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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研究会的前身是癸亥合作社，由赵浩公、卢振寰、黄少梅、黄般若、
潘致中、姚粟若、罗卓等八人发研究国画、振兴美术之宏愿，当时全国都处在
国画复兴运动的高潮中，该社亦以复兴中国画为目的，探索从传统绘画中发掘
新意，每周雅集于惠爱路的西园，每年举办画展，令广东的画风渐变。由于加
盟的画家渐多，1925年改组为国画研究会，成立之初会员达160人，他们振臂
呼唤国魂，领悟历史之精神，务求发扬国粹，探索国画之新径，规划前进之方
略。研究之风，弥漫艺坛，从而一扫清末以来日益不振、毫无生气之画风，广
东画坛画格大变，复兴中国画之功，为世瞩目。

黄大德： 广东东莞人，著名画家黄般若之子。 1961
年广东戏剧学校话剧表演专业。 世
20纪 60

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戏剧创作、评论， 世
20纪 年
80代涉足美术史领域，三十年来致力于广东美术史

料、文献的抢救、搜集、整理工作。编有《南国都市电影研究论集》（与陆环共同主编）、《黄般

潘达微评传》等。
若美术文集》、《邓尔雅篆刻集》，著有《魂系黄花 ——

黄大德：
六榕寻踪

六榕古寺内的艺术殿堂
该会成立之初，没有会址，会员铁禅捐
出六榕寺一角的人月堂作为会址，该堂年久
失修，于是中外人士为提倡艺术计，纷纷捐款
重修，于 1926 年 12 月 12 日落成。从此六榕
寺便成为广州艺术的殿堂 ：雅集，古今画展
不断，每遇赈灾、慰劳革命军人，各种筹款
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挥毫义卖。人月堂还设有图
书馆，会员和艺术青年，都可以在那里盘桓
整日，流连忘返。直到广州沦陷，国画研究
会被迫结束，会员星散。人月堂也变成了斋堂，
后来更荒废了。
这座具有 1400 多年历史的佛教古刹——
六榕寺见证了广东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国画研究会的会址就在六榕寺一角的“人
月堂”

繁华昌盛时代，也见证了广东艺术的沉沦。
80 年代末，我第一次到六榕寺寻访国画研究会的踪迹，该寺的主持云峰法师
告诉我，人月堂在寺之右侧，解放之后，已划归其他单位使用。不久前，我路经六
榕路，又一次走进六榕寺。虽然明知人月堂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仍在香客和游人中
企图寻找昔日俊彦咸集的场面，在佛弟子香火燃起的缕缕青烟中，感受一下这个在
二十年代的庄严佛地中，画家们吟诗吮墨、挥毫赋彩的艺术氛围，缅怀国画研究会
时期在这里的辉煌岁月。
国画研究会于 1925 年 5 月 11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布国画研究会成立消息。
屈指一算，已经是九十年前的事了！
从六榕寺回来不久，收到了崇正拍卖公司寄来的图录，这次它们推出了国画研
究会名家书画专场，尽管只有 23 位画家，85 件拍品，但无论如何，我想，这也算
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崇正盛情邀请我来搞讲座，我欣然答应了。

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
先谈谈国画研究会的会员情况。举国公认的是，国画研究会是在全国美术社团
中人数最多的团体，第一份名单中有 168 人，但黄般若在一篇文章中说，经过几次
大展后，会员增至 300 多人，黄般若是该会的主要组织者，因此他这个数字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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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一是香港分会和东莞分会随即成立了，二是李研山任市美校长时，在市美
也组织了市美分会，从第四届的会员名单中就有 50 人之多，会员中西画两科的学生
都有。又该会曾打算办国画学校，有没有办成？没记录。八十年代我和赵浩公的女
公子到中山访问余菊庵时，他说小时候就经常到六榕寺跟着学画了，那里是一所没
有围墙的学校。他说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国画研究会一员。
会员之间有夫妻，卢振寰与刘淑英、蔡哲夫与谈月色 ；有父子、父女，如赵浩
公与赵不惶、卢振寰与卢伯强、冯润芝与冯少芝，尹笛云与尹如天，江孔殷与江畹徵；
有叔侄，如潘致中与潘克明。当然更多的是师生关系，其中有十岁左右的小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画研究会虽然人数众多，但它到底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而从所有的相关活动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主要都是精英的事，其它的人都只是
爱好者、参与者。如果要为它正名定位，我想，一就是国画研究会的精英们在振兴
中国画、在国画复兴运动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不可忽
视的成就 ；二是这些精英们在普及中国画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国画研究会的会员中，综观他们的艺术历程，绝大多数不专师一人，而是走

