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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陶器和瓷器

概况

无形的泥和水合在一起受到火的洗礼后出来的就是陶瓷。陶瓷除了受泥土、水、

柴火等自然条件所影响，还受使用的人的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制度等生活情况的影

响，所以制作及用途也有所改变。我们用陶瓷来盛放及储存食物或者搬运、吃喝拉撒，

或者垫拖及遮盖别的物品。有时也为了欣赏及装饰而使用。以瓷器和陶器为中心来观

察分析韩国陶瓷的发展过程和特征。从史前时代到统一新罗，主要是陶器的发展。陶

器除了有实用目的之外，还作为礼仪之用，被用来做坟墓的随葬品。

高丽时代以后，韩国国内开始正式制作瓷器。即青瓷和白瓷。它的发展背景既有

时代发展的自然要求，也有国家的需求及技术导入等人为的作用。在这个章节中，通

过观察陶瓷的发展过程，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制作技术的多样性，还能从对各个时代

展示给我们的不同的造型中，思考下该趋势及与使用者的关联性。

学习目标

1.掌握韩国陶瓷发展的概况。

2.理解陶瓷制作技术的发展过程。

3.掌握陶瓷的各种用途与各个时代需求的关联性。

4.掌握与对韩国陶瓷文化造成巨大影响的中国的关联性。

5.掌握陶瓷各种各样的造型特征。

主要用语

陶器、瓷器、青瓷、粉青瓷器、白瓷、装饰技法、官窑、纺车、窑、烧制、釉、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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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史前时期到统一新罗时期的陶器

韩半岛的新石器时期被推测为是公元前 1 万年左右开始。新石器的标志是使用磨

制石器，而使用烧制的陶器也是重要的基准之一。与韩国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类似的

物品在西伯利亚和中国的东北部地区，还有到日本的一带都有出土。从这里能看出，

当时，东北亚一带有过种族、文化间的交流。韩国新石器时期陶器中，时间最早的是

以江原道襄阳鳌山里遗址（公元前 5170-公元前 4830）为代表。该时期主要以被称为“押

印纹”的陶器系列为主，押印纹陶器是在陶器口部用像盖图章一样的工具压印成斜线

纹样而制作的。而且在新石器时期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栉文陶器。栉文陶器

中时间最早的是智塔里和弓山遗址出土的陶器。栉文陶器主要在生活遗址中发现，据

推测是用做谷物的保管、储存、搬运来使用的。再看新石器时期的居住地，在平面为

圆形或长方形的地面上，建出一块比地表面低的穴地，房顶用树枝遮盖。跟这差不多

的房子都叫做地穴居，地穴居的地板上有大大小小的洞，据推测这些洞就是用来固定

底部尖圆的陶器，使之立起来的。

从史前时代开始到现在，韩国人生活中使用的陶瓷用品的基础就是陶器。它虽不

像玉一般的青瓷或是像雪一般洁净的白瓷，但是

却贯穿于韩民族生和死的全过程，如在食住生活、

葬礼中等。从人的诞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有

使用陶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陶器顺应生

与死的历程。

到了青铜器时代（公元前 1000-公元前 300），

新石器时代华丽的几何学纹样变淡，无纹陶器成

为主流。铁器时代的陶器中，器身上布满打捺纹

的较多。这是用绳子缠住陶拍，在器壁的里外用

陶拍拍打而形成的纹样。拍打器壁，能拍掉胎土

中剩下的空气，也能印上适合的纹样，可以说是

一石二鸟。这时，制作好的紧实的陶器就能放在

封闭的陶窑内，利用近 1000 摄氏度的高温进行烧

制了。

高句丽（公元前 37-公元后 668）在地理位置

上不仅靠近中国北部，也是最先受到来自中国的新的文物和技术影响的地方。在所有

器具中，纺车成型已经普及。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使用的是精制优质陶土，在表面经

过精心打磨而制成的。除了表面上涂了一层薄薄的黄褐色釉的陶器外，还发现绘有彩

纹纹样的陶器。

[图 9-1] 新石器时期的栉文陶器

岩寺洞出土，高 40.5cm 庆熙大

学博物馆收藏

http://cndic.naver.com/zh/entry?entryID=c_3cf8b0e9ab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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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公元前 18-公元后 660）也在与高句丽几乎同一时期，建立了国家，位于汉

江流域，在地理位置上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结果导致三次迁移都邑，中心地区

向南部移动。随着这样的迁移变动，可以看出在陶器特征上也发生着些许变化。汉江

流域的三国时代陶器是以硬质无纹陶器、打捺纹陶器、灰色无纹陶器为中心。器件种

类有莊颈壶、有孔壶、高杯、盖杯、三足陶器、陶砚、骨壶、钵、大碗、带盖陶碗、

杯、碗、瓶、灯盏、瓦盆、蒸具、獐本、甕、盆、砚台、虎子等。

新罗（公元前 57-公元后 935）隔着洛东江对着伽倻，在地理位置上较为安全。以

发达的铁器文化为基础，高火度的火温调节比较自由。因此与其它地方相比，新罗和

伽倻地区的硬质陶器发展较早。因为在登窑使

用高温，所以尽管陶器没上釉，但是仍形成了

自然釉。另一方面，也有利用低火度的绿釉烧

制的更精美的用于装饰用的陶器。

由于制作技术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促使

了陶器向瓷器的发展，从统一新罗时代开始，

到经历高丽时代期间，陶瓷的质经历了一次飞

跃。这就是三国时代以来，在低火度人工铅釉

和高火度的天然铅釉的基础上，发展出的高火

度施釉陶器和青瓷。在此过程中，传统的不上

釉的陶器和上釉的陶器以及青瓷之间，除了制

作材料都是黏土的共同点以外，在质地上陶器

和瓷器明显地区分开来。因此，陶器和瓷器间

的用途相互代替，并且由于质地的多样性，也

使之形成互补关系。各种各样质地的陶器和青

[图 9-2] 高句丽的黑色陶器

高约 20cm,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图 9-3] 百济的陶器三足器

高约 10cm，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图 9-4] 新罗的陶器

高 38.6cm，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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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互补使用。仔细观察从三国时代到高丽时代，在雁鸭池、弥勒寺址等各种遗址上出

土的文物，除了瓦砖外，出土量最大的是就是各种陶器，从其容量大的特征来看，应

该是用于储藏、搬运。（图 9-5）进入高丽时代，随着青瓷，这一的新陶瓷的正式生产，

陶器和青瓷互相混用，并且根据材质的不同，用途也被划分开来。

2 高丽时代的瓷器

1 青瓷和白瓷的开始

与韩半岛隔黄海相望的中国东部沿岸，从唐朝起就成了中国青瓷的重要生产地及

中心地区。浙江省作为青瓷发展的中心地区，以明州（现，宁波）为据点，向海内外

出口。唐代以后中国的青瓷已经影响到伊斯兰地区甚至非洲。在此之中，越窑很早就

作为青瓷生产地，而且非常有名，从唐朝发展到五代时，它的技术就已达到了顶峰。

至今浙江省的上林湖、东钱湖、古银锭湖一带留下了数百个巨大的青瓷窑旧址，它形

成一个陶窑旧址群，可以真切感受到当时活力迸发的气息。到了北宋，中国北方地区

也开始制作青瓷，这样南北方都开始生产青瓷。如耀州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

等窑厂生产的产品名扬四海。

[图 9-5]

统一新罗的褶皱纹瓶

真竹里陶窑旧址出土，忠南大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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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中除了越州窑的制品以外，还有刑窑、长沙窑的制品也作为贸易品，扬

名海外。并且在韩国也有发现。韩国国内许多遗址都发现有中国产的青瓷和白瓷，7

世纪建的黄龙寺址九层木塔的心础石下部出土了唐朝的的白瓷小壶。后来，包括庆州

在内的很多地区都发现了唐三彩。在庆州拜洞作为骨壶使用的就是长沙铜官窑的青瓷

壶和越窑的青瓷玉璧形底碗。除此之外，雁鸭池、弥勒寺址、圣住寺址等当时的生活

遗址也出土了相当多的中国制造的越窑青瓷和刑窑、定窑的白瓷。

从中国传入韩国的青瓷和白瓷成了韩国民族重新认识瓷器的一个契机。不仅增加

了以中国为中心发展的精湛的青瓷制作的技术需要，也刺激了韩国国内的生产。

现在在一些地方留下了大规模的陶窑旧址，比如：包括黄海南道百川郡元山里在

内的京畿道始兴市芳山洞、龙仁市二东面西里、骊州郡中岩里、杨州市长兴面釜谷里、

高阳市德阳区元兴洞、安养市东安区飞山洞、忠清南道瑞山市圣渊面梧沙里、保宁郡

川北面沙湖里等地。最近据调查研究发现，在大邱市东区真仁洞和江原道江陵市等东

部地区也发现有陶窑旧址。截止到现在调查发现，高丽初期制作青瓷的窑厂主要集中

在黄海道，京畿道以及忠清南道、全罗南道等韩半岛西南部。其原因有二，一是开京

作为首都，一是陶瓷的生产和流通主要依靠海上交通运输。

[图 9-5] 始兴芳山洞瓷器窑址

海刚陶瓷美术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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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青瓷的生产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陶

窑的筑造及原料的选择等方面的新的瓷器制

作技术的传入。京畿道始兴市芳山洞陶窑旧址

发掘中，根据对堆积层的调查结果显示，发现

青瓷白瓷的瓷窑与过去的陶窑重叠。从青瓷窑

和陶窑间的堆积层没有受到损害可以看出，窑

址的使用有先后顺序，但并没有休止期。这就

证明，韩国国内最初生产的陶器和新引进的青

瓷在形式、技法等方面相互间的关联性很小。

这意味着韩国陶瓷的发展过程不是一般

认为的从陶器慢慢发展成青瓷的。说明青瓷

的起源和发展与原有陶器不同，可能因技术

迅速移植而发生的。从长度为 40 多米的砖窑

和在窑炉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及烧制方

法、制作瓷器样式可以明显看出，韩国的青

瓷生产过程受到了中国越州窑系青瓷技术的影响。朝鲜考古出土的黄海南道百川郡元

山里陶窑旧址也同样受到中国的影响。这一时期生产的不仅有青瓷，同时也有白瓷，

韩国白瓷的渊源可追溯到高丽初期。

2 高丽瓷器的制作及造型

高丽青瓷，在国家安定的背景下逐渐发展，

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日渐凸显出自身

的特色。即 10 世纪以后，以中部地区为中心，

青瓷的生产兴起；至 11 世纪，出现康津窑业生

产基地，青瓷的质量、形态及纹样逐渐定型。

即便历史上与中国存在外交、政治上的纠纷，

也没影响新造型及技术的引进。大约 12 世纪，

在长期的技术积累之上，高丽青瓷的特色逐渐

显现出来。青瓷已成为普遍的生活用具，在参

考陶器、金属器具形态上、功能上的优点的同

时，形成了陶瓷独具一格的特色并得以发扬下

去。

在发展过程中，青瓷在形态和制作方法上

体现出与陶器和金属器具全然不同的魅力。即，

制作青瓷时，会根据泥土特征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采取多种多样的制作、装饰方法。如：

[图 9-8]青瓷透刻香炉

高 15.3cm，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图 9-7] 青瓷头型器

百川元山里旧窑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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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0]

青瓷镶嵌纹 梅瓶

高 38.9cm，国立中央博物馆收

藏

以纺车成型的手法通过模具制作成型，或在某些部位压制花纹、形态不同的部位则分

别制作之后再胶接好等等。

根据青瓷表面装饰的不同，可以分为纯青瓷、阴刻青瓷、阳刻青瓷、铁画青瓷、

铜画青瓷、画金青瓷、铁彩青瓷等。其中，纯青瓷为无花纹的纯色青瓷；阴刻青瓷是

指通过阴刻手法将花、其他植物、装饰花纹等刻于其上的青瓷；阳刻青瓷为是指将花

纹浮雕出来或利用模具压出花式的青瓷；铁画青瓷指在上釉钱用毛笔粘上铁粉颜料绘

制出各式花纹的青瓷。

此外还有将器皿打通雕刻的透刻，使用石膏粉绘

画或打点的白画（或“堆花”），将不同泥土混合揉

制的连理文青瓷和描摹人与动物形态的象形青瓷、建

筑用陶板等。也就是说，适合泥土的所有制作及装饰

方法都被尝试过。

特别是仁宗（1122-1146 在位）时期，对外关系

稳定，虽然国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骚乱，但文风盛行，

青瓷的制作和使用也在此期间流行起来。

代表性的文物有从位于京畿道将坛郡将图面的

仁宗陵墓考古出土的青瓷瓜形瓶，方形器，无纹铜碗，

菊花形铜碗等。造型和釉色都展现出青瓷全盛时期的

卓越的制造技术及非同寻常的形态美，堪称代表之

作。与之相似的青瓷，即从康津沙堂里陶窑旧址出土

的陪葬品，看起来与日常用具并无很大的不同。此外，

还有明宗（1170-1197 在位）的智陵中出土的镶嵌青

瓷碗和碟具、痰盂等，这些镶嵌青瓷的做工技法及上

色技术格外出色。

青瓷生产全盛时期的重点陶窑旧址主要分布在现全罗南道康津和全罗北道扶安一

带。其中康津陶窑旧址在整个高丽时期都很有名。在这些陶窑旧址中出土的青瓷虽以

茶具为多，但仍可看到礼仪用具、瓦、装饰瓷砖等建筑用材料以及化妆用具、文房用

[图 9-9]

