方書強自翻。逕思焚筆硯，長此

至 60 年代張大千旅歐期間，兩人互動頻繁，

息丘園；異域甘流落，鄉心未忍言。此得目

由一些張大千繪贈郭子杰之作及其上題語，

疾半年以來第一次作細書也，吾子杰四兄以

經常可見兩人諸多共同的回憶，或張大千的

為似往昔否？丁酉十二月，弟爰。」鈐印：「大

3

創作心得與心境情思的分享等， 顯示其親密

千父」。（圖 2）

75

史博館藏張大千《以寫我憂》冊探析
—

因協助工人搬運重石而用力過猛，導致他眼

第一開〈桂花芙蓉〉

悠悠我心

故宮文物月刊
435

過作品排解其憂，以及此作在他的畫風發展過程中有何意義。

的情誼，此作亦是其中一例。

展場巡禮

供十三組件藏品共襄盛舉。其中，在「大千自運」單元展出的《以寫我憂》冊， 是史博館

《以寫我憂》冊的創作緣由

張大千喜畫自畫像，也在《以寫我憂》

作品中尺寸最小且筆畫較細者，畫家在目疾後

冊留下抒發心境的小像。此開作於丁酉年 12

仍竭力寫出如此佳作，難怪令其頗感自得，還

月（1958 年 1、2 月間），畫中人物盤腿面左

特意詢問受畫者郭子杰的意見。此開除了呈現

而坐，背部微微彎曲，髮鬚略帶灰白，雙手

畫家在面臨目疾時的沉痛心境與形象，卻同時

捧讀醫書，衣紋隨意凌亂，衣摺萎頓鬆垮，

也透過具有象徵意義的植物配景以及挑戰目力

頗顯抑鬱憔悴之狀，十足呼應了題詩內容所

的細筆，來隱含其欲超越眼前困境的自我期

述畫家因身體痛楚而產生想從此收拾筆硯、

許，實是張大千此時期的重要自畫像。

歸隱不再作畫的絕望心情。然而，畫面除了
畫家之像外，左方尚繪有一花瓶，瓶中的水

張大千

以寫我憂

冊

桂花芙蓉

圖2

民國

張大千

以寫我憂

冊

自畫像

饒富精神的線條來描繪，充分表達了三者所

無靈；四更欲曙天仍黑，默數江頭漁火青。

象徵的君子堅毅與高潔人格，稍稍沖淡詩境

入病院後，服安眠藥仍通夕不寐。」鈐印：「大

與畫中人物所交織出來的悲愁感。不僅如此，

千父」。（圖 3）

再仔細玩索款識所言：「此得目疾半年以來

此頁側寫了張大千入住病院後，因暫別

第一次作此細書也，吾子杰四兄以為似往昔

一手經營的摩詰山園產生不捨之情與憂慮眼

否？」，細看此開的題識文字，確實為全套

疾等雙重悲愁下，以致無法成眠，特別是夜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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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醒來，獨自數著窗外江頭的點點漁火，倍

