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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霞与上海
Li Xia and Shanghai

李志茗　Li Zhiming

　　李霞是中国近代著名画家。他本是画工出身，既没有显赫的家世

背景，也没有名门正派的师承，照理说只能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但

他却由民间艺人一跃成为驰名中外的著名画家。除了自己的努力外，

还得益于近代上海所提供的机遇和舞台。近代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

文化艺术人士不到上海不算真正成名。李霞与上海的故事为此现象增

添了一个有力例证。

As a prominent modern Chinese artist, Li Xia was originally a painter with neither 

distinguished family background nor a decent teacher, who should have already 

forgotten by the history logically. However, he became a famous artist from a folk 

painter because of his own effort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y and stage offered by 

modern Shanghai. There wa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a that those artists 

who had not been to Shanghai could not be regarded famed. The story of Li Xia and 

Shanghai adds a powerful example to this.

一、李霞及其艺术成就

　　李霞（1871-1938），字云仙，号髓石子，又

号抱琴游子，福建仙游人，中国近代著名画家。他

从小就对画画产生浓厚兴趣，自言懒事诗书，“幼

时常以砾画地，作人物状”。其伯父李芳林是雕刻

艺人，看到他这么喜欢画画，就笑言：“读书难，

作画亦不易；读书必先明书理，作画必先明画理，

其运笔又与书法同，当自有法始而后至于无法。且

人物之画，较山水翎毛花卉更为深邃。画人物者，

必于山水翎毛花卉诸法纯熟后，精神逼肖，气运

生动，人物乃可言也。尔既酷嗜此道，非师古不

可。”[1]没想到伯父半认真半玩笑的话并没有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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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李霞，反而坚定了他学画的决心。他刻苦钻研，并按照伯父的指示，

以古人为师，研求画理。“初从线纹入手，旋习写意，而私淑吾闽华新罗、

上官周、黄瘿瓢诸大家。间当博考历代如顾、张、曹以及周昉、马远、夏

圭之人物，李龙眠之佛像，法牧溪、梁楷之十六印真”[2]。可见，作为福建

人，李霞师法的主要对象是本省清代名家华喦、上官周和黄慎，同时也参考

顾恺之、张僧繇、曹不兴等历代名家之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李霞到底是自学成才，还是曾拜过师学艺，现在已不可考，无从得

知。但他确实在绘画方面很有天分，并很快崭露头角，曾被请到寺庙里作壁

画。从此，走上以画艺为生的道路。随着画艺的提高，李霞不满足于在家乡

以画工终老，开始游历四方，寻师访友，寻求艺术上的突破。1903年，他来

到福州，以画会友，得到一些省城政要的赏识。曾任内阁学士、钦差大臣的

陈宝琛及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周子迪赠诗云：“仙游大画家，寄迹西禅境。遗

我古美图，笔姿含秀挺。”[3]李霞由此知名于福建官绅间。1908年，李霞到

北京发展，尽管有同乡前辈监察御史江春霖的关照，但当时的京师风气已发

生转移，礼尚往来“不复以书画为礼”，李霞未能碰上好的时机。不过他没

有气馁，坚持所学，潜心研究人物画法。对此，江春霖很敬佩，说：“云仙

虽画师，而有崖岸”，不屑趋时，也不愿降格，就好比如“筝琶竞进，独奏

笙簧琴瑟，而知音少耶”。但他深信，李霞的这种坚持“譬之太古雅音，不

入俗耳，郊庙社稷之典，终必用之，特遇有早晚耳”。[4]

　　诚如江春霖所言，李霞的执着和坚守为他带来事业上的成功。他的作

品既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和生活气息，又能保持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和艺术

特色，意蕴悠长，雄浑古朴，不仅在国内外接连获奖，而且也深受广大

群众及名流政要的喜爱。因此，“缙绅有道，惠赠诗词歌曲，连篇累牍，

令人爱不忍释”。如近代福建著名诗人陈衍评论其作品说：“云仙人品高

洁，平日所向往者皆古今名贤逸士”，故“所绘关壮缪外，若淮阴侯、岳

武穆、谢太傅、白太傅、陶靖节、苏玉局率逸趣横生，亓元神与千载上之

人相会，居从可想已”[5]。又题诗云：“手挥目送嵇中散，阿堵传神顾虎

头；能合两人为一手，故应顾影已无俦。”[6]意思是李霞作画之胸有成竹

如嵇康般文思泉涌，画作之生动逼真像顾恺之那样传神，因此是世无其

匹，独一无二。中国近代海军名将萨镇冰对李霞其人及作品也赞叹有加，

自言“镇冰蚤耳云仙先生画名，或云先生画直良高，以此拥厚赀，是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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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之雄耳。比读先生所作画，并先生自序抱琴独立像，心