青瓷瓦片

康津沙堂里陶窑旧址出土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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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青瓷镶嵌纹瓶（14世纪）

高 29.5cm

梨花女子大学校博物馆收

藏

品等涉及生活各方各面的青瓷用品。据《高丽史》记录，义宗 11 年（1157）王宫东边

的养怡亭上盖有青瓷瓦片。而在康津的陶窑旧址和旧都城开城满月台王宫等地发现了

青瓷瓦片碎片的事实，则是可证明青瓷使用范围已经扩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力证。

另一方面，通过对陵墓、寺庙、官衙、宫阙等生活遗址出土的青瓷文物的调查研

究发现，随着使用者身份及地域特征的不同，青瓷的质量上也存在差异。这样的现象

在陶窑旧址的调查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即同一地域内制作高级青瓷制品的陶窑和

制作粗制品的陶窑是分开运营的，且同一个窑厂也会根据质量、需求的不同有区别地

进行制作。

高丽秘色可谓达到了 12 世纪陶瓷艺术的顶峰，获得了将陶瓷引以为傲的中国人的

憧憬与赞美。中国南宋时期太平老人所作《袖中锦》中传颂的“建州茶、蜀锦、定磁、

浙漆……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中可知，天下名品中，

高丽秘色占其一。当中还说道：白瓷以中国河北定窑所产的最好，而青瓷中高丽秘色

则天下第一。这既是对高丽青瓷独特的洗练之美以及完

成度的感叹，又是对高丽秘色所展现的美丽与自然之赞

辞。中国人历经唐朝和五代，见过世界上最好的青瓷，

直到宋朝仍被高丽秘色深深吸引，将其视为极品，可谓

意义重大。

最近在中国杭州等南宋首都一带，在建筑物旧址、

皇宫旧址周边出土了不少高丽青瓷。这些大多是最上乘

的高丽秘色青瓷。可见在从中国引进青瓷技术的 100 年

之后，高丽也创造出了连中国人都想拥有的青瓷。

在高丽秘色达到巅峰的 12 世纪，高丽人将镶嵌的

工艺手法果敢地运用到了陶瓷制作中并取得了成功。镶

嵌是指将不同质地和颜色的物质嵌入某一种基础材质

上的普遍工艺手法。该手法很久以前就在东西方普遍运

用，在高丽的金属工艺界中称为“入丝”。以青瓷为例，

瓷身中要嵌入花纹的部分先挖出空间来，再在之上嵌入

石灰或瓷土填充、打磨、上釉、烘烤。因此花纹青白相

间、青瓷的青蓝色底色之上呈现出鲜明的色彩对比。

当然高丽初期也有用镶嵌法制作瓷器的少数例子。但是 12 世纪前后高丽的镶嵌技

术才取得了本质上的成功，12 世纪中后期将近到 13 世纪中期达到全盛时期，在全国各

地普遍使用。以康津和扶安地区为中心高速发展的高丽镶嵌青瓷，嵌入了各种各样的

纹样，黑白相间的纹样，在碧绿的玉光之上，颜色对比效果强烈。这使得高丽青瓷从

此摆脱了单色为主的单调，变得丰富而多彩，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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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入侵之后，经 13-14 世纪，除一部分上等品之外，高丽青瓷整体上走向退步。

曾经如秘色般高品质、晶莹剔透的青瓷已不复存在，青瓷生产走向衰落。这是因为为

抵抗元军入侵，历经战争之后国力衰弱，制作青瓷的条件已不复如前。可以看出，这

段时间无论是制作上的管理还是集中程度都有弱化，青瓷的纹样丧失紧凑感，形态不

如从前秀丽，做工、上釉、烧制技术比从前马虎了许多。

但换个角度看，这段时期的青瓷生产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而是以一般大众为消

费对象大量生产。生产地区也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同类青瓷可在全国的陶窑生产，

并在此过程中又创造出了新的产品。此外在中国最新流行的青花白瓷，其花纹和器型

就被改制成了镶嵌青瓷。因高丽末期青瓷的衰退以及陶窑的分散，青瓷制作已无法恢

复高丽稳定时期的盛况。看全国发现的高丽时代末、朝鲜时代初的瓷器，可知该段时

间的青瓷业在制作技术方面虽然保留了传统，但质量与成色与高丽时期有着本质上的

区别。相比用匣钵严格、精密烘制的精美青瓷， 高丽时代末、朝鲜时代初用匣钵烤制

青瓷的例子少之又少，花纹简略，装饰手法粗糙。如果说高丽全盛时期的青瓷制作具

备一定的形式，那么高丽时代末、朝鲜时代初的青瓷制作从以往大规模的集中生产转

为地方分散性小规模制作，更具地方特色。

高丽后期的干支铭镶嵌青瓷的装饰花纹一般式样较为单一，往往在同一个瓷器上

重复使用相同图案，花纹式样变得少而粗略。当时出现的粉青瓷器大多以贡品的形式

收纳至各个地区的瓷器所充当官用。

3 高丽时代的海上贸易

搬运瓷器最快最安全的渠道是走水路。海运尤其是从古至今陶瓷贸易的重要运输

渠道。高丽时期进贡或搬运买卖陶瓷时一般是通过水路运输。因此在西南海岸一部分

地区有国内运输船只和贸易船只沉没的相关记录，这无疑是陶瓷贸易史的一条重要线

索。

泰安保宁竹岛，群山飞雁岛，群山十二东坡岛，保宁元山岛，莞岛鱼头里，务安

道里铺等地相继发现高丽及中国陶瓷，可见高丽时代末朝鲜时代初海洋路径对陶瓷运

输及陶瓷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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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鲜时代的瓷器

1 粉青沙器

“粉青沙器”这一用语出自高裕燮先生的

“灰青沙器以白土粉饰”。灰青沙器指同青瓷一

样用含有铁粉的黏土成型并上釉的瓷器；粉饰是

指在青瓷上用化妆土粉饰，而涂上一层化妆土本

身就是一种装饰。简称“粉青”。

朝鲜建国的同时也形成了纳供体系。地方

将生产的瓷器上贡到中央。在此过程中产生了部

分在装饰和设计上具备共同特征的瓷器。粉青沙

器的制作材料与技术与高丽青瓷同出一辙，但伴

随着朝鲜制度与文化的完善迸发出别样的光彩。

因此，不仅仅是王室，其使用范围已经扩展到地

方官府和平常百姓家。

在这段过渡时期，运用从高丽时代起广泛

使用的镶嵌手法、印花手法制作的粉青沙器在当时

成为了主流。此外，当时还灵活运用剥地、阴刻、

铁画、刷花等艺术手法创造出各种独特的造型。

当时的镶嵌手法分为面镶嵌和线镶嵌两种，

可视为对高丽时代镶嵌青瓷制作手法的延续，但这

也在 15 世纪末几近消失。印花手法指，用花纹图

章反复刻画后，在表面刷上化妆土，使纹路更为清

晰可见。用印花手法制成的粉青沙器上常刻有官

府、生产地、生产者名称等，可见朝鲜时代初期，官窑成立之前，有过王室、官府纳

贡瓷器的现象。剥地技法是指在器边抹上化妆土后，阴刻出想表现的纹样后，再剔除

背景的制作手法。

[图 9-12]

粉青沙器 彫花鱼文扁甁

高约 24cm,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图 9-13]

粉青沙器 印花纹 大碗

高约 18cm,g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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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阴刻是指先将器皿的一部分或整体用

化妆土粉饰后，将花纹图案细细刻画出来再上色，

突出阴刻部分。粉青沙器的装饰手法中，最为独特

大方的是铁画。即先用化妆土粉饰器身，再用含大

量铁粉的颜料描画后烘焙，出窑后会呈现出深沉的

褐色或黑色。公州鸡龙山鹤峰里是代表性的生产

地。此外还有用毛刷蘸上化妆土后在器身上刷画的

刷花手法，以及将器皿整个或部分浸泡至化妆土中

粉饰的浸染手法。

2 白瓷的制成和发展

用白土制作成型、上釉、高温烘焙而成的器皿称为白瓷。我国的白瓷制作从高

丽时期开始，在此之前是从三国时期起与中国的交流过程中引进中国的白瓷并使用。

但硬质白瓷的制作和使用实际上是到朝鲜时代以后才得以加快进程。朝鲜时代的王室

只使用白瓷，因此白瓷的生产制作首先在制度上获得了保障。尤其是 13 世纪以后，以

中国景德镇为中心，硬质白瓷生产盛行，而朝鲜王朝成立的同时确立了官窑体系，这

给朝鲜窑业体系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影响，白瓷也因此成为瓷器的主流。

朝鲜时代初期正是中国的明朝建国，白瓷成为瓷业中心的时期。此时引进了明朝

的新兴制作技术，分院的白瓷成为朝鲜白瓷的代表，引领着白瓷业的发展。纵观世界

陶瓷发展史，可见此时包括中国在内的陶瓷制作国的瓷器制作与使用已从青瓷过渡到

了白瓷。

直至朝鲜，白瓷在王室得到全面使用，为此约在 15 世纪后期，名为“分院”的

王室专用白瓷制作工厂在京畿道广州郡一带开始运营。之所以在广州郡设立分院制作

王室专用白瓷，是因为 15 世纪前半期朝廷所需瓷器皆从全国各地的制瓷所、陶器所纳

贡，运营起来比较困难，从而王室开始直接掌管朝廷所需瓷器的生产与供给。

负责王宫白瓷供给的机构是司饔院，司饔院原始掌管国王用膳乃至全宫殿上下餐

饮的机构。据《经国大典》的“司饔院条”， 司饔院作为掌管君王用膳及宫廷宴会中

[图 9-14] 粉青沙器铁画纹酿桶

高约 20cm，国立中央博物馆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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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所有饮食供给相关事务，基于这一职责，设立“分院”为专用瓷器工厂，并直

接实施管理和监督。分院作为官营沙器制造厂，运营至 19 世纪朝鲜时代末期。总而言

之，王室全面使用白瓷大大增加了白瓷的供应需求，并逐渐形成王室专用白瓷的造型

及规格，并诞生了分院瓷器工厂，而分院的白瓷作为朝鲜白瓷的代表主导了白瓷的整

体发展。

另外，当时运营分院的京畿道广州郡内退村面、实村面、草月面、都尺面、庆安

面、五包面等六处为王室燃料供应地。因此分院在王室燃料供应地区内运营，并根据

燃料供给条件在广州郡内各个地方移动，经营地点不定。

但，经常转移运营地点导致窑业出现不稳定状况，18 世纪以后制瓷所需燃料开始

从外部调入，从此分院开始实行定点经营。18 世纪初在牛川江边的金沙里运营约 30

年，1953 年（英祖 28 年）起在分院里落定。窑厂的固定使窑业基础得以稳定下来，同

时铸造了一些陶窑轮番大量生产瓷器。从 19 世纪后期分院的人口可看出，当时该地区

比现在更为繁荣，白瓷的生产和贸易已集中于此。

白瓷是需在 1250-1300℃高温中烘焙的精密

瓷器。主成分高岭土（瓷土）占 50%以上，此外加

入石英、钾、长石制成胎土。因是高温烘制，所以

胎土和釉料中的硅酸可完全融化，使得瓷器吸水性

极小，硬度极大。另一方面，为保证白瓷颜色的纯

净度，不仅是瓷土须精挑细选保证清洁，制作过程

和干燥过程中的清洁也需要高度注意。用黄土建成

的陶窑须在窑内刷上一层白土保持清洁干净，模具

也需用白土制作——这是白瓷制作与青瓷制作最

本质的区别。比起青瓷，白瓷制作要求原材料的清

洁，烘制的温度要求也更高，需要更加精准和繁琐

的技术。因此白瓷的出现意味着，在长期的反复和

努力下，陶瓷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朝鲜王室制定了工艺标准，要求工艺品必须达

到一定的技术水准。为了按照制作技法制作出高品

质超精细工艺品，在制度和政策上做出了不少努力。特别是，通过“禁制节目”，限

[图 9-15] 白瓷壶

高 34cm，三星美术馆 Leeum 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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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华丽工艺品的制作，在使用方面也基于“尚俭”的原则，强调纯朴和精神。这样的