書至。」鈐印：「大千父」、「東西南北之

轉，窗前美景一直都在，但心未敞開，景便不

央團狀墨塊更是引人注目，略帶抽象，彷如擴

感寂寥落寞。畫面近景水草叢生，遠景漁舟

人」。（圖 4）

入眼，心念既轉，即能品味。畫面上，近景土

大了墨法運用的可能性。此開不僅傳達出畫家

數艇，用筆纖細，若有似無，遠近景之間留

此詩描述畫家在病中得到諸多關懷問

阜林木、中景房舍與山陵、遠景天空與排雁的

眼中未曾所見的景致，更試圖以不同的繪畫語

下大片江面，天空與水渚皆先以花青打底，

候，但因病體孱弱，魂不守舍，直至忽然察

三段式構圖比例愈遠愈小，營造出遠近空間

彙建構出畫面新穎的視覺效果，悄悄地為寫意

復加墨色，營造出在灰暗的天空下瀰漫著寒

覺窗邊一片前所未見的美景！所謂境隨心

感。畫中筆墨疾速，尤其近景處畫家在赭石與

山水賦予了新貌。而這般在技法上對筆、墨之

涼之氣。此開不禁使人想起唐朝詩人張繼（生

花青融混的底色上，以墨色層次豐富的點筆與

間關係與消長的嘗試，於觀念上對如何呈現物

卒年不詳）的絕句名作〈楓橋夜泊〉：「月

刷筆交疊出林木蓊鬱狀，而在多樣筆意的嘗試

象的創新摸索，在 1956 年所作的《大千狂塗》

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

下，無形間增添了墨韻並使墨趣橫生，尤其中

冊〈黑山白水〉（圖 5）一開中亦可見到，至

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同樣是描繪無
展場巡禮

以安眠的愁緒，詩人藉由夜半鐘聲以描寫四
下一片寂靜之感，進而烘托出蟄伏於心中的
憂苦，此處張大千則透過荒寒江景的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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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長江山水》（圖 6），則有更多意

早年「張水仙」之譽。然而細看，整枝花梗

識性的表現，而同年《蜀楚勝跡》（圖 7），

呈弧形向下垂落，略帶一絲喪氣疲餒之狀，

則為墨法的更全面運用。透過這些風格軌跡，

左方二葉葉末或右方中央一葉的中段，葉片

可知張大千在發展潑墨畫風前對於筆墨的各

輪廓線較乏勁健丰采，整體予人一種倦怠憂

種探索過程。此開張大千也不再消極地訴憂，

愁之感，由此可見張大千高明的狀物能力。

而是藉由詩中的句意轉折與畫風的嘗試排解
憂愁，並傳達出心境的變化。

第五開〈水仙〉
題識：「疎不能忘親不褻，凜如沃雪暖
如春；鼻觀一點幽香遠，莫認江皋解珮人。
大千居士爰。」鈐印：「大千父」。（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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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向有純潔的寓意，也因傳說故事以
及其外型宛若凌波仙子踏水而來，被視為「洛
神」的象徵。此畫題詩前二句吟詠水仙，而
深為目疾所苦、視力不佳的張大千在詩作後
二句則自比水仙，並引洛神之典，說自己略
同可鼻觀，更看不見對岸的江畔解珮人了，
畫家藉此寄寓以訴憂。

此株水仙枝葉分向左右延伸或翻轉，藉
左方花心的點彩與右方的詩題及鈐印以達畫

第六開〈仕女〉

面的平衡，水仙姿態翩然優雅，鉤勒花瓣的

題識：「霧濕雲鬟淚未收，年年含恨過

線條筆短意促，而表現葉脈的細筆綿長，張

中秋；如何兩度團圞月，不與人間照並頭。

大千在此目疾之際，尚能有此表現，不負其

閏中秋。」鈐印：「大千父」。（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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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酉 年 閏 八 月（ 新 曆 1957 年 9 月 至 10
月間），因此有二個中秋節，此開作於閏中

於 1954 年繪贈老友臺靜農（1902-1990）《雜
4

冊》末開中的女子， 雖乏細筆提振五官的精

處的空間，人物線條雖稍緩澀，但仍流暢，

秋當日（1957 年 10 月 8 日），值此月圓時刻，

緻感，衣紋也較顯凌亂，但卻因此更貼切於

右方樹葉以墨點簡示，卻著意於樹幹底色上

張大千以詩作道出與心中思念的人分隔兩地、

女子無神采的憂傷愁容。

覆以表現紋理的線條，線條顏色則與左方細

一再無法團聚的哀傷與惆悵。畫中的仕女以
逸筆寫意為之，女子身體蜷縮，依偎在畫面

枝 上 的 霜 紅 小 花 相 呼 應， 左 方 細 枝 瘦 硬 勁

第七開〈高士〉

挺，昂揚獨立，頗有不畏風霜之狀。此類高

一角，稍偏著頭，鬆髮披散，目光朝下，雙

題識：「猶能策杖許閒行，霧裏花枝看

士圖，常是張大千託寓自我，藉由所營造的

眼無神，嘴唇緊抿，眉宇間流露一股濃濃的

有情；八表濛濛天地闇，何須苦說欠分明。

情境或氛圍傳達情志之作。題詩內容，除了

哀愁，女子思念憂傷的模樣，躍然紙上。自

病院園中小步。」鈐印：「大千父」、「東

描 述 自 己 在 病 院 中 仍 能 閒 步， 最 重 要 的 是

古以來文人墨客即常以香草、美人自況，藉

西南北之人」。（圖 10）

道出即使雙眼視線昏闇不明，卻亦能感受朦

第八開〈秋水烟雲〉
題識：「西風吹動客衣塵，霜葉如花不
是春；極目海頭烟漠漠，烟中疑有化烟人。」
鈐印：「大千父」。（圖 11）
此圖滿布的物象採三段式構圖，近景岸
邊的坡石描繪，因以墨筆覆於未乾的彩底上
而顯得溼濡濁重，坡上叢木因枝幹用筆粗放
緩滯而益紛雜，枝幹上霜葉點點，不是春日
嬌麗的紅花，而是惱人秋愁，整體顯出一股

