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溪岸圖〉探源
▌丁羲元

董元（約 900-961 前）〈溪岸圖〉傳世歷經千載，真是天賜吉祥。畫中山水人物俱佳，大有來
歷。但是，所畫山水為何處呢？唐宋山水名家巨匠所畫多有所本，並非憑空虛構的。即如董元，
昔人稱其畫「江南山」，米芾（1051-1107）贊其畫為「一片江南」。但〈溪岸圖〉畫中江南
在何處呢？十年前我曾涉筆，以為畫的是金陵一帶。但隨後便發現有誤，金陵鍾山為「龍蟠虎
踞」之形勝之勢，並無如〈溪岸圖〉這般溪山。當時我忽略了一段重要的史料，即南唐中主李
璟（916-961）自少年時即與廬山結下的深厚淵源。董元作為「後苑副史」所畫的〈溪岸圖〉，
其實畫的山水就在廬山。

李璟與廬山之緣

唐書》中都直指「廬山瀑布前」，但只有李白

馬令（生卒年未詳，1105 年撰成《南唐

（701-762）詠詩處在秀峰的才稱為「廬山瀑

書》）《南唐書》卷四〈嗣主書〉末引徐鉉

布」。其他如在五老峰下著名的瀑布稱為「三

（916-991）的一段話，稱李璟「少有至性，仍

疊泉瀑布」，與秀峰的瀑布有別，也從來不稱

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即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

為「廬山瀑布」的。不妨就此作廬山之遊，以

齋，為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為開

山水實境映對畫境，親臨尋覓董元〈溪岸圖〉

先精舍。」1 徐鉉與李璟關係甚密，在南唐中

的妙境吧。

主朝為中書舍人，與李璟時有雅集佳會，詩酒

秀峰位於廬山南麓，為鶴鳴峰、香爐峰、

唱酬，見於史籍，因此他的記載極為確信而重

雙劍峰、姊妹峰、龜背峰諸峰之總稱。（圖 1）

要。陸游（1125-1210）《南唐書》亦採此記，

李璟十五歲時（930）隨父去江西，舟行至鄱

稱李璟「少喜棲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

陽湖，經過鶴鳴峰，見山勢如飛鶴相迎，遙看

2

瀑布掛於絕壁，風光絕勝，極為心賞，於是返

馬令《南唐書》和陸游《南唐書》皆已明

程時即在鶴鳴峰下，築讀書臺，或「書齋」（馬

記李璟年少時「即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或

令），或「築館」（陸游）。現在「中主讀書

「少喜棲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的史實。這

臺」遺址猶存（圖 2），並成為著名景點。據

一線索，指明了李璟與廬山的關係，也恰恰探

史載「中主讀書臺」原為李璟年少好讀書之「至

尋到〈溪岸圖〉畫中山水與廬山瀑布之間的內

性」，但時勢所趨，其父李昪（889-943）後來

在聯繫，其山水景物竟是妙合如此。兩種《南

成了南唐開國之「烈祖」，李璟在廬山讀書六

終焉，迫於紹襲而止」。

年，本想作「終焉之計」，遂止，不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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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943 年李璟繼位，成為南唐嗣主，改
元「保大」，九年後（951）中主李璟將
原讀書臺所處施為佛寺，賜名「開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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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開國先兆」，先讀書後登帝位之意。
開先寺為廬山五大叢林之一，原來規模很
大，包括讀書臺、龍潭、青玉峽漱玉亭一
帶，在寺前隨處可仰眺廬山瀑布。
至 今 開 先 寺 遺 跡 依 稀， 但 仍 歷 歷
可 辨。（ 圖 3） 原 開 先 寺， 清 康 熙 皇 帝
（1654-1722）後改為「秀峰寺」，所題

圖1

從開先寺（秀峰寺）前可以看到廬山瀑布，其上為雙劍峰，左側為香爐
峰。 作者攝

圖2

中主讀書臺，臺前山坡邊雕欄為南唐遺跡。

圖3

原開先寺正殿遺址，背後為鶴鳴峰。

御碑仍在。雖已不見大殿樓宇，但由山門
拾徑而上，今存仍為原址，有一簡便佛
堂，上書「大雄寶殿」，仍有僧人，清晨
暮夜，鐘鼓傳響，幽韻清聽。佛堂前有左
右兩株羅漢松，皆已經歷九百年，飽經風
霜，至今綠葉紛披，百尺聳天。佛堂左邊
有「雙桂堂」，堂中有兩株金桂，皆已
一千年以上，為當時開先寺僧人所栽。至
今仍生機不改，秋日老桂香風四溢。雙桂
堂後有「聰明泉」，一泓清泉，據云為
李璟當年所飲水之泉。後黃庭堅（10451105）大字書「聰明泉」三字，碑石依舊。
自泉上，山坡，有石階百步可上，即李璟