历史背景是朝鲜时代白瓷成为主流瓷器的重要原因。所以制作过白瓷的陶窑旧址生产

的瓷器大多没有花纹，又名纯白瓷，是在白色瓷土上透明釉料高温烘制而成的，为朝

鲜白瓷之大宗，

3 白瓷多样的造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人们会试图使用新的方法

烧制瓷器，有时也会通过灵活运用过去的制作方法和各种

装饰方法制作出多种多样的造型。装饰方法中，有镶嵌、

阴刻、透刻、阳刻等用刀刻制的方法，也有使用进口颜料

的青画手法和用富含铁的泥

土、颜料的铁画手法等。

镶嵌白瓷带有强烈地粉青镶嵌传统特色，16 世纪左

右仍有部分地区生产制作。以草花纹和线纹为主，善用黑

色线条。此外朝鲜后期，多将纹样部分保留不动，再采用

透刻——即雕刻或用模具印刻的方式将纹样表面显得更为

突出，在器身挖洞使其镂空的

制作手法。

画图的手法中，铁画法

自高丽时代其开始沿用，利用

氧化铁颜料描画纹样。此法的

使用在 17 世纪以后于分院及

各地方大量增加。此外还有为

使器具呈现纯黑色、将整个器身用氧化铁颜料均匀上色的

铁彩白瓷，用含铁粉较多的釉料上色的铁釉白瓷。也有用

氧化铜颜料上色的，称为“铜画”或“辰砂”，纹样呈紫

色或红褐色，从朝鲜后期到近代时期皆有制作。

[图 9-16] 白瓷透刻笔筒

高 11cm，国立中央博物馆

收藏

[图 9-17]

白瓷铁画纹 坛子，高约

54cm，

梨花女子大学校博物馆

收藏

[图 9-18] 白瓷青花梅竹

纹坛子，高 41cm，

三星美术馆 Leeum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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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个朝鲜时代最为长期受到喜爱的白瓷纹样为青画手法。“青画”又称“青华”，

用氧化钴颜料上色而成。这种须用毛笔蘸上颜料描画纹样，因此极具绘画色彩，加之

图画署的画员多参与花纹制作，因此每个时代的白瓷纹样都会体现出当时的画风。朝

鲜后期该种纹样的白瓷制作量增加，18 世纪之后供应需求扩大到平民百姓，在绘画式

纹样的基础上还添加了装饰性的纹样，纹样种类也丰富了起来。虽然中国已经从元朝

开始制作白瓷，但朝鲜前期的青花白瓷是在元、明朝的影响下新发明的制瓷技术。壬

辰倭乱之后除一小段时间以外整个朝鲜时代瓷器的使用皆

以白瓷为主。随无法确定朝鲜时期生产青花白瓷始于何时，

但 15-16 世纪的很多作品都反映出了中国元、明朝时期的

纹样和形态。但当时的钴颜料是从中国进口的昂贵奢侈品，

能以如此娴熟的手法描画青花纹样，以朝鲜当时的状况来

看，实属不易。因此朝鲜初期的青花白瓷仅以王室官窑为

中心小批量生产，描画纹样的主要是宫中的画工。

现存的朝鲜前期青花白瓷中，相比日常器皿，更多的

是像瓶、盘、坛之类的特殊用具。其纹样也有龙、宝相唐

草、菊唐草、梅鸟、草花、松竹等，花纹之外还印有诗铭。

[图 9-19]

白瓷青花 砚滴

高 8.3cm，国立中央博

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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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从史前时代至今，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陶瓷的基础为陶器。虽然不像青瓷或如雪般

清洁的白瓷高雅，但陶器始终伴随着我们的饮食起居、葬礼仪式等，即陶器与我们民

族的生与死所有过程都是相连的。人类的诞生致死亡全过程都有陶器伴随左右，在此

过程中陶器体现出了生死顺应的历程。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时代，在使用陶器的同时，

还从中国引进了青瓷与白瓷，陶瓷环境如此这般的变化，给国内青瓷与白瓷的生产带

来了契机。

高丽青瓷约于 10 世纪以后开始以西海岸中部海岸为中心展开制作，到 11 世纪青

瓷发展期，其质量与形态都得以稳定下来。12 世纪前后通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已展现

出了高丽独有的特色。即，已经成为生活用具的青瓷，在积极运用很早就普遍使用的

陶器及金属器皿形态、功能上的优点之基础上形成了陶瓷独有的造型。并新开发镶嵌、

铁画、透刻、阳刻等装饰手法，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陶瓷模型。

到朝鲜时代，王室开始全面使用白瓷。为此名为“分院”的王室用白瓷制作厂约

在 15 世纪后期于京畿道广州郡一带应运而生。而司饔院作为掌管君主用膳及宫内宴会

上使用的所有饮食相关食物的官署，受命管理、监督“分院”这一专用瓷器工厂。因

此，分院作为隶属于司饔院的官营沙器制造厂，运营至 19 世纪朝鲜末期。当时的瓷器

虽以纯白瓷为中心，但也诞生了镶嵌、阴刻、铁画、透刻、阳刻白瓷等，其中青花白

瓷是在整个朝鲜时代最受欢迎、人气保持最持久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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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1. 请对新石器时代陶器进行说明。

2. 请说明一下高丽青瓷的形态和制作方法的特征。

3. 请叙述镶嵌工艺技法。

4. 请对朝鲜时代白瓷的发展和“分院”运营进行叙述。

参考文献

姜敬淑，《粉清沙器》，色彩书 102-12，大源社，1990.

______，《韩国陶瓷史》，一志社，1989.

国史编撰委员会，《韩半岛的泥，为陶瓷而生（韩国文化史 32）》，京仁文化史，2010.

金永元，《朝鲜白瓷》，色彩书 104，大源社，1991.

______，《朝鲜时代陶瓷》，首尔大学出版部，2003.

方炳善,《用纯白酿造的朝鲜之心——白瓷》，石枕

尹龙二,《我们美丽的陶瓷》，学古斋，1997.

______，《韩国陶瓷史研究》，文艺出版社，1992.

张南原,《高丽中期青瓷研究》，慧眼，2006.

郑良谟，《高丽青瓷》，色彩书 200，大源社，1998.

______，《韩国的陶瓷》，文艺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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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佛教雕刻

概况

佛教美术是为了辅助理解及传达佛教深奥的内容而创作的宗教性的作品。佛像作

为佛祖的雕塑形态，从三国时代到朝鲜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各个时期都塑造出独

特的样式，独具特色。韩国的佛像从 6 世纪以后正式开始制作，历经三国时代和统一

新罗时代，最终形成了韩国造型样式的佛像。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也一直制作着反映

时代变迁和特征的佛像。

这个章节中，以佛像为中心分析韩国佛教雕刻。了解佛像的种类、画像和佛像出

现的各个时代的发展过程，同时，探寻佛像里的韩国审美和韩国文化史中佛教艺术所

包含的历史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佛像雕刻及画像。

2.了解韩国佛像的发展过程和时代背景。

3.理解从佛像中反映的韩国审美和信仰。

4.通过佛像掌握东亚佛教文化的交流及历史地位。

主要用语

佛教、佛塔、佛像、法衣、光环、台座、手印、画像、样式、日光三尊佛、半跏思惟

像、笈多样式、石窟庵、禅宗、毗卢舍那佛、磨崖佛、石佛、铁佛、金铜佛、冥府殿、

佛龛、木雕帧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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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瑞山磨崖三尊佛

百济 7世纪，国宝 84号

本尊佛高 2.8m，忠清南道瑞山

1 佛教雕刻的种类和画像

佛教美术是指为了显示宗教之庄严并传播其佛理以及教化众生为目的而进行的所

有的造型艺术活动。如同我们知道的，佛教旨在人自身参透真理，同时，也以救度众

生为最高理想目标，这就要求它用适当的方法来传播佛教的佛理及真理。然而，对信

奉佛教的大多数人来说，佛教深奥的内容非常难理解，所以只能通过符合佛教佛理的

视听觉感知来领会佛教。通过这些造型活动，创作的宗教作品就是佛教美术。

佛教美术可以说是与佛教同时形成的，但是最值得重视以及最早开始建造的就是

佛塔和佛像。当然，初期佛教，也以佛足、法轮、菩提树等来象征佛陀，遂成为礼拜

对象。随着佛教的宗教信仰体系的建立，以及各种佛理的形成，自然而然的，作为佛

祖坟墓的佛塔及作为礼拜对象的佛像就成了佛教美术创作的中心。时间流逝，时代变

换，佛教美术也细分为佛教建筑、佛教雕刻、佛教绘画、佛教工艺等几类。每个时代

都具有独特的面貌及特性，并一直在发展。

佛像是指根据佛教佛理，将礼拜的对象佛陀，作为视觉造型媒介来表现的雕塑造。

佛像虽如同人的模样，但它是超越凡人的圣人，作为礼拜对象，有着和一般人不同的

三十二吉相八十种好的特点。根据吉相表现在光环、台座、手印、白虎、金身、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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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脚底部有水轮模样的三轮相，而且有平平的脚底等这是特征。

根据佛像法衣的穿法来看，有通肩法衣和右肩偏袒法衣两种。通肩是指袈裟盖住

两边肩膀的样式，右肩偏袒法衣是右边的肩膀露出来，左边的肩膀被袈裟盖起来。

光环表现为头光、身光、举身光三种。头光是指头上部所散发的光芒。该光束最

强，像烟火，像太阳的光。身光是指从身体里发出的光。举身光就是不区别头光和身

光，在身后表现的全身的光。

佛像的台座有莲花座、尚悬座、狮子座、大象座、孔雀座、马座、金翅鸟座、须

弥坛、生灵座等，但莲花座表示的意味更丰富。站着的佛像被称为立像，坐着的称为

坐像，躺着的称为卧像。坐像有结跏跌坐、倚坐、半跏坐、游戏坐、供养坐、半跏跌

倚坐等各种坐姿。

手印是佛像分类最基本方法，有禅定印、降魔触地印、转法轮印、施无畏印、施

无畏与愿印、智拳印等。禅定印，跏趺坐姿，两手平放于腿上，左手置于右手之上。

双手仰放下腹前，是佛陀入于禅定时所结的手印。这个手印是跏趺坐姿上，屏除杂念，

心不散乱，专注一境，使之进入三昧境界的手印，主要是坐禅时使用。

降魔触地印是释迦在修行成道时，为了阻止恶魔的扰乱，证明自己已经修道成佛

了而使用的手印。佛陀右手在膝盖之下，以手触地的样子。这是韩国佛像中经常出现

的手印，以前只有释迦如来才使用该的手印，现在阿弥陀如来、药师如来等也使用该

手印。

转法轮印是把释迦牟尼宣传他的学说比做转轮圣王的法轮的手印。两手在胸前举

起，右手手背朝上，左手手指相接，像拿东西的样子。该手印是释迦在鹿野苑到达修

道境界后，第一次给和自己一起苦行的五位比丘说法的手印，也叫初转法轮。

施无畏印是右手与肩齐平，五根手指整齐的向上伸直，手掌朝外的姿势，表示救

赎、保护、祝福。这一手印象征着释迦牟尼使众生心安、无所畏惧，为众生解除世上

所有苦难及问题。

施无畏与愿印表示解除众生的畏惧及苦难，满足众生的所有愿望，具有释迦如来

的大慈大悲之意。佛教传来初期，只有释迦是用该姿态，后来到阿弥陀佛、弥勒佛，

成为最普遍的手印，也成为了如来和菩萨都可用的手印。

智拳印是毗卢遮那佛使用的手印，也是智印和拳印合起来的手印。智拳印，先将

左右两只手的大拇指抓在手心，举起拳头后，左手抬起，与肩齐平，伸出左手食指，

右手的小指抓住左手食指第一段。在右手的拳头里左手食指右手大拇指指尖部互相接

触。这个手印表示消除所有无明烦恼，得到释迦如来的智慧。佛如同众生，迷惑和觉

http://baike.baidu.com/view/584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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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本来也是一个的意思。用释迦如来的世界环抱住众生的世界，意味着两个世界合二

为一。

2 佛教的传入和韩国佛教雕刻的变迁

韩国的佛教是在三国时代 4 世纪末传入的。372 年中国前秦最先将佛教传入高句

丽，百济稍微晚些，384 年由中国东晋传入。一方面新罗由于地域性条件，6世纪初佛

教才得到认可。但是现在留下来的韩国的佛像大部分是在 6 世纪以后制作的。由此推

测，要到了这个时期才开始大规模制作佛像。

1 三国时代

三国时代的佛像受到包括中国北魏等在内的中国南北朝时代佛像的影响，它们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在渐渐被发现。高句丽延嘉 7年铭佛像（539）在庆南大义面下