焉契之，而实亲挥（尘）[麈]谭艺品次，里闬人物亦啧啧

称道先生，益佩先生儒雅风流，文字翰墨，皆优为之”。

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也评价李霞的画“气韵浑古，

笔墨流动，知世必有真知者”[7]。此外，近代著名画家黄

宾虹曾对李霞弟子说：“李霞笔墨功力深厚，保存了传

统人物画艺术之精华。”[8]这么多名流异口同声的予以好

评，说明李霞的确在绘画艺术上造诣颇深。

二、与上海结缘

　　上海地处江南，从宋代起，社会经济就得到较快发

展。至明清时，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都会，市镇星罗

棋布，沿海贸易发达。时人称：“上邑濒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

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五方杂处。”[9]五方杂处不仅给上海经济

带来了活力和生机，而且也使上海成为文秀之区，人文荟萃。因此，杨

逸撰《海上墨林》，自豪地说：“吾乡先哲，研精翰墨，缣素流播，代

有知名。而四方宾彦，挟艺来游，更多至不可胜纪。”高邕深表赞同，

也称上海“文物殷盛，邑中敦朴之士，信道好古，娴习翰墨，又代有闻

人”。早在乾嘉时期，大江南北书画家“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

上海”[10]。而开埠后，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贸易中心，经济发展，商业繁

荣，更吸引着大量书画家前来卖画。清人张鸣珂说：“自海禁一开，贸易

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公

寿、伯年最为杰出，其次画人物则湖州钱吉生慧安及舒萍桥浩。”[11]

　　李霞也以砚田为生，上海成为其挟艺而游的理想场所，正是因他在北

京曾看过钱慧安的杨柳青人物版画作品，为其吸引并深受影响[12]。钱慧安

（1833—1911），字吉生，号清溪樵子，祖籍浙江湖州，出生于今上海浦

东新区高桥镇，是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为同治年间萍花社画会

成员，后任1909年成立的豫园书画善会首任会长。他自幼学画，以人物仕

女为专长。生长在上海这样的商业都会里，钱慧安深谙画作的商业价值及

市民的趣味，他的作品雅俗共赏，走俏市场。同时他的绘画风格也与年画

江春霖为李霞画册所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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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似之处，遂被聘去天津杨柳青创作木板年画画稿，以批量印刷生产。