作者攝

「中主讀書臺」原址，山坡之上，憑高眺
遠。今存一六角亭臺，亭中漢白玉御碑，
上書「米芾書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
爐峰」詩，是康熙皇帝所臨米芾書跡。亭
前有庭院，庭廣十五步，亭前寬五步，山
坡邊有石欄，色暗棕色，凡八柱七欄，石
上雕南唐圖案，古樸拙厚，乃李璟當年原
物，是秀峰傳世最古的南唐遺跡，周植松
竹，滿山翠色。「中主讀書臺」，其範圍
並非指這坡上一隙之地，而是規模很大。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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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青玉峽下瀑流，右側林蔭下為漱玉亭。

圖6 瀑布懸掛在鶴鳴峰側橫岩石壁上

作者攝

作者攝

圖5

龍潭 潭水即遠從廬山瀑布而來，其下瀉入
青玉峽。 作者攝

圖7

廬山瀑布全景，飛流三迭而下。

作者攝

所謂「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確實從「讀書臺」

上多石刻，前有一方亭，名為「漱玉亭」（圖 4），

遺址再拾徑而上，約二三百步，至焚香亭，即

亭下為著名的青玉峽，一望峽谷之中，大石磊

可眺看瀑布掛流和雙劍峰（見圖 6），真近在眼

磊，激流漱玉。右為一大池，為著名的「龍潭」

前了。

（圖 5），水流碧透，山瀑流瀉。潭上山岩高崖，

從「中主讀書臺」沿石階下，右行二百步，

直接遙峰。龍潭之瀑泉，即由秀峰的瀑布流瀉

今有一月洞門，門上書「月印龍潭」四字，入

而至。「龍潭」、「漱玉亭」，蘇軾（1037-1101）

內百步，即聞流泉聲喧，小徑臨溪崖，右坡石

曾譽為廬山二絕，今仍可覽勝。以上諸景皆為

之宏麗，山水瀑泉之勝景，已足令人低回。自

如此真切而傳神。我具體分析為三，其一，廬

龍潭之上，側即有山徑石階，上行三千級可直

山秀峰瀑布正如李白形容的是「飛流直下」，

抵飛瀑峰上，對看廬山瀑布。由此從文殊塔下

董元畫中正是懸瀑掛流直下之勢，恰恰如李白

一路下山，山谷泉聲中，對看瀑布奇觀，真讚

詩境，「飛流直下」。是「飛流」，是「直下」。

歎不絕。

真實的一線落差有一百五十米左右，如再加下

〈溪岸圖〉所畫即廬山瀑布

面疊瀑足有二三百米。畫中氣勢正合。瀑布直

「廬山瀑布」，也就是秀峰瀑布，瀑布掛

7）〈溪岸圖〉中巧妙地藝術處理，瀑流直下後

流于鶴鳴峰側的懸崖峭壁上。這峭壁在一面大

衝擊在岩石上，濺湧轉折，畫中形如我曾形容

塊岩石上，因岩色呈黃棕色，又稱黃岩，這瀑

的「蓮花座」，5 如此三迭。（圖 8-1）至今實

布又稱黃岩瀑布。瀑布之上的山後，有雙峰削

景亦同此，「飛流直下」後層迭折落，至谷底，

出，稱雙劍峰。（圖 6）南唐李中（920-974?）

再流下山谷去，直至青玉峽之龍潭，滿山瀑聲

下，跌落有勢，至懸岩之下，折為數疊。（圖

3

的〈廬山〉詩即有「峭拔推雙劍」 之句，可

好聽。（圖 8-2）其二，廬山瀑布是懸掛於鶴鳴

知其名動古今。其左側有峰，狀如香爐，稱香

山峰側的大塊黃岩石壁上（圖 9-1），一線飛懸

爐峰。此瀑布懸掛於近五百米高的懸岩上，從

直下，因又稱黃岩瀑布。〈溪岸圖〉中的飛瀑，

山下開先寺前，直至鄱陽湖上皆可遙望。又特

也恰恰畫在大塊橫向的石崖峭壁上，其位置太

別因李白的詩〈望廬山瀑布〉而成千古絕唱：

準確神似了。其三，瀑布掛流直下的岩壁兩側，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

其石色是呈黑色的岩石，或也因瀑布水數以千

4

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因此李璟初見

年的長流所致。董元畫中「飛流直下」的背岩

廬山秀峰，又遙看此瀑布，對此留戀而築館「廬

兩邊石色都是濃墨染出（圖 9-2），烘托出飛瀑

山瀑布前」，就顯得很自然了。

的泉色。這一點太驚人了，沒有實地真實地觀

董元〈溪岸圖〉中最令人注目，寓目不忘

察和親臨面對是不可能畫得如此真切傳神的。

的恰恰就是懸泉飛瀑。這條飛瀑與真實的「廬

憑此三點，也可證明〈溪岸圖〉畫中飛瀑正是

山瀑布」竟成了最好的千古定位。畫中「溪岸」

畫的廬山秀峰瀑布或黃岩瀑布。有稱「廬山瀑

瀑布就是廬山瀑布，雖然歷經千載，但青山依

布」為「香爐峰瀑布」的，那是因為誤讀李白

舊，瀑布長流。廬山因地質運動，歷經數億年，

詩了。其實香爐峰下並無瀑布，而是在香爐峰

至少在二百萬年前地層已成如今廬山群峰和鄱

側鄰近的鶴鳴峰的大懸岩峭壁上。

陽湖水。一千年對於以萬年計的地質年代，似

廬山瀑布的「定位」，準確無誤地打通了

可忽略不計。更何況還有李白的名作詩篇和中

董元〈溪岸圖〉與廬山秀峰之間歷史的和自然

主當年讀書臺的遺跡佐證，其地同一，其景未

的雙重的內在聯繫，從而為認識和理解〈溪岸

改。一千多年前的廬山秀峰瀑布在董元筆下成

圖〉的內容和人物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

了永恆。廬山瀑布成了〈溪岸圖〉最好的見證。

為董元〈溪岸圖〉的真實性和真跡鑒定作出有

我很驚歎於董元的敏感捕捉力和藝術表現

力的證明。

95

─ 459

力，他所畫的〈溪岸圖〉中飛瀑與廬山瀑布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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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讀書臺」（即原為開先寺）內，其規模

董元〈溪岸圖〉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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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

五代 董元 溪岸圖 局部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典藏系統：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542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1月10日。 瀑布直下跌落處形成水花如蓮花座狀。

