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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在清朝

宫廷中供职的欧洲画家，中国名

字叫郎世宁。可能大家对他会有

些印象，但是在百余年前，也许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民国时期，

康有为曾经说他是最早开创中西

合璧绘画技法的画家。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郎世宁游离于艺

术史之外。中国的艺术史很少提

他，甚至不提他，欧洲的艺术史

也不提他。中国的艺术史都是由

中国文人撰述，看到他是个外国

人就不提他了；欧洲的艺术史

中，则因为郎世宁长期生活在中

国，对他在异乡他国的绘画创作

情形所知甚少，所以也把他排除

在外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从

他的生平、从他的作品来看应该

是很有意思的，是值得研究和介

绍的。不知诸位是否关注拍卖市

场，近些年，中国国内的大陆市

场，还有欧洲、香港拍卖市场曾

经出现为数不多的郎世宁真迹，

都拍到相当高的价位。可见现在

的收藏家、艺术市场对此也是相

当关注的，也说明这个画家越来

越受到重视，这也改变了以往艺

术史对他的看法。在宫廷供职，

可能会被看成是封建糟粕，再加

上他是个洋人，排外思想流行的

时候就很自然地将其排斥在外

了。如果要以文人绘画的标准衡

量，就无法给郎世宁的作品一个

恰当的评价。但是我们现在看北

京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故宫博物

院收藏的郎世宁作品，可以发现

它们有其自身的价值。今天我想

通过介绍他的生平以及艺术创作

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位二三百年前

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的意大利画

家。

郎世宁(168 8 - 1766年)，原名

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他是意

大利米兰人，青年时期受到系统

的绘画训练，很年轻的时候就加

入了欧洲下属的宗教组织耶稣

会。大家知道从明朝末年利玛

窦、汤若望这些人到中国来之

后，陆续就有欧洲的传教士到中

国传教，一些人就到了宫廷，成

为带有顾问性质的人。郎世宁在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1714 年，即

康熙五十三年)以传教士的身份远

渡重洋，那时要到中国只能走海

路，其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

凿，他们先从地中海上船，往东

行驶绕过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

绕过非洲东岸、好望角，进入印

度洋，然后绕过南亚次大陆，进

入南中国海，到达当时被葡萄牙

占领的澳门。上岸后，朱塞佩·伽

斯底里奥内学习中国的礼仪，熟

悉中国的文化，并取了个中国名

字叫郎世宁。不久，他从澳门转

到广州。当时的广东巡抚，知道

来华的欧洲人中有位画家，就上

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很高兴，

下旨请他到北京来。郎世宁从康

清宫画家
□ 聂崇正郎世宁和他的绘画

图1 乾隆皇帝戎装像

图2 慧贤皇贵妃朝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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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五十四年到中国，直至去世，