村里被发现。该铭文是有铭文的作品中时间最悠久的。铭文中写到延嘉 7年，己未年，

高句丽国平壤有个叫东寺的庙，制作了千佛，并进行了传播。延嘉是未列入记录的高

句丽的年号，己未年从样式上来看，被推测是 539 年制造的。该佛像被火焰纹装饰的

光背围绕着，长脸，左右两边延伸对称的衣服垂线，反映出中国北魏佛像的北朝风格。

也展现出即粗犷又刚直的高句丽式表现风格。比延嘉铭佛像晚些的，同属于一个佛像

系列的还有癸未铭金铜三尊佛像和辛卯铭金铜三尊佛像。这两个佛像就是在一个光背

里并立三尊佛像的一光三尊佛形式的佛像。另一方面，三国时代的半跏思惟像很流行，

高句丽的作品中有有平壤平川里出土的半跏思惟像。高句丽到了 7 世纪，国家鼓励道

教的发展，佛教就相对的渐渐地衰退了。

相反，从扶余军守里考古发掘的蜡石佛坐像和金铜菩萨立像、泰安和瑞山的磨崖

三尊佛中柔软的身体、温和的微笑等特点可以看出，百济受到南朝雕刻的影响。这些

佛像与高句丽佛像不同，表现出柔和、刚正的气质，以及浓厚的特色。这是因为百济

与高句丽不同，和中国的南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受到南朝影响，发展了佛教美

术。与此同时，到 6 世纪中期 7 世纪初时，百济地区最受关注的就是磨崖佛像的出现。

礼山的四面石佛、泰安的磨崖三尊佛、瑞山的磨崖三尊佛等作为代表作品，是百济特

有的独创巨作，其中瑞山磨崖三尊佛明朗微笑的样子被称为“百济的微笑”。这三尊

佛的左边胁侍像是半跏思惟像，右边是一尊站在船前方两手握住宝珠的观音菩萨立像，

展示出一副奇特的构成画面。这两尊菩萨像都是在百济流行过的菩萨像样式，特别是

这样的样式在中国南朝的菩萨像里或是日本的飞鸟时代菩萨像中也发现有，可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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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当时东亚国家间佛教雕刻的艺术交流情况。

之后，高句丽和百济的雕刻流传到新罗。新罗的造佛像活动同佛教的传入比高句

丽及百济晚些，到 7世纪才开始慢慢兴起。例如，7 世纪创作的的庆州拜里三尊佛一样，

圆圆的脸和四等身的像孩子一样的身材，这种风格样式一直延续着中国北齐、北周及

隋代的新的雕刻样式。其中石佛制作的数量较多，有代表性的有庆州南山三和令出土

的三尊佛像、拜里三尊石佛等，这都展示了新罗石佛富有自己特色的独特的雕刻形式。

这些佛像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头，像孩子一样圆圆的身材，眼睛鼓鼓的，嘴角处带着

平静的微笑，整体上给人一种富态之美。

新罗的佛教一方面带有祈求国家发展的护国信仰的特点，一方面，流行现世求福

的药师信仰，药师像大部分是小金铜佛穿着偏袒右肩的袈裟。这种样式主要在以新罗

地区为中心的地区流行。

三国时代的佛教雕刻是以从高句丽到百济，再到新罗，这样一种大趋势发展的。

正通过这样的趋势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佛教样式。三国时代形成的韩国佛教雕刻是统

一新罗时代雕刻的基础，不仅如此，从法隆寺的三尊像、广龙寺的半跏像中还可以看

出积极影响了日本的佛像雕刻。

[图 10-2]

金铜半跏思惟像

三国时代 6世纪，国宝 78号

佛高 83.2cm，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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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一新罗

统一新罗时代的特点是有着三国时代的传统特征和受到通过中国传来的印度笈多

雕刻的影响等，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具有韩国特点的佛像。

根据《三国遗事》中的记载可以知道统一新罗时代“寺庙如同空中星辰般越来越

多，佛塔如同翱翔的大雁数不甚数”。随着佛教的兴起，新罗制作了大量的佛教雕刻。

当时唐朝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也可以看

出唐朝新的佛像及佛画的样式也迅速传

道到新罗。具有代表性的有在雁鸭池发现

的说法印如来坐像和掘佛寺址的四面石

佛，从这些新的造型样式来看，这些佛像

都积极吸收了唐朝笈多样式的特点。衣薄

贴体的着衣方式，行云流水般的衣纹，理

想化的脸型和富有感性美，这些具有此特

点的菩萨像是完全随着盛唐时期的美术

样式而制作的。8世纪初期制作的甘山寺

石造弥勒佛立像和弥勒菩萨立像（719）

作为新罗时盛唐样式的代表作品。该佛像

特点是用立体感的衣纹来表现身体的凹

凸有致，以及熟练的雕刻出真实形象的脸

部模样。

统一新罗的佛像雕刻通过 8 世纪中

期的石窟庵佛像群达到了艺术的巅峰。石

窟庵堪称新罗时期的巨制，它通过准确比

例和协调的结构建造的圆顶形的人工石

窟，里面供奉着 38 尊制作精致的佛像、

菩萨像、罗汉以及飞天像等，用艺术的语

言完美再现了释迦牟尼悟道的瞬间，以及

当时新罗人心中期盼的净土。石窟毫厘不

差地利用几何原理建造的方形前室和与

之相通的圆形主室，在里面摆置着用现实

手法表现的理想型模样的各类佛像。完美

再现了本尊佛、优美雅致的菩萨像、各具

个性的十大弟子、稳健有力的四大天王和

勇猛矫健的仁王像等。均衡与和谐，现实

与神秘的界限相互交错，得到了亚洲最经

[图 10-3]

甘山寺石造弥勒菩萨立像

统一新罗 719 年，国宝 81号，佛像高 1.8

米，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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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佛教作品的美赞。

石窟庵本尊佛以及较早的七佛庵等地出现的降魔触地印的如来坐像大部分是在统

一新罗时期流行的。从 7 世纪到统一新罗，使臣及前往中国与印度的求法僧的活动，

使佛教文化交流越来越活泼，这也就促使了一种新形式的诞生。除此之外，还有佛国

寺的金铜毗卢遮那佛坐像和极乐殿的金铜阿弥陀佛坐像，正是当时新流传进来的，从

这些作品中也能看到新的手印。

统一新罗 8世纪时，建筑和雕刻跨过了金属工艺、印刷术、纺织术等各种领域，

[图 10-4]

石窟岩本尊佛

统一新罗 8世纪中期，国宝 24号，

佛像高 3.26 米，庆北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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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佛国寺 金铜比卢遮那佛坐像

统一新罗 8 世纪后期，国宝 26

号，

佛像高 1.77米，庆北庆州佛国寺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图 10-6] 七佛岩 磨崖佛像群

金元龙、姜友邦《庆州南山：新罗净土的佛像》，悦话堂，1987,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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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韩国佛教美术的最繁荣时期。但是，该时期之后，由于新罗社会的矛盾和禅宗的

兴起，以及通过从中国而进来的外部文化刺激不足等，使得佛像雕刻的发展在迅速衰

退。

新罗后期，和以庆州为中心而举办的造像活动不同，依靠地方势力，制作了很多

佛像。到了 9世纪，通过受华严影响的禅宗，以九山禅门为中心的造像活动变得活跃。

毗卢遮那佛制作的量多，这些都是由地方豪族的支持建造的。智拳印的毗卢遮那佛以

密教系大日如来的图像形式闻名遐迩，但是，在韩国密教没能发展成为独立的宗派。

庆尚北道山清石南寺 766 年制造的毗卢遮那佛据推测为最早。长兴宝林寺的铁造毗卢

遮那佛（858），江原道铁原到彼岸寺的智拳印铁造如来坐像（865），大邱桐华寺石

造毗卢遮那佛（867），这些都是可以推算出在制作上有相关联的重要作品。

这个时期的佛像在特征上有些许夸张，形式化倾向明显，在礼拜上的崇高美有点

减退。同时，在制作材料上，铁佛的制作渐渐增加，金铜佛的立体感渐渐消失，以平

面来变现。通过单纯地用线刻处理衣褶，能够看出造型技术在迅猛衰退。但是，另一

方面，就是由于禅宗的发展，9 世纪的佛教雕刻衰退的同时，在僧侣的庙塔即石造僧塔

方面却留下了非常出众的杰作。

[图 10-7]

到彼岸寺 铁造比卢遮那佛

坐像

文物厅 文化遗产发掘调查

团，

《韩国的寺庙文物：江原

道》，SOL出版社，2002, 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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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丽时代

从统一新罗后期起，地方豪族势力开始发展建造佛像，到了高丽，更加活跃。在

高丽初期制作佛像虽受到中国五代、辽宋的一些影响，但整体上建造出了韩国本土化

的佛像。在高丽前期，多数佛像继承了统一新罗时代传统的佛像。佛像中穿着通肩或

者偏袒右肩的袈裟，作智拳印或降魔触地印手印的佛像很多。这些佛像继承了石窟庵 8

世纪至 9 世纪释迦牟尼等佛像传统。从材料来看石佛、铁佛居多，从地域来看许多佛

像位于江原道和庆尚道。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光州铁佛，坐落于永州浮石寺的塑造

如来坐像为代表性作品。

从具有地方特色的佛像

来看，以江陵地区为中心修建

的月精寺和寒松寺的石造菩萨

坐像为其代表作。寒松寺石造

菩萨坐像头戴别致的圆柱形皇

冠，丰润的面庞溢满微笑，颈

戴长串项链。整体给人感觉圆

润、温和，蕴含女性的温暖色

彩，在独特大理石质感中展现

出温柔的美感，通过观察遗留

的与之形态类似的月精寺八角

九层石塔前头戴高耸皇冠的菩

萨坐像与江陵神福寺址菩萨坐

像，可以了解到一个时代建造

的地方风格特征。

高丽时期具有地方风格的

佛像中，还有江原道原州地区

的铁佛。在江原道原州地区早

在统一新罗 9 世纪末开始就有

制作铁佛的记录，几尊铁佛流

传至今。其中被认为建造于最

早时期的铁佛便是从原州市迁

过来的铁造药师佛坐像。实际

上将铁造药师佛坐像的脸和并

不宽阔的肩圆润地修造出来，

看上去栩栩如生如同真人一

[图 10-8] 寒松寺址 菩萨坐像

国立春川博物馆，《国立春川博物馆》，2002，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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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衣褶好似流淌的水纹般浮于袈裟之上，左侧肩上三角形的袈裟装饰较有特点。此

外，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三尊铁佛也是从原州市搬运过来的，这些佛像几乎都有同

一特征，作降魔触地印，身体弯曲，轻薄衣衫贴体，袒右袈裟。这些铁佛头部肉髻低

缓，头发为螺发，短下颚，四方脸，水平方向伸展细长的眼睛，窄鼻梁，薄嘴唇，用

锋利鲜明的槽痕来表现衣服的褶皱。

另外展现地域特色的高丽初期作品中，具代表性的是，为了纪念后三国的统一，

太祖王建发愿建造的连山开泰寺里的石造三尊佛立像。以开泰寺三尊佛为首的灌烛寺

菩萨立像、大鸟寺菩萨立像等大型石佛流行于忠清南道一带。这些巨石佛的特征都是

个头高大，面庞宽大而面无表情，给人留下奇怪的印象，身体怪异地呈现四方形，都

体现出个性化的脸和身体。而盛行于统一新罗时期的大型磨崖佛被自然地、简单地呈

现其自然面容，只简单地雕刻其头部。

到高丽后期雕刻的忠清道

长谷寺、文殊寺镀金铜佛坐像般

的佛像，表达了人性的温暖，呈

现出端庄优雅的身姿，展现了更

加整齐的造型感，通过与元朝皇

室的交流，兼容西藏喇嘛佛像风

格，风靡一时并传承至朝鲜初

期。以国立春川博物馆中收藏的

金刚山出土的镀金观音菩萨坐

像为例，它体现了高丽后期积极

学习吸收外来佛像风格，华丽的

皇冠和具异国特色的脸庞，大大

的耳环和缠绕于全身的璎珞，反

映了当时通过元朝传入的喇嘛

佛风格。这是元朝与高丽后期的

王室、贵族间流行的金刚山信仰

的产物，例如，元朝的奇皇后为

拥立儿子为皇帝，便曾在金刚

山举行大规模佛事。

[图 10-9] 铁造 药师佛坐像

国立春川博物馆，《国立春川博物馆》，2002，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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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0]

灌浊寺 石造菩萨立像

高丽 10 世纪后期，，宝物 218 号，

佛像高 18米，忠清南道论山市灌

浊寺

[图 10-11]

金铜观音菩萨坐像

高丽末期~朝鲜初期，

金刚山出土，

佛像高 18.1 厘米，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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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朝鲜时期

受朝鲜时期抑佛崇儒的国家政策影响，不仅佛像建造减少，而且随着造佛意愿的

减退雕刻技术也急剧退步。但由于以一部分王室和士大夫为中心发展的个人崇佛的意

愿一直延续，便制成带有个人求福特点的小体积镀金佛。朝鲜时期的佛像虽继承了高

丽后期的佛像风格，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发展成四方僵硬的脸型、微驼的上半身、平板

型生搬硬套的衣服褶皱等为朝鲜时代本土化特色的形态。在五台山上院寺收藏的文殊

童子像腹中发现的发愿文中可以了解到，这尊宝贵的佛像建成于朝鲜 1446 年，其具有

富态的脸型及匀称的身体，是朝鲜前期雕刻作品中最为优秀的作品，

与此不同的是在朝鲜时期佛教雕刻中不得不提的代表性作品——水钟寺八角五层

石塔中发现的朝鲜前期佛龛的佛像，及在其他几层中发现的一批佛像。特别是在塔身

第一层内发现的矩形佛龛中安放着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三尊佛像，根据

在释迦牟尼身上发现的发愿文，可知这三尊佛像是在水钟寺落成的1459——1493年间，

由成宗的后宫妃子为王、王子和公主发愿而立的。被推测为是释迦的中央本尊佛下半

身比上半身瘦弱，手印比例小，衣褶也成形式化的形态。 还有这座石塔的盖石和塔座

中层基石上共供奉了 23尊镀金佛。佛像群前面展现了朝鲜前期佛像和其他面貌的佛像，

[图 10-12]

上院寺文殊童子像

文物厅文化遗产发掘调查团

《韩国的寺庙文物：江原道》

SOL出版社，2002, 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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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是不同时代供奉的佛像。26 帧佛菩萨像中刻有毗卢遮那佛手印的佛像具有台座，

记录着底面是仁祖 6 年（1628）仁穆大妃金氏发愿而建的。通过这一座塔里的发现的

15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前半期建造的佛像，可一眼看出朝鲜佛教雕刻的变迁，因此这也

成为了宝贵的资料。

朝鲜时期佛像的特征中有一点是在材料方面木雕和塑造增多，体型增大。从佛像

内发现的东西可知，发愿文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内容记录着建造的寺刹及资助人，还

有造佛像的日期，通过这些可了解雕刻佛像的目的及阶层，可以说是最好的历史资料。

在发愿文中可确认建造佛像的匠人的大部分人名，也能了解到当时雕刻匠人的建造情

形和流派等信息。

朝鲜后期佛教雕刻在图像和风格上基本一致化，供奉着三尊佛像的三世佛最多，

同时也有三身佛和阿弥陀佛三尊佛、冥府殿的各种图像、天王门的四天王等佛像。三

世佛是释迦阿弥陀佛、药师佛三尊佛，三身佛是法身、报身、应身佛，大部分以法身

毗卢遮那佛为中心左右两旁立为释迦和卢舍那.