此圖繪一高士佇立於樹下，頭頂戴帽，

朧如霧的美感或情意，也不再苦於執著追求

萎頓低靡的氣息。中景與遠景但見雲海一片，

正處海外就醫的他，藉此表達愁思。張大千

身著寬袖長袍，帽帶與腰帶微揚，高士側臉

清楚分明的世界，這樣的心念轉折與豁達體

極目遠望只是朦朧無盡，在遠天雲水如冪的

筆下的仕女畫，不僅善於掌握外在形貌，亦

微仰，略露髯鬚，右手扶樹，左手持杖，望

會，霎時使那些因病痛所帶來的憂慮苦痛都

迷濛中，一如詩題所寄言：「烟中疑有化烟

兼能突出人物的神情樣態，此作較之其稍早

向左方霜紅花枝，意態從容閒適。此作以左

獲得紓解。

人。」張大千翹首企望能尋得化烟人，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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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眼」前的迷霧，重新帶來光明！

第九開〈山園漫步〉
題識：「許我窺園秋已深，疎疎敗葉不
成陰；要知二子同蕭散，它日應須畫定林。
病院園中與文伯小步。」鈐印：「大千父」。
（圖 12）

法均失敗而遭罷相的他，歸隱後經常於定林遊

窗前一陣狂風由東邊吹來，霎時呈現亂雲紛

憩，此詩描寫他寄情自然，閒適怡然之狀，詩

飛、瀰漫山林的景象。畫家以花青、淡墨渲

作末句「真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道出心

染表示山林間的豐沛水氣，而濃淡不一的墨

如船；黑雲不放群山出，虛擁

境超越的曠達。張大千詩中雖說它日畫定林，

點代表樹林，亂雲則以勾勒為之，不同於工

丁酉八月，病院中作此，頗為文伯所賞，吾

但若非已有這樣的體會，否則不會畫出這般接

筆畫中圖案化、具裝飾性的勾雲所呈現的靜

子杰四兄以為如何也？爰。」鈐印：「大千

近此詩境且祥和之作，畫家透過此作，實已超

定感，此處雲朵勾線較為疏放，故能表現亂

父」。（圖 14）

越其憂，寬解其愁了。

整套作品中，就屬此頁風格最為優美閑
雅，由題詩可知，這是張大千深秋於病院園中

第十開〈卷雲〉

第十一開〈烏雲狂風〉
題識：「江上狂風大放顛，危樓百尺坐
前一角天。

雲的流動感。動態感還來自於吹雲的描繪，

張大千透過病院中的一扇窗，把內在的

右方已成帶狀的吹雲流向及周遭卷雲的動勢，

心靈與外在的世界揉和交織成一幅幅圖畫，

與友人漫步散心後所作。畫中景致舒和怡人，

題識：「臥病高樓上， 前飛亂雲；卷舒

均暗示了一股自東向西吹的狂風，而左方的

傾瀉著他內心世界的情思。此開畫面中江岸

林木或泛黃或霜紅，點出季節感，二文士相向

看即變，散漫寂無聞。為雨應非爾，遮天豈

舒雲造型則呈現了迎風相對的動向。此外，

近景灌木叢在狂風猛烈的吹拂下，只見一片

而立，相契對語，即為畫家與友人的寫照，筆

任君；行藏袛如此，何故太紛紛。」鈐印：「東

畫中的雲朵或留白顯見，或隱沒於水氣間，

狼藉，甚而枝幹纏繞糾結，中景雖只略以淡

法清逸，敷色秀雅，一派舒爽。詩作內容提及

西南北之人」。（圖 13）

此亦造成深淺雲層的交錯與流動感。此畫以

墨寥寥數筆，卻已見波浪翻騰之狀。遠景畫

卷雲為主題，已屬特殊，又以多重手法表現

的是鋪天蓋地而來的烏雲，畫家以筆墨時而

狂風中雲朵的動態，頗為難得！

疾速有力地擦染，時而淡墨輕拂，使墨色勻

「定林」，或指北宋王安石（1021-1086）晚
5

年退隱金陵後所作的〈定林〉一詩， 二次變