　　上文已提及李霞在北京时，因京师风尚转移而郁郁不得志。看过钱慧

安的年画作品后，李霞发现自己的艺术理念、画风和画法与钱慧安高度契

合，不禁产生强烈共鸣，于是决定追随钱慧安的足迹来上海看看。20世纪初

期的上海已经非常繁荣，有“东方的巴黎”之称，海派书画经过几十年的经

营，枝繁叶茂，名家云集。对于画工出身的李霞来说，欲到人生地不熟、竞

争又十分激烈的上海来讨生活，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他还是来了。李霞首

次到上海是在1919年，客寓浦江之南，创作了《张果老倒骑驴》及《右军题

扇》等作品[13]，并参加上海天马会于1921年举办的第三届绘画展览会。

　　天马会是由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一批西画教授发起

并成立的美术团体，发起人为江新、丁悚、杨清磐、

陈国良、刘雅农和张邕。天马会在五四运动时期成

立，受五四精神激励，以启蒙现代中国新艺术运动自

任。其宗旨有五条：（1）发挥人类之特性，涵养人

类之美感；（2）随着时代的进化，研究艺术；（3）

拿“美的态度”创作艺术，开拓艺术之社会，实现美

的人生；（4）反对保守的艺术、模仿的艺术；（5）

反对以游戏态度来玩赏艺术。因此，它不仅“时时登

高而呼，促艺人自由研究之精神，促艺人自我觉醒之

趋向”，而且通过举办绘画展览会来贯彻其宗旨[14]。对于展览，天马会一

开始就很慎重，制定征集作品细则，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在报纸上公

开其全过程。

　　李霞参加的第三届绘画展览会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举行。《申报》

在前一年的12月15日即进行预告：“上海天马会第三届绘画展览会订于

十年一月元旦日起三日止，假静安寺路寰球中国学生会楼上为会场，陈列

国粹画、西洋画二大部，任中外人士到会观览。闻此次征集日期，限本月

二十五日截止云。”27日，《申报》又披露天马会画作审查情况：“兹闻

该会于昨日在法租界秉安里二十二号陈宅内举行西洋画审查会。……国粹

画部定于今日在该会事务所审查”[15]。30日，《申报》及《时事新报》均

报道：“国粹画部亦经审查员王一亭、吴昌硕等审查完毕，计本届出品较

上届为多”[16]。1921年1月1日，《申报》和《时事新报》又分别报道了展

上海天马会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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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开幕盛况：“天马会第三届绘画展览会于今日上午九时在静安寺路寰

球学生会开幕，任人观览。陈列中国画、西洋画两大部：中国画部有吴昌

硕之《金屏牡丹》，王一亭之《鱼龙图》，高邕之之花卉，何诗孙、汪仲

山之山水，程瑶笙之龙，胡郯卿之虎，李霞之人物，张天帚、叶指发之山

水，唐吉生、赵雪侯之花卉，姚叔平、杨东山之山水，会员吴杏芬之人

物、走兽，共有八十余件；西洋画部有周淑静女士之粉画，会员江小鹣、

刘海粟、陈晓江、张辰伯之油绘风景、人物、静物，王济远、汪亚尘、杨

清磬、洪野之水彩画，李超士、丁悚之粉画，共有九十余帧，萃中西于一

堂，诚近日美术界之盛会，爱美之士女盍往观诸”[17]。据此可知，李霞参

展的作品是幅人物画，具体什么内容，暂不可考。据《申报》后来透露，

李霞的这幅作品被中国画部审查会评定为“人物第一家”[18]。李霞初来乍

到，就得到上海画界的认可，当然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更是上海这座城市

给了他一种自信，并让他喜欢上这里，晚年他便多次来上海举办画展。

三、在上海达到事业顶峰

　　自首次抵沪离开后，李霞再度来到上海，已是十余年之后了。这期间

他基本在闽台之间活动，曾在台湾课徒传艺、举办画展，在福州组织书画

社团“龙珠画苑”等。通过这些活动及创作，他确立了自己的绘画风格，

陈衍为李霞画册所做序李霞1935年出版画册的版权页李霞1935年出版画册的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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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艺炉火纯青，在闽台两地产生很大影响。1933年，他甫至上海，《申