[图 10-13]

木刻阿弥陀如来说法像

朝鲜 1782 年，宝物 421号

181cm×183cm，

全北南原实相寺药水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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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两场大规模战争后，建造最多的图像之一便是与三界

中死亡后相关联的冥府殿。冥府殿中央安放着主尊佛——地藏菩萨像，左右分别安放

着胁侍道明尊者和无毒鬼王，在其左右各安放 5 位一列共十王, 安放的判官和侍者生动

地流露出地狱审判的情态。在材料上塑造佛较多，高度很高在 3 米以上。东方持国天

王持刀，北方多闻天王持琵琶，西方广目天王持幢或托塔，西方增长天王持龙和佛珠。

私人佛龛和木刻佛像的制作蓬勃发展，也可说是朝鲜时代佛教雕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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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佛教美术以传播佛教佛法为目的，发展造型艺术活动，重视佛塔与佛像。佛像体

现出像佛塔的雕像、32 吉相 80 種好一样具有身体特点的法衣、佛光、台座等的特点。

佛像的姿势以立像、坐像、卧像为代表，手印有禅定印、降魔触地印、转法轮印、施

无畏印、施无畏与愿印、智拳印等。

三国时代的佛教雕像是从高句丽百济向新罗发展的趋势，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佛教

风格。高句丽的延嘉年 7 年铭佛像反映了北朝风格，体现了刚直的高句丽式的表达感

觉。受南朝影响的百济佛像特点为温柔文静，6 世纪中叶到 7 世纪初百济地区出现了磨

崖佛像。新罗建造雕像从 7 世纪起活跃起来，也雕刻出了石佛和药师佛。三国时期的

佛教雕刻为统一新罗时期的雕刻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日本也产生了影响。

统一新罗时期受三国时期传统影响，受通过唐朝引进的印度笈多雕刻影响，在国

际文化交流中，定型了带有韩国特色的佛像。8 世纪中叶将净土世界艺术升华的石窟庵

佛像群，使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刻达到巅峰。新罗后期建成了以禅宗 9 山禅门为中心的

毗卢遮那佛，雕刻退化而形成了卓越的石造僧塔。

高丽时代地方豪族使佛像活跃发展，从而发展了韩国式的佛像。在江原道、庆尚

道地区遗留许多石佛、铁佛，月精寺和寒松寺石造菩萨坐像、连山开泰寺石造三尊佛

立像作为具有地域性特色的佛像堪称代表作，大型磨崖佛也盛行一时。造型比高丽后

期的佛像看起来更具整齐划一的美，与元朝交流，而且吸收了喇嘛佛像风格，盛行一

时直至朝鲜初期。

朝鲜时期的佛像继承了高丽后期佛像风格，但逐渐转变为本土化形态的佛像。受

抑佛崇儒政策影响，佛像制作减少，而带有个人求佛性质的小型镀金佛作品有所增加。

朝鲜时代佛像的特点是木造和塑造增加并向大型化转变。根据佛像内被放入的发愿文

可以了解到制作佛像的目的和背景。可看出朝鲜后期的佛教雕刻统一化的图像和风格，

三世佛增多，历经两场战争后冥府殿增多。私人佛龛和制作木雕佛像也成为了朝鲜时

期佛教雕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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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1. 请说明三国时代、高句丽和百济佛像的特征。

2. 请叙述统一新罗时代的佛教雕刻。

3. 请叙述高丽时代地方样式的佛像。

4. 请说明朝鲜时代佛教雕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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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绘画

概况

绘画是在二次元平面上用线或者色彩画出某种形状、表达某种意义。从这个角度

来说，绘画是最单纯最原始的艺术。同时，绘画是在二次元平面上再现真实的三次元

空间，这需要一定水平的技巧，不仅仅是单纯的再现，为了有效地表现理念的、象征

性的内容，需要高度抽象的塑形能力，所以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门非常多元的、高

层次的艺术。绘画在人类文化的原始时期即旧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之后发展到现在，

被很多人喜欢也是在于它的复杂性。

人类之所以绘画是因为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珍贵之处。初期的先史时代和古代，以巫术

为目的、带有祭祀仪式性质的图画很发达，中世纪，受宗教观念支配，承载超越生老

病死救赎意识性质的绘画很发达。进入现代，现实主义兴起，带有政治、社会、现实

功能和性质的绘画被大家广泛喜爱，偏爱重视包括实用性、艺术性和鉴赏性在内的绘

画。因此，时间越早，绘画材料、技巧和形态也越带有强烈的综合性质，越往后，文

化的、独立的和自律的要素比重也越高。本章我们将带领大家根据韩国绘画的时代潮

流，了解各时期的特征倾向和艺术意义。

学习目标

1.理解韩国绘画的发展过程和各个时代的特征。

2.培养绘画作品的鉴赏和分析能力。

3.把握绘画作品所反映的历史和时代面貌。

主要用语

岩刻画，古墓壁画，四神图，彩典，图画院，文人画，山水画，佛画，写经变相图，

水月观音图，图画署，画员，院体画风，士林画风，肖像画，御真，真景山水画，郑

敾，风俗画，金弘道，南宋文人画，四君子，金正喜，张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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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前时代的绘画

原始时代的绘画主要画在居住地附近的洞窟，或者岩壁、土器、青铜器等器物上，

将当时与狩猎、捕捞或者农耕相关的内容，以真实的或者几何学的形态直接画上去，

或者刻上去。最为悠久的例子是表现了旧石器时代狩猎场面的南部欧洲的拉斯科洞窟

壁画以及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中国新时期时代的土器上所画的多种多样的色彩画也

是其典型的例子。据推测，作于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器时代末期庆尚道地区的岩

画是韩国的典型例子。

庆尚南道蔚州郡垈谷里的盘龟台岩画位于竖 2 米，横 8 米得巨大岩壁上，真实刻

画了狩猎和捕捞对象 300 多帧。左侧主要以鲸鱼和海豚等海洋动物的面刻为主，右侧

主要以鹿、野猪、老虎以及熊等陆地动物的线刻为中心进行雕刻。鲸鱼的体内插着鱼

叉，并且有鲸鱼崽儿；老虎等兽类的正面和侧面被相互结合起来进行表现，甚至连身

上的花纹也被刻画出来。史前时代的绘画非常典型的体现出了古代透写图法与歪曲画

法。上端与下端的一部分还能看到人的身影，并且也能隐约的看出出画面上裸露着生

殖器在跳舞、狩猎或者捕捞的情形。因此，这幅岩画寄予着对捕捞丰收以及风礼的美

好愿望，同时也蕴含丰裕与多产的祈愿，这主要是从祭祀仪式与巫俗的意义上来说。

[图 11-1] 盘龟台岩画（拓本，部分）

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庆尚南道蔚州郡彦阳面垈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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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作画技巧上，都与中国北方、蒙古、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的

岩画很相似，隶属于北方亚洲岩画系列。描摹鲸鱼的海洋界岩画，由于是唯一的例子，

所以特别受到关注。

与此相比，位于 2 千米上游泉田里岩画，被雕刻在横 10 米，竖 3 米得巨型岩壁上，

使用线刻勾勒出了其同心圆、漩涡以及菱形的几何学形态。同时上面又被雕刻上鹿以

及人物，从这方面来看，与盘龟台岩画相比，其产生的年代要晚一些。对于几何学形

态所代表的意义，有多种解释，但到底哪一种解释最确切，还无从知晓。通常来说，

对于生命的起源以及史前时代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莫过于天上的太阳，月亮

和星星，以及大地、水和雷电等因素。将这些自然界中令人敬畏的现象，雕刻成岩画，

使得这些象征性的图像符号化，从而在祭祀仪式以及巫俗意义上彰显其包含的丰裕和

多产之意。

2 三国时代的绘画

三国时期，半岛国家吸收了汉文化，并建立了古代国家体制。朝廷设立了“彩典”

这样专门从事绘画的机构，并出现了“画师”这个专门从事绘画的人。与此同时，宫

殿、宅第、寺院以及坟墓等建筑上都出现了具有政治、宗教以及巫俗性质的画。在古

代由于文字没有普及，绘画就承担了将治所和圣所的庄严性与崇高性，在视觉和巫俗

上表现出来的重要作用。地上的绘画遗址已经随着建筑物的消失而不复存在，因此其

具体内容也就无从得知。但从地下保存的古墓壁画中，还可以窥测到当时的情况。

古墓壁画是高句丽继承了中国汉代的封土石室墓与古墓壁画的传统，于 4 世纪中

叶到 7 世纪中叶而形成的。至今为人所知晓的古墓有 120 多个。古墓壁画是依据人们

相信死后生命依旧会延续的古代继世思想而形成的。依据来世观的变化，在墓地结构

与壁画内容上，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初期，墓地内有多室，主人公被描摹成神像式

的肖像；中期，墓地主要是 2 室墓，主人公的形象以生活风俗图的形象出现；后期，

墓地多为单室坟墓，壁画主要以“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由于中

期处于初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壁画类型都是以多样化的复合形式

存在着。高句丽古墓壁画大部分隶属于中后期。由于其确切的年代无法考证，因此，

多从逻辑上的时间概念以及造型上的展开概念的性质出发去理解这一时期的古墓壁

画。

初期阶段，属于中国东夷系的前燕与后燕流民，首先吸收了辽东与华北地区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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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室墓与壁画古墓，之后在 4 世纪中叶到 5 世纪前期将壁画传入高句丽。这一时期

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位于黄海道安岳郡带方郡太守冬寿的安岳 3 号墓（357）（图 11

—2），以及位于平安北道大安市德兴里的幽州刺史镇得古墓。现存的 120 多个壁画古

墓中，只有这两座墓上刻有中国式的墓志铭，而且能够准确的知道建造的年代以及所

葬之人。虽然最初高句丽的都城国内城在满洲，但这两个墓位于汉四郡所在的由汉人

自治的最南端平壤附近。该墓室结构是最为复杂的汉朝多室结构。

复杂的坟墓形态使得现世空间得以充分的再现，并且与划分成举行祭祀仪式空间

的汉代中国式的坟墓结构非常相似。壁画都将主人公描绘成如神像般正坐，处理政务

的样子，或者描摹规模宏大的行军场面，这些都保留了汉代古墓壁画的传统。受来世

思想的影响，主人公周围还摆放了许多死后与衣食住相关的东西，这些内容都在壁画

中反映出来。同时也有许多莲花等佛教的内容。德兴里古墓中，天花板上的狩猎图都

包含了与中国天界有关的神话。安岳 3 号墓的板石上，直接使用天然矿物质颜料进行

绘画，显得洗练纯净。德兴里古墓的板石上使用了弗雷斯科的技法（先涂上灰漆，在

漆未干之前作画），给人以质朴的感觉。这两种技法逐渐被确定为以后高句丽古墓壁

画创作的最重要的两种方法。由多位画家共同作画，每幅画的运笔风格多少都各不相

同。人物形象的描绘，随着人物身份的不同，使用有等级的大小表现法来进行；或者

[图 11-2] 安岳 3号墓墓主人肖像

357年，黄海道安岳郡安岳 3号墓前室西侧室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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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越往后越宽阔的逆远近法与正面和侧面相结合的歪曲画法。这也是直到高句丽古