潘达微《富人代表》

转益多师，师古人的路线。与此同时，他们具有多栖性的特点，就是多才多艺，如摄影、
漫画、报人、诗人、医生、法官、律师、考古、篆刻、教师、版本鉴定、文物鉴定等等。
用今年的话来说，是跨界。有鉴于此，他们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功力。因此他
们在绘画中，自然能融合各个艺术门类的优长，从而形成自己的的风格和个人面目。

对于“保守”的误读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受惯性思维的影响，一说国画研究会人们自然就说
是保守派。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它和岭南画派进行过一场论争，由于人们认定

谈月色所绘通体图

岭南画派以新派自居，于是舆论便一致认定国画研究会是保守派、顽固派，直到今天。
今天我不想谈这场论争，但我只想带给大家一个信息 ：国画研究会不是反对中国画
的革新，不是食古不化，他们反对的只是新派不应该把从日本抄袭临摹的画作为中
国画改革的方向。其实这不仅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说法，早在 1921 年，胡佩衡就
已撰文主张“参看西洋的新美术，改良中国的旧美术”，但不主张染上日本画的习气，
他认为“日本画不讲笔力，不合古法，虽然写生反显出一种薄俗的样子。”可见国画
研究会的观点是和当时中国画坛的潮流是一致的。
至于国画研究会的画家是不是保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广东的
美术史，就可以发现，广东的画家因地域上得风气之先，其实是向西方学习的弄浪儿。
无我（1630—1711）檀度庵尼所绘的通体图，已经完全采用中国写意笔法。谈月色
所绘通体图和自画像，均采用了西方的透视、光影，连站姿也是西方人体画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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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势。
在文献中我们见到的第一张在题跋中写有“参以泰西法”的画是 1905 年伍懿
庄画的《试院煎茶》图，次年便出现了葛少堂“拟元人意，而画以泰西法”、蔡哲夫
“抄摄影”的作品
以“学倭人写意”画过《相思树》，随后，蔡哲夫更以“临摄影”、
《蜀中山水》、
《杨子江马当山炮台图》、
《北
在《时事画报》上频频亮相，如《变种鹆》、
海之滨》等。1910 年，潘达微用中国笔墨、西画技法作《富人代表》，在今天看来，
《民国一裸形》，更令人
仍不失为上乘之作，1912 年何剑士所绘的《烈士雄鬼图》、
拍案叫绝。这些都显示了当时画家们试图在样式、画法等层面上对传统绘画变革资
源探索的浓厚兴趣。
当时广东有三派，一是何派，即新罗画派，一是居派，即隔山派，另一为超然
派，谓曰“山川灵气所钟，天地英灵气所寄”，以罗岸先，蒙而著，葛绪堂，胡春堂，
李桂馨，关熙臣，吴村笙，何剑士，潘达微等为代表。所谓超然者，就是超越何、
居二派之间。
“余方青年，每
1925 年，黄般若在《剽窃新派与创作之区别》中是这样表白的 ：
神游于印度、埃及、意大利诸国艺术之下，而思有所讨论，自信非顽固守旧如古董先
”从黄苗子先生的回忆中，更可知道他是如何如饥似渴地吸收、融汇西
生者。
方艺术的。
1926 年 2 月国画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展览，在上海的梁鼎
铭回广州举办个展并考察广州美术情况，回上海后在在
《参观广州各美术展览会记》中写道 ：
“番禺师范为
国画研究会中人之作品，皆属国画，会场上三课
室，计千馀帧，其中有新旧二大派，新派之最可
观者，为黄般若之《意马心猿》，且旧画之精神，而
注意日本国画与洋画之技能而从事。新派之最怪异，为邓
《澡瀑》，果有革命精神，一般国画家视之，无
芬之《群鬼争食》，
黄般若《花鸟》扇面