报》即以“闽名画家避难来沪”进行报道，尽管他只来过上海一次，但时

隔多年，上海媒体谈起他来，依然如数家珍，“名画家李霞，号云仙，又

号髓石，于民国八年春因家乡疮痍满目，避来申江。所绘丈疋大幅，沪杭

赏鉴家称为人物第一家。九年冬返闽，沪人士慕其风雅者屡聘不果来。

此次闽局变动，又避祸来申，寓大东门兴安会馆”[19]。据此可知，李霞第

一次来上海是在1919年春，侨居将近两年，于1920年冬离沪；他参加天马

会第三届绘画展览会的作品是丈疋大幅的人物画，被来自上海、杭州的审

查员誉为当代第一人物画家；他返回福建后，上海有关人士多次邀请他再

来上海，均未果。这次抵沪，是因为十九路军刚刚发动福建事变，另立政

府，为躲避战祸而来。

　　与此同时，《申报》还披露这次李霞来沪将举行个展，“闻携有得意

作品大幅百余，将定期择地举行展览”。1934年1月画展开办，《申报》

报道说：“名画家李霞于本月六、七、八日，在宁波同乡会举行闽派人物

画展三天”，“李君善作丈匹大画，笔力雄健，气韵天然，匪特无牵强之

病，且游刃有余；立轴小品之出神入化更不待言矣，有书画癖者，曷往一

观”。在《申报》的宣传下，“各地赏鉴家、书画家闻讯，远道来沪参观

者踵趾相接”，结果原计划三天展览时间不够，又“移至大东门内大富贵

菜馆隔壁兴安会馆内继续展览”[20]。上海是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艺术家

要出名并得到全社会认可，必须在上海取得成功。李霞的首次画展在上海

引起轰动，更进一步提高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其突出表现就是江西省政府

主席熊式辉闻讯后，马上聘请李霞到南昌绘制历代名贤百图。

　　《申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说江西熊主席有个绘制百幅历代名

贤图的计划，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听到李霞的画名后，欣然敦聘。李

霞起初不想去，熊主席乃请求先生同乡帮忙做工作，李霞不得已于1934年

上半年起程前往南昌。到南昌后，备受欢迎，“熊主席辟省府东厅为先生

计划展览，时蒋委员长驻节南昌，国府要人齐集赣垣，先生作品深得诸要

人之赞赏”。但“先生性落落不拘，屡辞去，主席坚留，逾半载，乃毅然

东返”。这年十一、二月之交，李霞从南昌来到首都南京，“应邦人士

请，展览名贤图副本，不数日争购一空，国府林主席深为激赏，搜罗独

多”[21]。由此可见，李霞在上海一举成名天下知，不仅百姓喜欢，而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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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党政要人关注。这次南京画展，《中央日报》在

1934年12月1日开始刊登广告云：“李霞，字云仙，

又号髓石子，闽之仙游人。早岁即以丹青名于世，人

物得黄瘿瓢神髓。八年秋，上海天马会推为当代第一

人物画家，所绘关壮缪神像尤为世宝。兹于日前由赣

来京，定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在本京华侨招待所出其珍

品数百幅，公开展览，凡本京爱好艺术者幸加留意

焉。”[22]该画展计划展览三天，最后一天即12月5日

上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亦闻名驱车往观一周，深赞

画笔古奥”，不仅购买李霞关公像等画作多幅，而且

“以三天为期太短，嘱令展期三日”[23]，所以共展览

六天，从12月3日起至8日止。

　　南京画展后，李霞又前往上海。《申报》1934年

12月30日以《名画家重过沪上》为题作了报道：“名

画家李霞先生，字云仙，别号髓石。去冬来沪，曾假

宁波同乡会展览其作品。旋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电

邀，为绘江西乡贤二十四（福）[幅]名著。当时复又携其作品至京展览，

极得林主席之赞扬，并选购数十幅。今重过沪上，寄寓于大东门内兴安会

馆，知其重来而往访问、求画者踵趾相接。”为还笔债，李霞昕夕挥毫，

累月不已。经过半年苦干，他不仅画债稍清，还积攒了几十幅得意之作，

决定再次举行画展。1935年6月19日，他在《申报》上打出画展广告：“鄙

李霞作品《云头思汉》，

曾刊登于《申报》

1935年7月9日第4张第2版

1935年6月19日《申报》李霞画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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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橐笔游赣，与海上友好暌违经年，客腊返抵春申，颇欲以近作就正于有

道，会国内赏鉴家纷纷委画，为之手不停挥者累月，遂以延缓。今春画债

稍清，每得闲辄作一二幅庋藏之。又累月，盈数十幅，爰假福州路三山会

馆展览五日，于六月二十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倘荷诸友好及海内赏鉴家不

吝珠玉，予以指教，则幸甚。附启：拙作承陈葆藩、杨渭蒲二君编印珂罗

版画册两种，同时在会场陈列，亦希赐评是荷。”次日，《申报》跟进报

道：“仙游李霞为当代一大艺人，于画无所不能，而人物造诣特深。尝遍

涉瘿瓢子、新罗、上官周诸家藩篱，而窥其堂奥，既恍然有得，辄翩然引

去，不为所拘，以故能兼诸家所长，而参以己意。每成一图，识者不惜重

金，惊其出蓝而胜于蓝也。……每兴会所至，留一二图以自娱、积之凡数

十百幅。先生友好及海上各方闻人力为怂恿，特于今日起（二十日）就四

马路三山会馆举行展览，以公同好，期至二十四日止，想海上骚人墨客又

必踵接于途也。”[24]从报道内容来看，《申报》对李霞的评价很高。

　　过了不到两个月，李霞再次举办画展，8月15日，《申报》刊登《福建

仙游李霞国画展》广告云：“定八月十五日假新世界二楼举行展览五天，

欢迎各界参观。”四天后，《申报》对画展情况进行了综合报道，并转载

了《字林西报》的报道：“名老画家李霞氏擅绘人物，……近徇沪上诸知

好之请，出近作百余幅，于十五日起假新世界饭店从事展览，连日中西

人士到场参观者甚众，《字林》、《大陆》两西报对先生作品极为赞美，

1935年8月15日《申报》李霞画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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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展览期间仅五日，至十九日止。八月十六日《字林西报》云：李霞先生