墓壁画中期经常见到的典型的古代表现方式。

5 世纪前期到 6 世纪， 到了中期阶段，高句丽在吸收了中国式古墓壁画的精髓后

进行了具有个性和独创性的再创造阶段，这一阶段的古墓壁画都是高句丽式的壁画。

坟墓缩小为以前室与现室为中心的 2 室，变得单纯化；壁画上的人物变成了坟墓的主

人公，其生活风俗画被刻画的栩栩如生，更加充满活力，给人以现世生活在坟墓中被

延续下来的感觉。服饰与风俗图展现了高句丽特有的面貌特征，描绘手法虽然略显朴

素，但活灵活现，笔力遒劲，更好的展现了高句丽的尚武精神。大约产生于 5 世纪前

期或中期的通沟角抵冢与舞踊冢，是中期阶段初期典型的例子。特别是角抵冢的摔跤

场面与夫妇像，舞踊冢的舞蹈场面与接客场面，以及狩猎图（图 11—3），综合体现了

高句丽的个性与特征，并且成为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大约产生于 5 世纪中后期的通沟长川 1 号墓与平安南道龙江双楹冢，其生活风俗

图对然依旧受到推崇，但画面的活力明显下降了很多。而以佛菩萨像、僧侣像、礼佛

图、莲花化生图等佛教内容为主的绘画取代生活风俗图，受到人们的推崇。特别是从

莲花中诞生出新生命的长川 1 号墓天花板上的莲花化生图，以及以前室野游会为背景

的莲花更为引人关注。这展现了并非相信现世生活能够延续下来的继世来世观，而是

展现了去极乐世界过与现世不同生活的转世来世观。通沟的散莲花冢是单室墓，约产

生于 5 世纪后期到 6 世纪前期。这一时期处在墓地内部全部只画莲花，佛教的转生来

世观通过莲花被符号化和装饰化的阶段。

此外，中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约是在 5 世纪后期到 6 世纪初期。在这期间，平

安南道大东郡与黄海道安岳郡一带的药水里古墓，水山里古墓以及德化里 1 号墓中，

作为中期最为典型的壁画人物风俗图，其气势正逐渐退却，作为中心主题的四神图逐

渐兴盛起来。作为四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本来是 28 星宿星座的一部分。从

战国开始，到汉朝与阴阳五行思想相结合，被神化成守卫四方的保护神，广泛应用在

建筑或者坟墓上。因此，从舞踊冢和双楹冢开始，墓地天花板的下端就出现了形态逼

真的小守护神。之后，出现了随着四神图的比重与大小逐渐变大，生活风俗图反而开

始出现缩小的交替现象。因此，两室墓药水里古墓的墙壁上，与夫妇像相比，四神图

所占比例更大。单室墓水产里古墓与德化里 1 号墓里的四神图，与人物风俗图相比，

被画在墙壁的中心位置上，且面积更大，同时呈现出神秘的理想化形态。另外，德化

里 1 号墓的天花板上，甚至都用环纹与云气纹勾勒出了所有的星座，凸显了巨大的变

化。

后期阶段，起止时间从 6 世纪初中期到 7 世纪中期。中期后半部分时间发生的变

化仍在继续，坟墓是单室墓，并向单纯化、大型化的方向发展。在壁画方面，人物风

俗画衰落，逐渐被四神图所取代。它们被画在墓室四壁的中央部位，以独立主题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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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被固定下来。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6 世纪后期到 7 世纪初期的通沟（乌会墓）4 号墓

与 5 号墓，它们都很明显的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乌会墓）的四

神旁边都画有天人与仙人，呈现出貌似在服侍四神的形象。不仅如此，天花板上，象

征天界以及中国的创造神和文明神的神话人物都以写实的姿态，使用阴影法被描摹出

来。这样看来，后期出现的新变化，明显是受到了从中国传来的道教异仙的来世观和

新画法的影响所造成的。人物多呈现出北朝的官人风，同时由以纹样图、莲花图为中

心向忍冬纹为中心的转变也为此奠定了基础。

大约与五奎坟处于同一时期的平安南道中和郡真坡里 1 号墓，里面并无天人和仙

人，而是在北面的墙壁的玄武左右两边，很逼真的画了两棵松树，图画背景充满了凝

练流丽的云气纹，不仅样式不同，而且在内容上也涂抹上了相类似的佛教背景。通沟

四神冢的玄武图中没有树木，只有云气纹呈现出复杂、华丽而又别样的风格此外，平

安南道江西郡的江西大墓四神图，约产生于 7 世纪中期，它甚至连云气纹都省略掉，

[图 11-3] 舞踊冢狩猎图

高句丽 5世纪，中国集安县通沟舞踊冢墓室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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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运用精巧的阴影法将形象逼真地描绘出来，充满了神秘且理想化的韵味，艺术成

就成为后期四神图的高峰。因此，在安放尸体的墓地中，给人以这样的神秘感觉：被

葬之人死后升入天堂，周围有神圣的四神守卫。但由于唐朝的侵略以及自身内部因素

的影响，660 年高句丽灭亡，高句丽的古墓壁画的艺术顶峰也中断了其前进的道路。

百济与新罗受古代来世思想的影响，坟墓文化也很发达。但百济在 6 世纪后主要

受南朝砖筑坟的影响较深，与古墓壁画相比，砖的装饰纹样文化较为发达。525 年筑造

的武宁王陵，砖皆是用精巧凝练的莲花纹雕刻而成，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只是

在 6世纪前期的公州松山里古墓中，还能看到砖上画画的部分中，用粘土做成土墙后，

再使用墨和色彩绘出的四神痕迹。同时，在 7 世纪前期的小型封土石室墓扶余农山里

古墓中，四周墙壁的板石上都画有四神图，天花板上绘有莲花纹和飞云纹，这与高句

丽后期古墓壁画的样式十分相似。扶余窥岩里外里出土的 7 世纪的山水纹砖上，水流

流过的陡峭的岩壁后面，长满浓郁松树的三山形的山，层层叠叠地环绕着；天空下，

弥漫着云气纹的山水纹样反映了道教与佛教的世界观。

在新罗，由于中亚的精石木椁坟盛行，墓室中并没有供进行绘画的空间，因此不

存在古墓壁画。只是在 6 世纪筑造的庆尚北道顺兴邑内里石室墓中，绘有力士像之类

的莲花纹、云气纹壁画，依稀可见高句丽古墓壁画的痕迹。

[图 11-4] 江西大墓玄武图

高句丽 7世纪，平安南道江西郡江西大墓墓室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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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一新罗时代的绘画

668 年，三国统一，开启了统一新罗时代。朝廷改组新罗末期的“彩典”为彩典署，

从国家层面开始对画家进行管理。与此同时，广泛吸收唐朝绘画的精髓，从而使得宫

廷绘画与佛教绘画十分发达。6 世纪末，唐朝向新罗王室赠送屏风画作为礼物。8 世纪

末，新罗大量从唐朝购进以盛唐的贵族人物画风而著称的“周昉画”。据记载，率居

在皇龙寺作《老松图》，引来群鸟驻足。这表明，当时学习盛唐风的写实主义人物画

与青绿山水画非常盛行。另外，《三国遗事》记载的 53 佛图与千手观音图、十一面观

音图、弥勒菩萨图、普贤菩萨图，还有率居在庆州芬皇寺所画的观音菩萨像以及在晋

州断俗寺所画的维摩像等佛教绘画，都随着佛教的兴盛而盛行起来。一方面，根据《三

国遗事》记载，随着盛唐时期钟馗之类的傩礼神传统或者图像传入新罗，9 世纪宪康王

朝时期的处容故事也家喻户晓。大门上贴上处容的画像以趋避恶鬼，这种辟邪图也已

经在民间开始流行起来。

但是，现存唯一的统一新罗时代的绘画，是出土于石塔中，制作于 754—755 年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变相图》，目前收藏于三星艺术馆 Leeum。这是皇龙寺缘起法师为

了母亲而写华严经，之后，在封面上面，由义本、丁得、豆乌、光得等使用金粉或者

银粉绘制而成。虽然只有一部不完整的残卷保存下来，但还可以看到：表面上使用银

粉绘制成宝相华文与力士图，内部则使用金粉绘制成《华严经变相图》。这幅图描绘

了毗卢舍那佛端坐在普光明殿莲花台上，在其下面普贤菩萨正在说经的场面。力士像

与菩萨像体态丰满，描绘逼真，可以从中窥测出 8 世纪流行的理想写实主义风格。此

外，这幅图运笔洗练、优雅，笔触有力，线条粗细与速度不断变化，呈现出了写实的

画面。虽然只是用笔线进行描摹，但丝毫不缺乏立体感与生动感，这充分展示了盛唐

时代流行的吴道子的白描画、兰叶描、吴带当风的盛唐绘画样式对统一新罗绘画的影

响。

4 高丽时代的绘画

高丽（918~1392）建国虽把佛教当作国是，但是国家行政体系依然采用儒教性质

较强烈的官僚制度。所以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看，佛画非常发达，同时，国家管理用

的政教绘画，以及有儒教教养的王公贵族和文臣们所用来欣赏的画也不少。高丽继承

统一新罗和宋代以来的传统，设置了画局和图画院等图画机构，管理专门的画员画家，

所以国家层次的绘画基本都是他们画的。其中代表人物有擅长山水画的李宁和李存夫

父子，擅长肖像画的李琪，擅长佛画的徐九方、金佑文等。同时寺院里有鲁英、翯仙

和悔前等专门的画僧们，绘制了很多佛画。同时，献宗、仁宗和恭愍王等王公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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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金富轼、郑知常等文人们也非常喜欢绘画，绘制肖像画、人物画和墨竹图的文人

画家也很盛行。

从高丽初期开始，出现了很多御真、功臣像和圣贤像等肖像画、《海东耆老图》

等人物画以及《潇湘八景图》、《礼成江图》等山水画。同时，全国的寺刹，甚至连

贵族们的宅第中也供奉着许多佛画，几乎成了佛国。可以说这是与五代、北宋、金、

元朝密切交流，吸收借鉴中国的图画和技巧，变身为高丽特色，发展起来的个性画风。

但是，因外侵、内讧引起的数次战乱和变乱，现在基本上都丢失或者流落到国外，国

内可靠的绘画文物已十分罕见。

11 世纪的《御制秘藏诠版画》（图 11-5）是研究探测高丽初期山水画的珍贵作品，

现被诚庵古书博物馆收藏。这部作品是高丽买来，北宋太宗(967-997)时期刊行的佛教

变相图，后又重新制作了，采用系统的三远法、多样的皴法和树枝法，写实描绘了深

山幽谷寺刹中僧侣们修行的面貌。北宋初期 10 世纪大观山水画迅猛发展，这幅作品吸

收借鉴该样式并逐渐高丽化。以 1307 年画僧鲁英的《地藏菩萨图和昙无竭菩萨现身图》

（国立中央博物馆 收藏）为背景所画的山水画，展现出 12 世纪以来北宋郭熙山水画

风传至高丽并逐渐被当地化。特别是背景中展现的山水是太祖王建亲眼目睹并参拜昙

无竭菩萨的金刚山，这是高丽时代描绘金刚山真景山水画的最古老作品，备受瞩目。

[图 11-5] 御制秘藏诠版画

高丽 11世纪，第三十卷本中第六卷的第三幅图，木版画，22.7cm×52.6cm,首尔诚庵

古书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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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是李齐贤的作品流传下来现收藏于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骑马渡江图》，被认

为是高丽末 14 世纪左右的画员作品，右上角画有一棵悬垂于峭壁的松树，画面中心则

是身穿蒙古式服装、骑马射猎的人们。从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14 世纪高丽末，通

过元朝吸纳南宋院体画风，甚至包括元朝画员们经常绘制的胡猎图，并逐渐被高丽化。

恭愍王的作品《天山大猎图》或《阴山大猎图》、《山羊图》、《二羊图》等也是类

似作品。绍修书院收藏的《安珦肖像》和忠敬书院收藏的《廉悌臣肖像》，同样也是

吸收融合高丽末期元朝服饰和肖像画法，用素朴简单又端庄文雅的风格，描绘出头戴

低低的平顶巾，身穿红袍直领、青袍团领的学者以及官员的面貌。

以王宫和官府为中心兴盛起来的人物画、山水画，多带有政教、欣赏色彩，流传

下来的可靠作品极少，要想了解详细内容十分困难。以寺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佛画，