赴醫治療的張大千，偶亦能將病院的窗
戶視為畫框，描繪框內的景色，此圖所繪乃

史博館藏張大千《以寫我憂》冊探析
—

故宮文物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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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眼」前的迷霧，重新帶來光明！

第九開〈山園漫步〉
題識：「許我窺園秋已深，疎疎敗葉不
成陰；要知二子同蕭散，它日應須畫定林。
病院園中與文伯小步。」鈐印：「大千父」。
（圖 12）

法均失敗而遭罷相的他，歸隱後經常於定林遊

窗前一陣狂風由東邊吹來，霎時呈現亂雲紛

憩，此詩描寫他寄情自然，閒適怡然之狀，詩

飛、瀰漫山林的景象。畫家以花青、淡墨渲

作末句「真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道出心

染表示山林間的豐沛水氣，而濃淡不一的墨

如船；黑雲不放群山出，虛擁

境超越的曠達。張大千詩中雖說它日畫定林，

點代表樹林，亂雲則以勾勒為之，不同於工

丁酉八月，病院中作此，頗為文伯所賞，吾

但若非已有這樣的體會，否則不會畫出這般接

筆畫中圖案化、具裝飾性的勾雲所呈現的靜

子杰四兄以為如何也？爰。」鈐印：「大千

近此詩境且祥和之作，畫家透過此作，實已超

定感，此處雲朵勾線較為疏放，故能表現亂

父」。（圖 14）

越其憂，寬解其愁了。

整套作品中，就屬此頁風格最為優美閑
雅，由題詩可知，這是張大千深秋於病院園中

第十開〈卷雲〉

第十一開〈烏雲狂風〉
題識：「江上狂風大放顛，危樓百尺坐
前一角天。

雲的流動感。動態感還來自於吹雲的描繪，

張大千透過病院中的一扇窗，把內在的

右方已成帶狀的吹雲流向及周遭卷雲的動勢，

心靈與外在的世界揉和交織成一幅幅圖畫，

與友人漫步散心後所作。畫中景致舒和怡人，

題識：「臥病高樓上， 前飛亂雲；卷舒

均暗示了一股自東向西吹的狂風，而左方的

傾瀉著他內心世界的情思。此開畫面中江岸

林木或泛黃或霜紅，點出季節感，二文士相向

看即變，散漫寂無聞。為雨應非爾，遮天豈

舒雲造型則呈現了迎風相對的動向。此外，

近景灌木叢在狂風猛烈的吹拂下，只見一片

而立，相契對語，即為畫家與友人的寫照，筆

任君；行藏袛如此，何故太紛紛。」鈐印：「東

畫中的雲朵或留白顯見，或隱沒於水氣間，

狼藉，甚而枝幹纏繞糾結，中景雖只略以淡

法清逸，敷色秀雅，一派舒爽。詩作內容提及

西南北之人」。（圖 13）

此亦造成深淺雲層的交錯與流動感。此畫以

墨寥寥數筆，卻已見波浪翻騰之狀。遠景畫

卷雲為主題，已屬特殊，又以多重手法表現

的是鋪天蓋地而來的烏雲，畫家以筆墨時而

狂風中雲朵的動態，頗為難得！

疾速有力地擦染，時而淡墨輕拂，使墨色勻

「定林」，或指北宋王安石（1021-1086）晚
5

年退隱金陵後所作的〈定林〉一詩， 二次變

赴醫治療的張大千，偶亦能將病院的窗
戶視為畫框，描繪框內的景色，此圖所繪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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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並推開拉遠，層層疊疊數次，最終產生虛