他的后半辈子都是在中国度过

的，最后安葬在了北京。郎世宁

到了中国之后很快进入宫廷，成

为一名很重要的宫廷画家。他为

皇帝画了多幅表现当时重大事件

的历史画，以及众多的人物肖

像、走兽、花鸟画作品，还将欧

洲的焦点透视画法介绍到中国，

协助中国学者年希尧完成了叙述

这一画法的著作《视学》，成为当

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1766年7月16日(清乾隆三十一年

六月初十)，郎世宁在北京病逝，

终年78 岁。

我们看见的郎世宁最早作品

作于雍正元年，康熙时候的作品

我们还没发现，故宫现在收藏有

一幅油画，但是保存状况很差。因

为清朝宫廷内没有油画修复师，

也不知道如何保存油画，所以是

卷起来收藏，油画上的油色一旦

干了之后，就很容易剥落。我们曾

经打开过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

位中年的君主，很有可能是康熙

皇帝。打开一点之后，发现几乎就

无法修复了，马上仍然卷起来。这

件东西也从来没发表过，我们希

望能够请一些油画修复的专家，

重现这幅画原来的面貌，但故宫

有大量的作品需要修复，还顾及

不到这些油画作品。如果这幅画

是康熙画像的话，就很可能是郎

世宁刚到中国的时候画的，应当

是其在中国最早的作品。

现在可以见到的郎世宁最早

的画画于雍正元年。雍正皇帝之

后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号称

“十全老人”，对宫廷绘画的重视

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郎世宁

是乾隆皇帝十分倚重的一位画

家，他画了很多反映当时重要事

件的大型绘画作品，现在有些仍

然收藏于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

院内，曾经多次展出与观众见

面。我们编印的一些画册中也选

有这样的作品。据当时的档案资

料记载，乾隆皇帝经常下命令，

叫郎世宁给他画“御容”，让郎世

宁画圆明园殿堂中的装饰画。

郎世宁为中国的宫廷绘画作

出了贡献，我觉得应该将他和他

的绘画纳入中国的艺术史。他的

画以中国的事件人物为题材，虽

然没有记载说他汉语说得是否流

利，我想基本交流应该没有问

题，但他画上落款的“郎世宁”

三个字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在

一些他的绘画作品上可见到“臣

郎世宁奉敕恭绘”的字样，很工

整，应当都是由别人代写的。我

们无从得知郎世宁的汉字水平到

底怎样。

郎世宁是受到皇帝的重视

的。清朝宫廷里，画家们隶属于

内务府造办处管辖，被称为“画

画人”。“画画人”分成三个等级，

饭钱是一样的，每个月三两；工

钱则有级差。郎世宁享受的是最

高一等画画人的待遇。

在宫里作画未必是个美差，

从一个故事中可以知道。一次郎

世宁正在他的画室里，皇帝带着

她的若干后妃到了画室看他作

画。第二天，乾隆皇帝问郎世宁

说：“我昨天到你那里看画，你觉

得后妃中谁最漂亮？”郎世宁回

答得非常巧妙：皇帝来的时候我

正在数要画的地上有多少块花

砖。皇帝问他有多少，然后马上

让太监去数，果然数目是对的，

乾隆皇帝很高兴。在皇帝身边作

画，既要心态平衡，又要有很机

智的一面。这件事说明郎世宁在

宫中取得这样的荣誉也是很不容

易的。

在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乾

隆皇帝还给他举行了很隆重的生

日庆典，赏赐丰厚。

郎世宁去世后的二三百年，

他的作品渐渐为人们所知。我们

先看看他的人物肖像画。

图 1是他画的一幅三米多高

的乾隆戎装像。乾隆皇帝全身披

挂，穿铠甲、戴头盔，挂箭囊、

弓袋，威风凛凛，骑着一匹花马。

此时乾隆皇帝大约40岁出头。他

是以军队统帅的形象出现的。从

郎世宁的这幅画上可以看到铠

甲有一种光影的效果。画中的马

图3 平安春信图

图4 嵩献英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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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也和中国传统画马的方法完