圖8-2 瀑布直下跌落處形成水花如蓮花座狀

PeiJun WANG（USA）攝

〈溪岸圖〉的山水景觀

特徵。如雙劍峰，峰頂尖聳，狀似芙蓉插天，

董元〈溪岸圖〉所畫是以廬山瀑布為特徵

鶴鳴峰，形同翔鶴飛鳴，文殊峰，似尖錐屹立，

的秀峰群山。畫家取一俯瞰之視角，將秀峰諸

如此等等，畫中幾可指認。秀峰諸山的山形石

山從高處全景觀寫入畫幅。山水取一縱深之勢，

質在董元筆下表現得極為傳神。真是江山如畫，

由低而高，從地坡、近溪、山峰迢遞而上，直

董元畫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廬山秀峰。一千多年，

至遠峰遙天，境界之大，吞吐天地。「勢雄超

畢竟歷經多少朝代，「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

6

地表，翠盛接天心」。 山勝、水勝、林木亦勝，

依舊枕寒流」。7 畫中山形確可尋覓，如果順著

猶如將廬山秀峰移入畫幅，真是何等氣魄。

廬山瀑布所在的峽谷方向（即青玉峽）橫向來

畫中山峰俱作尖錐狀，山坡多渾圓形，峭

看，今之廬山秀峰仍可見山峰之錐形由低迢遞

壁聳峙，巨岩橫立，非常符合廬山秀峰諸峰之

而高聳之起伏群峰。我相信董元所畫雖有取捨，

林木蔥茂，營建有草房高閣，柴門護籬，井臺

山水不能與自然現實中山水等量齊觀，但畢竟

釣磯之屬，悉同農家。李璟一家，棲居於此，

畫家的感覺，構局之匠心是妙寫自然，尤須關

真是一幅美妙溪岸。（圖 11）
董元〈溪岸圖〉以大幅巨幀（縱 220.3，橫

注的。

109.2 公分）寫廬山秀峰溪岸，其大手筆，傑構

是水面溪谷的瀑流了。這有兩層意思，一是千

鴻裁。先於居中幅偏左，寫取「飛流直下」的

載之下，自然本身的流變。李璟當年在鄱陽湖

廬山瀑布，以定巨幅水位。山勢由壓水巨岩，

上看廬山秀峰和瀑布，當時湖水離鶴鳴峰下應

尖峰聳峙，迢遞而上（可辨認為鶴鳴峰、雙劍

較近，但現在，自「中主讀書臺」下至鄱陽湖

峰），寫盡山峰之峭拔。水則由瀑布迭瀉，匯

邊已不止四公里，其變化可知。另一層意思，

流回轉，勢如龍騰，畫出水面之秀媚。上半幅

是畫家的妙於構局，裁剪入化，刪繁就簡，滿

偏於寫山，山峰左右對峙，山谷小徑蜿蜒，蘆

幅生新。畫中寫水之妙，在於突現廬山瀑布，

灘飛雁。下半幅偏於寫水，右下一片空靈，突

「飛流直下」，折落三疊而下，
其氣勢直沖，先向左隱退至畫
外，再從畫左折返畫中，省卻了
如實景中在「青玉峽」中幾千米
高下沖折騰越的奔突流程，水勢
之盛，直接匯入「龍潭」之下，
畫出了水勢浩淼，群峰與飛瀑
融為一體。趙孟頫（1254-1322）
形容為「窈窕溪谷中，邅回入
洲漵」，8 周密（1232-1298）則
稱其「匯為重溪」，二語皆妙
合畫境。董元妙用了實則虛之，
以虛寫實之法，才讓我們看到
如此溪山，如此秀峰。
就在這廬山瀑布前，溪谷廻
曲處，山岩掩映間，有水榭臨
溪，面對著一片潭水，風浪湧
起，尤多詩意深思。此水榭之
位置其實就在現今龍潭前之「漱
玉亭」處（圖 10），這位置應
是從建開先寺始就一直被紀念
保留的。在水榭後，山谷岩下，

9-1

9-2

圖9-1 瀑布背後岩石兩側石色呈黑褐色，畫中描繪悉同。 PeiJun WANG（USA）攝
圖9-2 五代 董元 溪岸圖 局部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典藏系統：https://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542（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
2021年1月10日。

─ 459

山水依舊，水無常形。畫中變化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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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總的方位形貌是把握極準確的。雖然，畫中

董元〈溪岸圖〉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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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Jun WANG（USA）攝

圖10