不大笑。其馀则李馥若之笔墨山水《晚霁》，潘冷钱之《五色莲花》，谢
材之《时还读我书》，卢振寰之《飞瀑》，铁禅之《罗汉》，李丽峰之《醉翁图》，李益
涛之《春江烟雨》，赵浩公之《佛手》，熊柳桥之《云壑飞泉》，严炎南之《锦岁夜月》，
均其画之杰出者也。”
正如黄般若指出，
经过几次大展后，
广东画风一新，
1932 年 11 月《华星报》报道，
“遍睹所陈作品，琳琅盈架，精雅绝伦，如入山阴道上，
数名美国游客到六榕寺参观，
目不暇给，大喜，语会中人曰，吾等在美，鲜见中国国画作品，至其他各派，无累
万千帧，初以为世界美术，遂止於此，不图今临兹土，睹君等所作，名贵可喜，自
有大国气象在，能兼众派之所长，而少其所短，苟吾等不来，则不审中国原有艺术
之美矣，其为我挥画三十帧，即携迟国，将择地公开展览，藉绍介中华艺术，展拓
吾国人士之眼光，勿偏於私见，其诸君亦乐闻也。众大喜，许之，故日来老画家温
幼菊及赵浩公李凤公辈，旦夕集会，各画所长，忙於复作，如数而归之。诚艺术界
之可纪事，而国画之能致远垂久，谅非虚语也。”
由此可见，国画研究会的作品深受海内外人士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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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研究会面临的各种困境
经常有朋友问我，国画研究会的作品的确功力深厚，
但为什么他们的价格总是上不去？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回答这问题之前，先要
了解这些年收藏界的状况。一般来说，拍卖会上大多数人
都是冲着有名堂的作者作为首选对象的。不说齐白石、黄
宾虹、张大千这些全国性的大名家，单说广东的。首选对
象是二居、三杰、四传人。这三几年，增加了赖少其。
为什么国画研究会的人成不了名家？李育中曾说过 ：
其实广东近代画坛上，应该说还有很多名家的。但他们不
为人们所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局限 ：他们不屑于开展览
会，不会自我宣传 ；他们在经济上一生都处在穷困潦倒的
境地，出不了画册 ；他们也没有政治后台，这样出名是很
难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文人气质使然，根本就
不想出名。广州解放后，传统派的画家，大部分去了香港，
有学生的如李研山、黄君壁，就由学生来宣传、纪念老师，
没有学生的，就算有成就，也还是寂寂无闻，如潘冷残、
潘致中、赵浩公、黄般若。”
真是一语中的。
他们为什么不开个人画展？一是他们认为开展览纯属
打秋风，掏朋友的腰包 ；那么开一个展览要付出怎么样的
代价 ：
1948 年岭南六人画展的记录 ：招待画家宴会费、招待画家茶叙费、招待记者
茶叙费、招待机关团体首长糖果费、招待商界领袖酒席费、工作人员饭食费、交际

邓芬《仕女》
54×31cm
成交价：33.35万元
2015年广东崇正春拍“抗心希古”050号拍品

交通费、宣传费、制电版费、布置费、电灯费、总务费、兑换港币补水费。恐怕场
地费还是免了的。
对此庞大的支出，一般画家是无法支付得起的。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国画研究会的人在我的印象中连在广州开展览的记录也没
有。君叙在《广东绘画的气运问题——从俞剑华论黄君璧说到岭南派》指出了一个
“这一点，我们不要错怪外省人，只好怪我们广东人的非岭南派未尽
重要的问题 ：
人事向国内画坛争取得相当的地位罢。
其实，现代广东的画风，虽然不便怎样地自夸，但比起时下名家，亦不见有何愧色。
不过广东画家，所缺乏的是组织与联络，少与外省同道交游。正经从事中国传统艺
术反而其名不彰。我们与其怪外省人看错了广东人，毋宁怨我们自己蜇居乡间而无从
”这也是大实话。综观国画研究会中人，除黄君璧外，当时跑
向人表现自已的个性。
出去最多，他从 1826 年起就每年都到上海等地，遍览祖国名山大川及各大名收藏家
所珍藏历代书画，并与张善子、张大千，黄宾虹、王秋湄、吴湖帆、郑午昌、易大厂、
187

崇正讲堂 Auditorium

陆丹林等诸氏把酒论艺。传统功力迅速提高，而邓芬 1929 年代表广东到上海参加全
国美展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北京也得以和各大名家交往，鉴赏各种古画。因此
他们两人的画作，无论在题材或风格都有相当的成就。
当然，从拍卖市场上说，国画研究会的画家的画价上不去，除了知名度外，还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
拍品少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国画研究会的会员可以称之为职业画家的，恐怕
只有赵浩公、卢振寰、卢子枢、容祖椿、邓芬、李研山等为数不多的几个，而其他
大多数都不是职业画家。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画家是不能糊口养家的。正如李育
中说他们在经济上一生都处在穷困潦倒的境地之中。
大家看看左边几封信，读来真是一字一泪。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下，职业画家缺乏探索和创新的动力，只能随着
市场的需求而作画，传统功力好的则走上仿古的道路，目的都是要改善生存状态。
沦陷期间，画家们没有一张像样的画案，买不起也买不到颜料、纸张，画画谈何容易？
业余画家偶尔写画，也不过是兴之所致，灵感涌动，画上几笔，聊以自娱。所
以他们留下的画作不多。
邓尔雅1925年给容庚信中说近来拮据万分，
心绪太恶劣，虽然为报纸不停写稿，但通行稿
酬是二元至一元，一月仅得五六十元，聊胜于
无。