全不同。我们经常看到的像古代

画家李公麟、赵孟 等都喜欢用

连绵不断的线条来勾勒马的轮

廓，而郎世宁是通过非常细小的

笔触来表现马皮毛的质感，而且

通过这种笔触来表现马的立体

效果，画得很细致。这是欧洲画

家的长处。

图2 是他画的乾隆皇帝皇贵

妃的朝服像，慧贤皇贵妃朝服像

带有非常浓厚的欧洲绘画的痕

迹，脸部强调立体效果；座椅具

有前大后小的透视关系；地毯的

绘画让观者的目光有向前延伸的

效果；就是衣服上的佩带，通过

光影、颜色表现，也体现出丝织

品的质感，甚至在膝盖处表现出

转折的感觉。这些画中的人物，

五官都很清晰，但是有一定的明

暗效果。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

些学过欧洲绘画的城市画家在延

安为当地的农民画像，但画好后

老农民不欢喜，说把他的脸画得

白 一 块 黑

一块，因为

农 民 们 没

有 接 触 过

欧 洲 的 绘

画，不明白

光 线 的 变

化在脸部产生的阴影明暗。这种

欧洲画法老乡接受不了。同样的

原因，在当时皇帝也未必能够接

受这种画法。郎世宁到中国之后

就放弃了欧洲传统的表现人物肖

像强烈明暗的手法，吸收了中国

绘画的长处，将人物的面部处于

正面光线的效果下。但他有欧洲

绘画的基础，能够把握人物结

构，将中西画

法 融 合 在 一

起，创造了一

种新的绘画面

貌。

此外，外

国画家画人物

肖像习惯摆模

特，中国人强

调 “ 目 识 心

记”。晚清时曾经有个外国女画

家给慈禧太后画像，慈禧太后穿

戴整齐让画家画，过了一会儿她

就不耐烦了，就让容龄穿着她的

衣服给她摆模特，到了要绘画面

部的时候才亲自去。画乾隆肖像

画的时候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并未见于记载。

图3是《平安春信图》轴，这

幅平安春信图上面并没有题郎世

宁的款，但上面有乾隆皇帝题的

诗说是郎世宁画的。画中的年长

者是雍正皇帝，年轻者是乾隆皇

帝，父子两人。这幅画下部有些

空白的地方，可能没有画完。画

上的竹子有立体感，与中国传统

画的墨竹大相径庭。衣服表现出

织物的厚重感，整个背景都涂满

了，这是欧洲绘画的一个特点。

东西方人物肖像画中出现

这样明显不同的差异，可能与人

种不同有关系，中国人，面部较

平，欧洲人高鼻深目，在光线的

照射下，就自然会出现强烈的明

暗对比。

再说说郎世宁的花鸟走兽

画。

图4是《嵩献英芝图》轴，这

幅画是郎世宁到中国之后在雍正

年间画的作品，落款是雍正六年

十月。我想雍正皇帝的生日在十

月份，应当是当时的祝寿画。中

国人画的祝寿画往往画个大桃

子，旁边有棵古老的松树。这幅

画也有棵古老的松树，有几块坚

实的岩石，有一些灵芝，上面站

了一只目光炯炯的鹰，表现一种

歌颂的意图。

现在我们看到的郎世宁的作

品，凡是画面上主要部分和次要

部分都是郎世宁一手画的，显然

是郎世宁早期的画，即雍正时候

画的。而到了乾隆时候，画面的

主要部分是欧洲的画法，背景却

是传统的中国画法，有种不协调

的感觉。这不全是画家的原因，

而是乾隆皇帝指示的结果。在档

案中可以看到乾隆皇帝有非常具

体的指示，人物肖像让郎世宁

画，背后的山石让中国画家画，

图5 郊远牧马图

图6 英骥子图

图7 乾隆观马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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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种画面上的不协调，但最