從岩側所見漱玉亭

圖11

五代 董元 溪岸圖 局部 水榭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
館藏 取自該館典藏系統：https://www.metmuseum.org/
art/collection/search/39542（Public Domain），檢索日
期：2021年1月10日。

圖12

五代 董元 溪岸圖 絹本 縱220.3，橫109.2公分 美國大都會藝
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典藏系統：https://www.metmuseum.org/art/
collection/search/39542（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1月10
日。 示意圖由丁羲元設計，李瓊製圖。

顯著臨溪水榭一角。畫底一橫坡岸，蔥籠數株

既得江山之助，更見匠心之靈。而且一切又都

高樹。畫頂崇山遠靄，煙景深不可窺。那遠處

輕籠於夏日風雨時，更抹上了一層詩意的淡愁

雲中連峰，其實就是廬山五老峰，畫中以定遠

憂思。

位。山無水不秀，水無山不媚，如此山水佳構，

如上所述，筆者認為以下幾點小結可為董

元〈溪岸圖〉之考證與解讀作出補充。

下匯為水面處包涵「龍潭」。李璟一家憑欄觀
濤的水榭（水閣）其位置即今之「漱玉亭」處。
其內山石崖岩下一片草舍樓閣院落，其地即後

在廬山瀑布前秀峰讀書臺棲居生活的寫實圖景。

來之「開先寺」所在，今為「秀峰寺」，原址

深入考證，其實是一段並不為人多知的南唐秘

猶在。其山岩坡上「中主讀書臺」舊址猶存焉。

史。

四、〈溪岸圖〉中人物，計十三人，其可
二、〈溪岸圖〉所畫瀑布，正是廬山秀峰

記名者，有李璟（時為太子）、夫人鍾氏（916-

李白詩〈望廬山瀑布〉所詠「飛流直下三千尺」

965）、 六 子 從 嘉（ 即 李 煜〔937-978〕）、 長

的廬山瀑布。據諸史籍所載李璟於「廬山瀑布

子弘冀（931-959）、幼兒從善（940-987）、次

前構書齋」或「築館」，並以畫考證與實景映對，

子弘茂（932-951），以及烈祖李昪及宋氏夫人

確認無疑。

（898-945）等。

三、〈溪岸圖〉所畫山景水瀑，雖已歷千載，

總之，董元〈溪岸圖〉可謂妙造自然，將「一

但至今廬山秀峰諸景，與畫中仍可指辨，人間

片江南」的詩境盡情寫出。至於在如此完美的

滄桑，山形依舊。（圖 12）略言之，廬山瀑布

山水巨幅中刻畫表現真實的人物，簡直呼之欲

所在橫岩絕壁，其峰名「鶴鳴峰」。峰上又有

出。江山勝景與歷史人物，融而為一，在畫史

峭聳之雙峰，為「雙劍峰」。畫之頂端一橫雲

上也可謂千載一至吧。

天杳渺間為「五老峰」。與雙劍峰相對出的，

作者為前上海美術館研究員退休，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客座教授。

畫幅右上有數峰，或為「姊妹峰」。由廬山瀑
布直下復三疊轉折而右的為「青玉峽」，畫右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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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書〉，頁 11。
2. （宋）陸游，《南唐書》，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影印本，1932，據元戚光撰音釋張元濟撰校勘記景明錢叔
寶手鈔本），卷 2，〈元宗本紀〉，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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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元〈溪岸圖〉所畫為李璟及其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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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岸圖〉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