（Mogi），張大千因此地「極似故鄉成都平

無波，寧靜遼闊，遠景彼岸或象徵著摩詰山

（二）第九開畫背左、第八開畫背右書款：

實明暗層次豐富的烏雲漫遮天景象，並充滿

原的風景」而決定購下建園。 他自 1953 年

園，山石畫法運筆草草，形象模糊。持杖文

「已負良言更負期，千秋大業愧無辭；纏綿

動態感。張大千立足傳統，卻不斷賦與傳統

年底購地，之後動工闢建，造園的工作持續

士臨河遠望，或遙想家園，或靜思未來。此

苦學春蠶樣，自縛知能活幾時。予以渴疾牽

新技法與生命。畫家自身應對此畫的表現頗

多年未間斷，藉此稍忘流離之苦，且園中充

作同樣以自寓手法訴出心中所憂，卻也隱含

及雙目，因來東京就醫，子杰來書訶責，以

感自滿，已請友人文伯共閱並獲讚賞，也進

滿家鄉意象，是他旅居海外的心靈慰藉，張

了繼續前行的堅定心志！

為此行必有其它，感愧萬狀，率古（按：「不」

而詢問郭子杰的意見。這病中之作，頗有創

大千也創作了不少以此園為題的畫作分贈親

畫頁背面詩文

字誤作「古」）寄答。」鈐印：「大千父」。

發，已然並非訴憂之作！

第十二開〈憶摩詰山園〉

6

7

友， 足見此園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在張大千
赴美日治療眼疾期間，除了擔憂病情，創作

在第七、八、九、十開的畫頁背面，有

（三）第八開畫背左、第七開畫背右書

三段張大千寫予郭子杰的詩文，依內容順序

款：「青城千樹手親栽，熱海休誇看早梅；

分別如下：

為報枝頭雙翠羽，等閒莫喚夢魂回。熱海看

題識：「自買山園自解嘲，未遑安處尚

受影響，也十分思念這海外的家園。此開題

嗷嗷；而今不是承平世，肯向池邊照二毛。

詩道出時局未穩，且仍有肩負家計之慮，故

（一）第十開畫背左、第九開畫背右書

憶 摩 詰 山 園。」 鈐 印：「 稅 牛 庵 」。（ 圖

而自己哪能因為頭髮已斑白而輕易告老退休

款：「子杰自巴黎寓書東京索購奇書，戲拈

15）

呢？畫面採一河二岸構圖，近景此岸各式林

二十八字調之。十載巴黎似故鄉，看花結客

這些詩文寫作的時間應相差不遠，均為

摩 詰 山 園， 後 改 名 為「 八 德 園 」， 位

木雜陳，林木形象簡逸，用筆粗放，在疏林

少 年 場， 卻 嫌 酒 烈 無 真 味， 更 向 蓬 萊 覓 異

張大千在日本治療眼疾之時，最後一詩年款

於 巴 西 聖 保 羅 市（Sao Paolo） 附 近 的 摩 詰

掩映下，一位持杖文士立於池邊，中景池水

方。」鈐印：「大千父」。

為丁酉歲末，應為新曆 1958 年 2 月。詩作內

梅。丁酉歲末也。」鈐印：「大千父」。（圖
16-1 ∼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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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並推開拉遠，層層疊疊數次，最終產生虛

（Mogi），張大千因此地「極似故鄉成都平

無波，寧靜遼闊，遠景彼岸或象徵著摩詰山

（二）第九開畫背左、第八開畫背右書款：

實明暗層次豐富的烏雲漫遮天景象，並充滿

原的風景」而決定購下建園。 他自 1953 年

園，山石畫法運筆草草，形象模糊。持杖文

「已負良言更負期，千秋大業愧無辭；纏綿

動態感。張大千立足傳統，卻不斷賦與傳統

年底購地，之後動工闢建，造園的工作持續

士臨河遠望，或遙想家園，或靜思未來。此

苦學春蠶樣，自縛知能活幾時。予以渴疾牽

新技法與生命。畫家自身應對此畫的表現頗

多年未間斷，藉此稍忘流離之苦，且園中充

作同樣以自寓手法訴出心中所憂，卻也隱含

及雙目，因來東京就醫，子杰來書訶責，以

感自滿，已請友人文伯共閱並獲讚賞，也進

滿家鄉意象，是他旅居海外的心靈慰藉，張

了繼續前行的堅定心志！

為此行必有其它，感愧萬狀，率古（按：「不」

而詢問郭子杰的意見。這病中之作，頗有創

大千也創作了不少以此園為題的畫作分贈親

畫頁背面詩文

字誤作「古」）寄答。」鈐印：「大千父」。

發，已然並非訴憂之作！

第十二開〈憶摩詰山園〉

6

7

友， 足見此園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在張大千
赴美日治療眼疾期間，除了擔憂病情，創作