后落款是郎世宁。这是乾隆皇帝

的喜好，他欣赏郎世宁人物肖像

的画法，但觉得背景应该是文人

画的画法才更符合他的趣味。

图5是《郊远牧马图》卷，这

幅画中有八匹马，此来源于中国

传统的典故。可以看到一个牧马

人，画面的整个气氛是早期时候

的。图6名称叫《英骥子图》，这

幅作品画的是一匹白马，英骥子

图画上书写有马的名字，高多

少、宽多少，都有尺寸。这种画

马的作品，说它是花鸟走兽画也

可以。但是通过这匹马我们可以

看到当时清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

以及藩属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带

有纪实功能的绘画作品。

下面我们就专门讲一讲纪实

绘画。

清朝有个超过前朝宫廷绘画

的地方，就是它的纪实绘画特别

发达。纪实绘画需要具备两个条

件：一个是有事可记，其时正逢

乾隆皇帝开疆拓土；第二个条

件，要有掌握写实画法的画家。

清宫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故而出

现了一大批大型的、带有纪实性

质的绘画作品。这也是与郎世宁

这样的画家供职宫廷分不开的。

图7 是《乾隆观马技图》横

幅。这幅画中的地点是承德避暑

山庄。当时乾隆皇帝在西北地区

用兵，平定

了蒙古族的

叛乱，一些

不愿叛乱的

蒙古贵族表

示 愿 意 归

附，所以被

封为清朝的

官员。画中

前面一排方

阵是前来归附的蒙古贵族。在右

边马队阵形前端的是乾隆皇帝。

这幅画构图上有些很有趣的

地方。中国传统绘画，凡是皇帝

和其他人一

起出现的时

候，都会有一

个通常的做

法，就是将皇

帝的尺寸画

得比一般人

大。大家可以

想想唐代的

《步辇图》卷，唐太宗坐在步辇

上，与其他人相比身材要大很

多，这不是说画家不懂得比例，

而是画家为了突出皇帝的地位与

权威，故意这么画的。在这幅画

中，郎世宁运用构图的方法来突

出皇帝的形象。他画了一组锥形

的人物，皇帝在这组人之前，稍

稍拉开距离，通过构图的方法而

不是尺寸大小来表现他的尊贵地

位。这是郎世宁带来的绘画新方

法。这样的构图方式，应当是郎

世宁身上所具有的欧洲人文思想

的体现。

《万树园赐宴图》横幅（图8 ）

画的地点也是承德，在热河避暑

山庄内，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

征。在画法上，后面的山是中国

画的面貌，应该是中国画师所

绘，而人物则是供职宫廷的欧洲

画家的手笔。这幅画也是表现当

时乾隆皇帝接见蒙古贵族的场

景。

《乾隆射猎聚餐图》轴（图9 ）

表现的是一次战果颇丰的狩猎场

景，乾隆皇帝每年都要到承德北

面的木兰山中去打猎，这幅画就

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狩猎情景。画

中的人物有的在剥鹿皮，有的在

切鹿肉，有的在熬鹿汤，有的在

烤鹿肉。乾隆皇帝端坐在周围侍

卫警戒的中间，背后是帐篷。画

面同样利用构图的方式来突出皇

帝这个主要人物的地位，画幅的

背景是松林和群山，就好像是宝

座后面的屏风一样。

图 10 是关于一个平定蒙古

叛乱的勇士的《阿玉锡持矛荡寇

图》卷。阿玉锡本身也是一个蒙

图8 万树园赐宴图

图10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

图9 乾隆射猎聚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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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族人，加入了清朝军队，带领

几十个清朝勇士，夜袭叛军营

地，大获全胜。我们中国人常有

“勇冠三军”、“如入无人之境”之

说，我想这幅画表现的就是这样

的意思。此役得胜后，阿玉锡的

画像被放在了紫光阁内。

图11也是一个狩猎场面——

《乾隆木兰哨鹿图》。有趣的是，

他将不同时期的狩猎场面组合在

了一起。这幅画描绘的是围猎之

后在慢慢收场了，这是返回营地

的一幕。画面突破了时空的局

限，反映了不同时空的若干片

断。画中骑着白马的是乾隆皇

帝。背后的山石应当是中国的画

家唐岱画的。但画上只是郎世宁

一个人的署名，实际

上这也是中国画家与

外国画家合作的一幅

图。

下面我们再来讲

讲静物画。

图12是《聚瑞图》

轴，画着插有一些带

有祥瑞含义的植物的

花瓶，例如多穗的谷

子，一些奇花异草。

图13是《午瑞图》

轴，画面上有荔枝、粽

子。郎世宁的画非常

真实，将没有

生命的东西画

得五光十色，

非常逼真，带

有很浓重的欧

洲静物画的特

点，但题材上

则绝对是中国

的传统。

下面我们

再看看油画。

在 过 去 相

当长一段时间

内，油画被认为

是民国初年由

中国留学生出

外求学带回来

的，历史也就一

百来年。但是我

们在故宫收藏

的文物中就发

现有油画作品，

所以对中国油

画的发展历史也已提前到二三百

年以前。油画在欧洲也就是五百

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宫廷的档案

中也有郎世宁教中国人画油画的

记载，这些跟随郎世宁作画的中

国画家，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

图11 乾隆木兰哨鹿图

图14 平定西域战图 鄂垒札拉图之战

图12 聚瑞图 图13 午瑞图

批油画家了。

铜版画也是欧洲的绘画品

种。郎世宁以及其他一些欧洲

画家合作绘画了一套《平定西

域战图》（图14），是在乾隆新疆

平叛得胜后制作的。这套铜版

画是由郎世宁等人画的图稿，

然后送到法国巴黎刻制印刷，

再运送回国的。

这套铜版画一共16幅，画的

是不同的战役，这是其中的一幅

《鄂垒札拉图之战》。《平定西域战

图 鄂垒札拉图之战》我想让大家

注意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画面

上清朝军队已经把蒙古包给拆了，

从蒙古包里逃出的几个人居然是

裸体。这大概是我们发现在清朝

宫廷绘画中，甚至是中国宫廷绘

画中唯一可见的出现裸体人物的

绘画作品。裸体在欧洲

绘画中司空见惯，但在

中国一直是个忌讳。这

幅画后来被乾隆皇帝颁

给几个很重要的书院及

寺庙，是基本代表官方

思想的一幅作品。这个

局部的细节想必乾隆皇

帝不会没有注意到。这

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摘自《北大讲座》

第十八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8年7月版，定

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