因为高丽末倭寇掠夺，以及朝鲜初期日本使臣要求馈赠，加上壬辰倭乱时期倭寇抢夺，

现在很多都流亡在日本的寺刹。据悉这样的佛画国内外加起来总共有 160 余幅，主要

是浓缩经典绘制而成的写经变相图和经变相图，以及祈求国家安宁、贵族们健康长寿

和极乐往生的净土信仰系列图。但是，13 世纪初蒙古侵略之前的作品极其罕见，大多

数都是 13 世纪后半期和 14 世纪高丽末的作品，所以系统考究样式的变化比较难。可

以说这些作品是兼容吸收五代、宋代、辽、金和元朝多种多样的佛画之后，融合为高

丽风格的感性和美感，因此更加精致、端庄典雅。

日本文化厅收藏的《大宝积经 第 32 卷 变相图》是 1006 年千秋太后和金致阳发

愿绘制的，这是一部探究高丽初写经变相图和宫廷佛画样式的珍贵作品。在浸染了蓝

寥水的绀纸上用金粉书写经典，还有三位天女供奉着各种宝物，作品用精巧、节制的

笔线描绘了她们优雅明快的神态，展现出 11 世纪高丽贵族文化的风格。高丽时期设置

写经院或写经所，写经文化很发达，高丽末 13-14 世纪的写经变相图既精巧又华丽，而

且装饰倾向也很流行。日本教王护国寺收藏的《法华经金泥书写宝塔》被认定为 13 世

纪或 14 世纪高丽后期的作品，在浸染了墨汁的绸缎上，用 7 层宝塔的样子，把法华经

的内容用金粉和银粉书写，有些地方还画有佛菩萨像、飞天和风景等，既崇高又美丽

地展现了高丽后期写经变相图的顶峰。

经变相图是把重要的经典内容浓缩到一幅大型画面中绘制而成的，目前流传下来

的有 14 世纪的《华严经变相图》、《弥勒下生经变相图》、《观经序品变相图》和《观

经 16 观变相图》等。其中，在造型上备受瞩目的是 1312 年画僧觉先的《观经序品变

相图》，现收藏于日本大恩寺。这个作品描写的是印度摩揭陀王国的频婆娑罗王和阿

闍世太子王位争夺战中的悲剧故事，巧妙运用画轴和 3 层楼阁形式，从底层向上爬的

同时，故事情节不断展开，越往上，越能摆脱痛苦，向佛祖请求救赎，非常视觉化地

展现了这一宗教故事。这种素朴简洁的画风对于刻画悲剧故事极其有效。与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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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恩院收藏的 1323 年的作品《观经 16 观变相图》，描绘了佛祖通过对极乐世界

的十六观，救赎王和王妃的故事，作品通过严整的几何学构图和明澈的感觉，视觉化

地表现了极乐世界清静的感觉。

在高丽佛画中首屈一指的是，承载王公贵族极乐往生心愿所画的阿弥陀如来、观

音菩萨和地藏菩萨的净土信仰系列帧画。极乐世界的主尊佛阿弥陀如来和胁侍菩萨观

音菩萨人气很高，所以很多高丽时代的帧画都保存了下来。特别是阿弥陀如来，绘画

形式多种多样，独尊图、三尊图、九尊图，还有说法图和来迎图等。其中作为绘画史

料而备受瞩目的是《阿弥陀来迎图》（图 11-6），它是 1286 年宠臣廉承益为忠烈王和

王妃即忽必烈的女儿元成公主祈祷极乐往生所画的，现为日本银行收藏。阿弥陀如来

一副丰满又厚重的王公贵族风，在莲花盛开的莲池上，上身略微扭向一侧，身摆三曲

姿势，伸出右臂，正在迎接来极乐往生的人们。红色袈裟和绿色裙子形成了补色对比，

营造了一种庄严又崇高的氛围，用金粉精巧勾画的圆形宝向华文和云气文，更加提升

了华丽、神圣的效果。同时，写实的形态甚至加入了阴影，用白色和金粉勾画的美丽

莲花，好像因为微风在轻轻摇曳，给人一种视觉效果，清静的极乐世界仿佛就在眼前。

[图 11-6]

作者不详，《阿弥陀来迎图》

高丽 1286 年，绢本设色，

203.5cm×105.1cm,日本银行收藏。



45

这幅帧画，是较早的 13 世纪后期的作品，画风多少有些质朴和醇厚。与之相比，湖岩

美术馆收藏的《阿弥陀三尊来迎图》，阿弥陀如来伸出右臂，迎接来迎者，前面观音

菩萨为了让往生者坐下，弯腰推出莲花台宝座，阿弥陀佛如来后面，地藏菩萨拿着水

晶宝珠站着，展现出一幅独特的图画，备受瞩目。以往阿弥陀三尊图都是观音和大势

至菩萨，这两位左右胁侍菩萨，这幅作品把大势至换成地藏，将净土信仰中重量级的

三尊画在同一画面，是特别有创意性的作品。但是，大概是因为是 14 世纪左右较晚时

期的作品，造型上多少有些繁杂散漫和僵硬。

观音菩萨作为慈悲和救赎的化身，最亲切，人气最高，所以根据华严经的内容和

密宗图像，从唐朝开始就绘有很多水月观音图和杨柳观音图。基本上绘制的都是观音

菩萨半跏趺坐在印度南海边普陀洛迦山石头上，给善财童子说法的场面，观音后面耸

立着几棵竹子，在石头上放着一个插有柳条的净瓶，象征着除厄的咒术。高丽的水月

观音图吸收了宋代图画和感觉，融合高丽特色，发展为更加清静、优雅精炼的样式，

这幅观音图也被称为历史上的顶峰。据推定为 1300 年慧虚所画的《水月观音图》，现

被日本浅草寺收藏，描绘了最古典样式的立像形式和火炎纹的巨大神光，备受瞩目。

[图 11-7]

徐九方，《水月观音图》

高丽 1323 年，绢本设色，165.5cm

×101.5cm,

日本泉屋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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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年金佑文、李桂和林顺等宫廷画家所画的水月观音图，被日本镜神社收藏，被称

为是现存作品中最大、最精巧的名画，因为有从 14 世纪末开始被镜神社收藏的记录，

更加令人瞩目。1323 年徐九方的《水月观音图》（图 11-7），现被日本泉屋博古馆收

藏，以五彩岩壁、翠绿的竹子和红色的珊瑚为背景，头戴华丽的宝冠和法宝，身穿透

明的白色绸缎天衣，是展现高丽水月观音图样式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时，日本大

德寺收藏的水月观音图，下端用精致又洗练的笔触描绘龙王传说，是独具匠心展示最

复杂图画的一幅作品。像前面这些高丽时代的水月观音图，灵活有效运用背彩法，将

朱砂、石绿、石青等天然矿物质颜料、黄土、铅白和泥金（金粉）适量混合，绘画风

格精巧、华丽又不失高雅、洗练，这种卓越的审美性，也给大家带来更加崇高、神圣

的宗教感动。

5 朝鲜时代的绘画

朝鲜王朝（1392-1910）把程朱理学作为国是，因为实行抑佛崇儒政策，所以在高

丽时代相当发达的佛画全面衰退，反映程朱理学世界观的现世中心论政教、修己绘画

非常繁荣。为此，从建国初开始，继承高丽时代的图画院，后改编为归礼曹所属的图

画署，由最高级别的文臣官僚严格管理画员，这种独特的儒教画员制度非常发达。所

以，像安坚、金明国、金弘道、张承業这样世代传承的优秀画员层出不穷，他们在包

括实用、欣赏在内的所有绘画领域承担了中枢作用。同时，以文臣为中心的两班官僚

制度也很发达，自宋代以来，把诗书画作为文人基本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化很发达，

国王和王臣贵族，以及一般的士大夫们都特别喜欢书画，欣赏的风潮日益盛行，抒发

个人感想、表达私人情绪的文人画十分繁荣。因此，文人画家和画员画家相互对立又

相互完善，二者折中，便引领了朝鲜时代极有个性的程朱理学绘画风格。朝鲜时代的

[图 11-8] 安坚，《梦游桃源图》

朝鲜 1447 年，绢本设色，38.7cm×106.5cm,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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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与政局变迁、程朱理学世界观的变化密切

相关，经过初期、中期、后期、末期的 4个阶

段，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

和高丽时代相比，朝鲜时代的佛画虽然全

面衰退，但是为了国家和王室的命运，王室和

王陵的应愿堂等一直都在绘制佛画，民间和寺

院作为基层信仰的一部分，也在不断绘制佛

画。与净土信仰系列的佛画相当发达的高丽时

代不同，在朝鲜时代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

图》开始流行起来。15 世纪安东凤停寺的《灵

山会上图》壁画是初期代表作，这展现了当时

程朱理学重视历史性、现实性的世界观。同时，

像 16 世纪国立中央博物馆的《药师三尊图》

一样，受士林文化和士林画风的影响，因为墨

或者泥金的关系，画作都很简练，但是出现了

很多强调表现力即重视勾勒线条粗细变化的

佛画。同时，可能是受丧葬礼发达的儒教文化

的影响，为了亡者往生而绘制的甘露图和地藏

十王图等冥府殿系列的佛画也很发达。特别是

17 世纪，因为众多战乱和灾难，为了亡者的

升天之路，像水陆斋一样的野外法会盛行起

来，野外仪式所用的挂佛画非常发达，绘制于

1622 年罗州竹林寺的挂佛是初期的代表作。

朝鲜后期，18 世纪，把象征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多位佛祖同时绘制在同一画面或者佛

像后墙的三世佛图、三神佛图，这种通佛教的

多佛会图非常流行。1744 年世冠等画僧所画的

金泉直指寺的三世佛图，在真实、精致的形态

美上用朱砂和石绿点缀，凸显了高雅凝练的风

格，是一部卓越杰作。1790 年受正祖的谕旨，

金弘道、李命基和金得臣等宫廷画家和尚谦等

画僧共同绘制华城龙珠寺的《三世如来体帧》，太采用西洋画风的阴阳法，因写实佛

画备受瞩目。但是 19 世纪的朝鲜末期，与土俗的民间信仰相结合，像七星帧画这样的

巫覡佛画盛行，甚至使用西洋廉价的化学颜料，土俗风格的佛画全面盛行。

朝鲜时代绘画的核心，一是把程朱理学世界观作为基础，以政教和祭祀仪式为的

[图 11-9]

传李上佐（作者不详）

《松下步月图》

15 世纪，绢本设色，197cm×82.2cm,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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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实用类绘画，二是以把诗书画视作基本教养的文人士大夫们为基础，以修己和

审美为目的的欣赏类图画。这种绘画从国初到朝鲜末期，画员画家和文人画家都在不

断绘制。特别是 15 世纪绘制很多的御真以及功臣像、圣贤像、政教故事人物图、风俗

画、年画、在新都城汉阳王宫和官府里的丹青、庄严壁画以及装饰画、王室和官员们

的各种活动记录画、契会图、三纲行实图和乐学轨范等各种图书的图画、图解，受明

朝、日本使臣要求所画的金刚山图等真景山水画，还有，受文人们的要求或者文人画

家所画的各种山水画、花草画、四君子等画作，这些可以说是朝鲜时代绘画的代表作。

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建国初，在整个朝鲜王朝都一直存在，只是素材、主题和画风

随时代变迁多少有些特点上的变化。

朝鲜初期一方面继承了高丽以来的绘画

传统，另一方面参考历代经典，在整顿国家

制度和文物的过程中兴起了古典主义和理想

主义的气氛，以宋代的画员画风为基础的理

想主义古典画风非常发达。受安平大君所托，

安坚在 1447 年画的《梦游桃源图》（图 11-8），

被日本天理大学收藏，还有国立中央博物馆

收藏的《松下步月图》（图 11-9），虽然作

为李上佐的作品被流传，但是被认为是 15 世

纪中期的画员画家的作品，都是能够展现这

种画风的代表作。《梦游桃源图》展现了高

丽中期以来流传并逐渐当地化的郭熙北宋院

体画风，《松下步月图》展现了高丽末通过

元朝流传来的马远南宋院体画风。虽然从部

分上看没有后代夸张的样式化的要素，但是

整体上展现了比宋代的郭熙和马远更理想主

义、更古典主义的拟古风格，所以备受瞩目。

这两种倾向相互融合、相互折中，逐渐

样式化，直达朝鲜中期，作为主导的山水画

风继承下来。安坚的《四时八景图》被认为

是反映程朱理学宇宙哲学世界观的山水画，

展现了向一方倾斜的偏颇构图和强烈的笔墨

法的卷云皴，代表了初期阶段的融合倾向，被推定为 15 世纪中后半期的作品。日本大

愿寺收藏的《潇湘八景图》，是高丽后期以来流行的最理想的文学主题山水画，这样

的融合倾向在 16 世纪前期更加样式化，卷云皴逐渐破碎为单线和点，并进入形式化阶

段。1540 年的《薇垣（司谏院）契会图》（图 11-10），现为个人收藏，从契会图等记

[图 11-10]

作者不详，薇垣（司谏院）契会图

1540年，绢本水墨，

92cm×57.5cm,个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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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样式。