在第七、八、九、十開的畫頁背面，有

（三）第八開畫背左、第七開畫背右書

三段張大千寫予郭子杰的詩文，依內容順序

款：「青城千樹手親栽，熱海休誇看早梅；

分別如下：

為報枝頭雙翠羽，等閒莫喚夢魂回。熱海看

題識：「自買山園自解嘲，未遑安處尚

受影響，也十分思念這海外的家園。此開題

嗷嗷；而今不是承平世，肯向池邊照二毛。

詩道出時局未穩，且仍有肩負家計之慮，故

（一）第十開畫背左、第九開畫背右書

憶 摩 詰 山 園。」 鈐 印：「 稅 牛 庵 」。（ 圖

而自己哪能因為頭髮已斑白而輕易告老退休

款：「子杰自巴黎寓書東京索購奇書，戲拈

15）

呢？畫面採一河二岸構圖，近景此岸各式林

二十八字調之。十載巴黎似故鄉，看花結客

這些詩文寫作的時間應相差不遠，均為

摩 詰 山 園， 後 改 名 為「 八 德 園 」， 位

木雜陳，林木形象簡逸，用筆粗放，在疏林

少 年 場， 卻 嫌 酒 烈 無 真 味， 更 向 蓬 萊 覓 異

張大千在日本治療眼疾之時，最後一詩年款

於 巴 西 聖 保 羅 市（Sao Paolo） 附 近 的 摩 詰

掩映下，一位持杖文士立於池邊，中景池水

方。」鈐印：「大千父」。

為丁酉歲末，應為新曆 1958 年 2 月。詩作內

梅。丁酉歲末也。」鈐印：「大千父」。（圖
16-1 ∼ 16-4）

史博館藏張大千《以寫我憂》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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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容有張大千赴日時接獲郭子杰索託購書之信，

杰不相信其赴日本的目的僅為就醫一事而感

因而戲作調侃子杰久居巴黎，已無興味，卻

愧萬千。亦有其赴日本靜岡縣熱海市賞梅時，

張大千的《以寫我憂》冊，結合了詩書

穩定，甚至也曾因用眼過度而被迫休息調養，

向日本另覓新奇。有因張大千未履踐郭子杰

面對好友召喚的回應。詩文內容流露出與郭

畫三藝，在創作內容上透過藉景抒懷、自我

中斷創作，是故他在 1950 年代末期的創作數

對其畫業的建言，故而自嘲之言，甚至對子

子杰二人間親近又密切的關係。

投射、寄望期待，甚至超越寬解等不同的方

量明顯下降，且自此之後，其工筆細畫確實

式，來宣洩紓解他因目疾所引發的種種憂思

已少見了；張大千轉而把全副精神投注在筆

苦楚。在風格表現上，運用比擬愁境的狀物

法與墨法的拓展，甚至也包含了對新視覺經

手法、恣縱墨法的偶然創發、挑戰目力的細

驗的回應。無論目疾一事是否直接影響張大

筆描繪等，創造出一開開聊堪慰藉、具有新

千發展奠立其畫壇地位的潑墨潑彩畫風，它

意，甚至足以自得的畫面。雖說目疾對張大

都確實加速了這項轉變。8《以寫我憂》的風

千而言，是個沉痛的打擊，然而，在他堅韌

格，距離潑墨畫風的開端仍有一段距離，但

強勁的意志與藝術巧手下，將其化為無形的

其中對筆法與墨法的嘗試，無疑是此轉變過

積極力量與有形的作品。

程初始階段中的重要作品。這套作品不僅是

千的眼疾經美日醫生治療後，恢復情況仍未

畫家這段期間心情起伏與轉變的紀錄；與摯

寬廣，除了 1956 年在法國與畢卡索會面，對

友分享所憂、所思、所感的小品；也是畫風

中西藝術有了進一步的思考外，一向不斷挑

摸索與嘗試的過渡；更是張大千私房畫中的

戰古人與自我的他，也必定思索未來創作之

精采之作！
作者為國立歷史博物物館研究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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