其次是他们的拍品缺乏精品
原因一是精品大都被博物馆收藏了；
二是偶有精品拍出后鲜见有返场重拍的现象，这是因为藏家真的喜欢，不愿放
出来 ；
三是解放后国画研究会的画家基本上都到了香港或海外，老死他乡后，他们的
作品能否留存下来，同样要看子女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子女生活条件和文化素
质高的或可保存，但生活艰难的或者文化素质低的就难说了。我在香港看到不少与
画家有渊源的人家，他们其实也收藏了不少东西。但一则因为有家族的纪念意义，
不想处理，二则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不在乎那些钱，所以不想处理。而很多画家的
后人或学生移民到了外国，东西也带过去了，蔡星仪先生就对我说过，他在美国的
不少家庭见过国画研究会的好东西。九十年代初，我见到了从美国回来的赵浩公的
女弟子劳洁灵，她说在美国也藏有不少具有收藏价值的东西 ；
四是好的东西不是没有，而是因为藏家对这些画的价值心里有数，看到市价太
低不愿拿出来，待价而沽。
没有作品在市场上流通，这也是画价无法上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
从百度搜索收藏家的定义，说收藏家有三个前提 ：
且具备一定专业经验，和达到相当收藏规模的收藏人”但我以为还应有一个很重要

傅菩禅写给杨善深的信说，虽杨善深鼎力介绍
售去各件，但昨日交来两元，只够餐粥。今日
米缸又罄，请机氏设法沽出佛字和长寿两印，
以济燃眉之急。如有人欲嘱作画，只要有纸
来，润笔多少都不论也。弟实在穷极了。信后
还特别写道：“如该两印今日沽出，今晚方有
饭食也。求注意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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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那就是对中国的（当然也是世界的）传统文化艺术怀有保护、弘扬、传播
的使命。国画研究会已成历史，所幸者，我知道还有一些具有保护、弘扬、传播传
统文化艺术使命感的藏家在默默地收藏国画研究会的作品，藏品已不少。这是值得
我们欣慰的。

广东画坛重振雄风的一点思考
在国画研究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重温广东的美术是非常有益的。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了我们的家园，屠杀我们的同胞（据郑春
霆统计，沦陷期间广东画家殉难者就有六十多人），掠夺我们的文物，也
踏碎了广东画家振兴国画的梦，导致会员星散，六榕寺惨遭破坏，人月
堂从此消失。光复之后，国画研究会虽有重组之计划，但迫于生计，风
光不再，它随着六榕寺人月堂的消失而消失 ；至于岭南画派，用郭适的
话来说，也走向了衰落。但是，高剑父的弟子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
却在各自独特的经历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再造之路。而国画研究会
也薪火相传，黄般若的学生章尚璞及其亦师亦友的吕寿昆，也在黄般若
的影响下，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1985 年，章尚璞在北京举行展览，
“抗日和解放战争年代，
叶浅予先生撰写了《水墨画的海外传播者》称 ：
香港汇集了许多从国内迁来的画家，他们在此播下了祖国的文化种子，
经过东西方风雨孕育滋润，崛起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画新派。这个画派的
先驱者最早有黄般若，稍后有吕寿昆。香港的这些新派画家们，承认祖
国的绘画传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出发点。他们的先驱者吕寿昆说，这叫
做‘根’。同时主张要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区、地位和政治环境，要和
西方的艺术潮流相呼应。这叫做‘适’……他们称自己的学派为水墨画，
他们的职责是大力发展这个学派，使之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与油画相抗衡。”
在六榕寺里，忽然想起我曾与李劲坤先生唯一的一次偶遇，他向我提出了一个

赵浩公 《丹叶绶带图》
93×45cm
成交价：20.7万元
2015崇正春拍“抗心希古”专场31号拍品

问题 ：广东画坛在二十年代，国画研究会人众气雄，后来如倒三角形 ；而岭南画派
却由三人发展壮大，形成宝塔形。如今，双方都归于零了。广东画坛如何才能像当
年那样，从零开始，再展雄风？
李劲坤的比喻我觉得不很准确，但他提出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在法界
蒙薰的缕缕青烟中，我望着法相庄严的惠能铜像，期待他给我一个答案，但他不言，
只是拈花微笑，似乎是要我们自己去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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