朝鲜中期，大约是 16 世纪中后半期到 17

世纪中后半期这段时期，士林政治和士林文化

正式兴起，朝鲜前期以来的古典主义的院体画

风逐渐转为简明直接、浑厚质朴的水墨画法，

是向崭新的士林画风发展的时期。于是，景物

更加单一化，笔线变为刚健的墨面的斧劈皴，

造型也更加抽象、平面。一方面这是初期画风

在 150 余年延续并样式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

是反映人们质朴、坚韧气质的结果，此时从明

朝传来的院体画风和浙派画风与这样的中期画

风可谓展现了“同根异枝”，同时也加速了变

化。这些变化从出身士林的代表文人画家金禔

16 世纪后半期作品《夏景山水图》和《童子牵

驴图》（图 11-11）中开始正式出现，同时，从

17 世纪初期较为活跃的宗室出身的文人画家李

庆胤的《弹琴图》，《濯足图》以及《诗酒图》

这样的小京山水人物图中也可以看出。此时期

的画员画家们大致走相同路线，画风接近，李

不害的《曳杖逍遥图》以及咸允德的《骑驴图》

是代表作。

但是17世纪中期，我们可以从金明国的《达

摩图》和《雪山骑驴图》中看出，此时转为更

加粗放、抽象的逸格画风，也被苛评为“狂态

邪学”。这一方面是 17世纪初期经历两次残酷

胡乱，庄严的士林文化强化的结果，另一方面，

金明国作为通信使的随行画员去日本，受当时

日本流行的禅画风倾向的逆影响，转变为简笔

体画风，并愈来愈粗放。

中期朝鲜对朱子理学的推崇更加深化、更加普遍化，根据朱子曾隐居到福建省的

武夷山闭门研修的故事所画的《武夷九曲图》，因此也成为人们喜爱的主题。像李珥

的《高山九曲》和金寿增的《谷云九曲》一样，人们开始仿效创作自己的九曲，这样

的九曲文化和九曲图逐渐当地化。同时，精舍图和幽居图也很发达，主要是绘制人们

[图 11-11] 金禔，《童子牵驴图》

朝鲜 16 世纪后期，绢本设色，

111cm×46cm,三星美术馆 Leeum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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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研修的隐居地。同时，在“格物致知（研究事物，积累知识）”和“玩物适情

（玩赏事物，合理调节性情）”的脉络中，文人士大夫们中出现了很多喜欢欣赏或绘

画的文人画家。这些士林画家们基本上选择与自身性情、趣向相符的竹子、梅花、兰

草、葡萄等简洁的素材，用书法的笔法简单明了地绘画。滩隐李霆的竹子，黄执中的

葡萄，鱼梦龙的梅花是代表例子，李霆的《风竹图》（图 11-12）和鱼梦龙的《月梅图》

可以说是最能代表“士林一技画”的杰作。

朝鲜中期的士林画风于17世纪中期被金明

国极度样式化、抽象化，经过平面造型极端化

的阶段，以 17 世纪后期为界限，出现了新的变

化，开始转为具体、现实、写实的画风。朝鲜

后期这种新的变化是从 17世纪前期遭遇野蛮、

残暴的清朝军事侵略、被耻辱地征服之后，17

世纪中期又遭遇明清交替的剧烈大变动开始

的。也就是说，为了摆脱这种大变动，在重新

确定朝鲜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以发达的朝鲜程

朱理学为依据，朝鲜的自尊意识和主体意识强

烈兴起。为了实践这样的自我意识，朝鲜程朱

理学的义理之学深化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吸收

借鉴明清的名物度数之学，还有西洋的科学，

在努力自强的时代氛围中，新的变化也开始萌

芽。进入 18 世纪后，尹斗绪、郑敾和赵荣祏等

先驱士大夫画家们，把朝鲜现实素材通过朝鲜

式的画法和美感形象化地表达出来，朝鲜式的

真景风俗开始正式出现。到了 18 世纪中后半期

英祖正祖时代，包括像姜世晃、姜熙彦等文人

画家和大众画家，金弘道、金得臣等画员画家

也不断继承，并使之发展繁荣，直到 19 世纪初

纯祖时代，申润福等闾巷画家也一直保持着余

脉。

肖像画中表现自我认同感是造型的核心，

所以各个时期的肖像画总是能展现出该时期的自我意识和造形意识的特征。从这个层

面来看，1713 年的肃宗御真综合展现了朝鲜后期真景画风的兴起和其中蕴含的造形意

识特征，因此备受瞩目。从 15 世纪的太祖御真和 17 世纪前期流行的功臣像我们可以

看出，朝鲜初中期的肖像画受中国肖像画的影响，主人公端坐的地面上铺着朝鲜根本

[图 11-12] 李霆，《风竹图》

朝鲜 17 世纪初，绢本水墨，

127.5cm×71.5cm,涧松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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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用过的中国“彩毡（彩色毛毯）”，图画相

当不写实。肃宗和大臣们都说这不是朝鲜真实

的面貌，抛弃了 300 余年继承下来的王室礼仪，

肃宗决定换成真实铺在龙床下面的朝鲜花纹席

“龙纹席”。同时，这也体现了肃宗俭朴的圣

德，赋予其政教意义，强调了程朱理学含义。

300 年来首次把朝鲜国王的肖像画根据国王真

实面貌绘制下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

之后的 200 多年一直作为朝鲜后期的新传统继

承下来。

以朝鲜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同为基础，朝

鲜后期出现了现实、写实真景画风，可以说这

是朝鲜最普遍的意识---朝鲜程朱理学世界观作

为核心基础在起作用。特别是肃宗和大臣们在

1713 年 1 月把中国画家在北京画的左议政金昌

集的肖像画带回国，查阅新的肖像画法之后，

进行参考借鉴，积极探索与朝鲜程朱理学风格

相符的特立独行的、个性的肖像画，备受瞩目。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肃宗下令重新绘制金昌集的

肖像画、18 世纪中期的英祖御真，还有 1784

年李命基的《蔡济恭肖像》（图 11-13）中看出，

积极吸收融合清朝画法和西洋画法，以之为基

础，开发朝鲜风格的画风，并创造性地开辟出

了个性、特立独行的肖像画法。

朝鲜后期的真景山水画和风俗画基本上也展现了类似的脉络和过程。特别是郑敾，

作为老论洛论系的知识分子，以自尊意识为基础，表达对国土的强烈的爱，积极接纳

明清和西洋的新文化，并获得与之共鸣的英祖和京华士族们积极支持，这也促进了朝

鲜真景山水画的发展。郑敾穷其一生用独创的画法创作出的《仁王霁色图》（图 11-14）

和《金刚全图》是与同时期朝鲜风格的肖像画，表现出极其相似的面貌。郑敾之后，

所有的画家都用多样的画法和美感描绘真景山水画，真景山水画大规模地流行起来。

18 世纪中期李麟祥的《九龙瀑布》和《隐仙台》，这种用淡泊和古拙的文人画风描绘

出的心像景，展现了新的真景山水画，姜世晃的《松都纪行帖》和《枫岳壮游帖》，

积极吸收借鉴西洋画法，展现了憧憬视觉真实的真景山水画。18 世纪后期金弘道的《海

山帖》、《乙卯年画帖》和《丛石亭图》，采用更加精巧的西洋画法，诗意盎然，是

非常抒情、有情趣的真景山水画。

[图 11-13] 李命基，《蔡济恭肖像》

（朝服本）

1784年，绢本设色，

145cm×78.5cm, 蔡规式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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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5] 赵荣祏，《加餐》

朝鲜 18世纪初，纸本淡彩，24.5cm×20.5cm, 个人收藏。

[图 11-14] 郑敾，《仁王齐色图》

朝鲜 1751 年，纸本淡彩，79.2cm×138.2cm,三星美术馆 Leeum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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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画基本上也是与真景山水画类似的样式。郑敾的邻居赵荣祏，两人一生同甘

共苦，《麝脐帖》中《加餐》（图 11-15）、《针线活》和《旋车图》，从这些多种多

样的风俗画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曾是程朱理学学者的他，吸收当时朝鲜程朱理学界流

淌的义理之学和名物度数之学两大系统，融合图画的精巧性和欣赏性，创立了独特的

风俗画论，他一有空就对士大夫和百姓的多样生活风俗进行写生，创立了新的朝鲜风

格的风俗画，为之后风俗画的兴盛建立了重要的契机。18 世纪后半期，正祖下令把俗

画列为评选画家的科目之一。例如，下达特别指示，“画出一看到就会咯咯笑的画”，

发展相当活跃。从金弘道的《行旅风俗屏》、《檀园风俗帖》中的《摔跤》和《书堂》，

金得臣的《兢斋风俗贴》中的《野猫盗雏》中我们可以看出，蔓延着朝鲜式的情趣和

谐谑的平民风俗画非常盛行。19 世纪初，申润福的《惠园传神贴》中《端午风情》、

《月下情人》和《游廓争雄》，以游廓周边的妓女和花花公子们为主人公，这种都市、

色情，华丽、时尚的风俗画也很流行。

[图 11-16] 金得臣，《夜猫盗雏》

朝鲜 18世纪后期，纸本淡彩，22.5cm×28cm, 涧松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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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7] 金正喜，《岁寒图》

朝鲜 1844 年，纸本水墨，23cm×69.2cm, 个人收藏。

但是，以 19 世纪前半期为界线，从正祖时期开始发展活跃起来的主要画家相继去

世，随着朝鲜中心意识的弱化，朝鲜后期这样的真景风俗也开始衰退。随着 19 世纪族

阀政权的出现，18 世纪后期开始兴起的北学，逐渐丧失了现实改革意识，转变为过度

的学术、文艺消费文化形态的考证学和书道金石学。另一方面，画风也在向清朝风格

的书画情趣倾斜，带有观念、抽象性质强烈的中国南宗文人画、四君子、花草画开始

流行。主导此时期文化的金正喜，其作品《岁寒图》（图 11-17）、《兰盟帖》和《不

二禅兰图》可以说是代表作。听从其教诲成长起来的门生们，如赵熙龙、田琦、许维、

李汉喆和刘淑等大众画家和画员画家们不断继承并发展，使这种赋有情趣和感觉的画

风逐渐世俗化。

19 世纪后半期开港时代来临，清朝军队驻屯在京城，仁川到上海的定期客船来来

往往，也有很多华侨居住在这里，上海的市民文化和市井画风大量流入，受到开港时

代翻译官的支持，张承業从清溪川的市井画家一跃成为宫廷画家，上海画派世俗、情

趣的定型山水画、故事人物图、花卉翎毛图、器皿折枝图（图 11-18）大规模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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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港时代绘画中，我们很难看到把朝鲜的当时

现实用写实的手法形象化地描绘出来的真景山水画

和风俗画，而清朝观念的、世俗的、装饰的匠人文

人画风则过度泛滥。另一方面，随着西学东渐、征

韩论、开化论的兴起，西洋画、照片、日本画在新

的文明开化名义之下，逐渐流入国内，北学风的外

来画风又开始重新被代替。

[图 11-18]

张承业，《若耶红妆》

朝鲜 19世纪后期，纸本淡彩，

131.2cm×33.7cm, 涧松美术

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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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庆尚道地区的岩刻画是韩国先史时代绘画的代表作，主要是祈求富饶和丰收。三

国时代国家有专门的绘画机构和画家，在建筑物上绘制政治、宗教、巫术性质的图画。

这个时期的地面绘画遗址被销毁，但是根据来世观的变化，高句丽古墓壁画呈现三个

阶段的特点变化，特别是 5世纪之后从 6 世纪初期开始，壁画的人物风俗图逐渐衰退，

四神图渐渐兴盛。

统一新罗时代，吸收唐朝绘画精髓，宫廷绘画和佛教绘画很发达，人物画和青绿

山水画盛行，辟邪图传统在民间开始流传。高丽设置了画局和图画院等图画机构，管

理专职画家。不仅文人画和山水画很盛行，在全国范围内佛画也很发达。高丽绘画借

鉴中国图画和技法，使之高丽化，发展成为有特点的画风。

进入朝鲜时代，反映程朱理学世界观的政教、修己绘画很发达。设置了图画署，

画员担当了绘画领域的中枢作用，文人画家和画员画家相互对立、相互完善，引领了

绘画文化。朝鲜的绘画与国家政教管理和程朱理学世界观的变化紧密相连，呈现了初

期、中期、后期和末期 4 个阶段的不同风貌。虽然与高丽时代相比，佛画衰退，但是

一直都在绘制。15-16 世纪受程朱理学世界观和儒教文化影响的佛画不断出现，17 世纪

大型挂佛画很发达，进入 18 世纪，出现很多通佛教的佛画和写实佛画。19 世纪巫覡佛

画盛行，风俗画现象出现。

朝鲜绘画的核心是以程朱理学世界观为基础的实用绘画和文人士大夫文化中发展

起来的审美型、欣赏型绘画。朝鲜初期理想主义和古典主义画风很流行，有《梦游桃

源图》、《松下步月图》等作品。中期从 16 世纪中后期到 17 世纪中后期，受士林政

治影响，士林画风很发达。17 世纪后期之后，在明•清交替的大变革中，重新转换为具

体的、写实的画风，进入 18 世纪，真景风俗正式兴起，把朝鲜现实素材用朝鲜的画法

和美感形象化地表现出来。代表朝鲜后期的真景山水画和风俗画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脉

络，描绘《仁王霁色图》和《金刚全图》的郑敾是真景山水画的代表人物，而金弘道

和金得臣则是风俗画的代表人物。19 世纪初期像申润福的画一样，都市的、华丽的风

俗画非常流行。

以 19 世纪前期为界限，朝鲜后期的真景风俗画开始全面衰退。风格向清朝书画偏

斜，抽象性质强烈的画风很流行，主导这种文化的金正喜，其《岁寒图》是代表作品。

19 世纪后半期，开港时代清朝世俗的文人画风泛滥，同时西洋画和日本画也开始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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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1.请叙述高句丽古墓壁画的变化过程。

2.请叙述高丽佛画的特征。

3.请叙述朝鲜中期士林政治正规化对绘画造成的影响。

4.请叙述朝鲜后期真景山水画和风俗画出现的背景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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