之国画，昨日已在新世界饭店开始展览。此次国画大足表现中国近世艺术

之卓立于文化场中，而占有相当之位置，且使外人明瞭东方之美妙艺术，

俾能畅晓乎中国古传之精华，而知所以探奥索隐之道也。各种展览纯为水

画，所用红、黄、蓝诸色，悉属彩配适宜，处处引人研究，其所陈列者多

为古传及历史上之有名故事，杂以释家传奇。最为动人者，如达摩、罗

汉、关羽诸图，尤见活跃纸上”[25]。

　　因为上海的西方媒体已经注意到李霞，对其作品赞美有加，所以《申

报》也很关心李霞在海外的影响力。9月11日，《申报》即介绍李霞作品流

传国外的情况：“老画家李霞氏蜚声绘事，久播士林，凡耳所闻、目所见

者无不交相称誉。上月十五日曾开画展于本埠新世界饭店，琳琅满目，美

不胜收，求者络绎，咸欲得其寸缣尺幅以为幸。此次又有画册数种，经驻

沪德国佛郎府中国学院征求以去，并闻已转送德国，陈列于总院美术部。

可知艺术精美无分中外，有目共赏，李君之作为世所重非偶然者，鉴赏家

其留意焉。”10月8日，《申报》更进一步披露李霞传入德国的细节：“福

建仙游老画家李霞以善绘人物，驰名宇内。靡特国内赏鉴家争藏其画，

即东瀛骚客、海外名流亦视其寸缣尺楮如拱璧，造诣之深可想见矣。曩尝

展览其作品于福州路三山会馆，值大雨三日不止，而爱好李氏艺术者，仍

踵接于门、徘徊不忍去。有德人黎安哈者，为四川路德孚洋行重要职员，

精赏鉴，偕其友冒雨而往，留连欣赏，历数小时之久，□以重金购李氏画

及所印珂罗版画册，邮寄德国佛郎府中国学院，供该国艺术家临摹研究。

近李氏得该院书，赞其艺术卓绝，深得该国艺术家推崇，驰名宇内非虚语

也。”[26]

　　此外，《申报》还预告李霞将再

在南京举办画展之事：“首都名流如

林主席、于院长等以六中大会及五全

大会将近举行，促李氏赴京展览。闻

李氏日来工作甚忙，一二星期后，当

即携其近作，晋京筹备云。”[27]李霞

的确是一二星期后即携其近作赴南京

办画展。这一年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
萨镇冰为李霞1935年南京画展所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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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自然灾害，本次画展是他与何遂联合举办，目的是为了卖画赈灾。地

点设在中华路青年会二楼，时间从15日至19日。这次画展很隆重，《中央

日报》从开幕日起，连续报道5天。15日为预展，细雨濛濛，但参观者踊

跃，“对各家作品均极赞许”。16日，仍雨丝连绵，而往观者甚多，“不

下千余人”。17日，林森、何应钦、蔡元培等国民党党政要员莅会参观，

“对各家作品极为赞许，并购作品数十幅”。19日，孙哲生、许士骐等名

流、艺术家前往参观，“对各家作品均甚赞美”，李霞所画关公“生气凛

然，令人起敬”。[28]

　　1934、1935两年，除了去南昌半年多及两次南京画展，李霞都住在上

海。当时他已经六十四五岁了，离其去世仅三四年时间，但他不知老之将

至，激情迸发，创作力旺盛，接连在上海、南京举办画展，尤其1935年，

短短的五个月内就举办了三个画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的努力也获

得丰厚回报，作品不仅国内求者络绎，重金购买，而且流传海外，为外国

机构所收藏，可谓取得了驰名宇内的成就，艺术事业臻

于顶峰。

四、结 语

　　李霞是画工出身，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也未

跟随名师学习，但他志存高远，以古人为师，取法乎

上，掌握了传统人物画的技法，可以凭画艺谋生。然

而，他并不满足于此，又游历四方，在京师与都人士纵

论古今，研求画理；同时博览名家画迹，广采众长。正

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见到海派画家钱慧安的作品，于其

心有戚戚焉。钱慧安是“善于运用前人画样与历史典故

的画家”，李霞“也同样具有这两种特质”[29]。由此，

李霞与上海结缘，并去上海发展，不仅获得立足之地，而且闻名中外，艺

术事业达到顶峰。

（本文作者系李霞曾孙）

李霞《抱琴独立图》

及名人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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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2]  李霞：《李云仙先生人物精品》自序，天华印务馆1935年版。

[3] 《李霞先生画道展览》海报，李霞后人家藏。

[4] 江春霖：《李君云仙<抱琴独立图>序》，《江春霖集》，马来西亚兴

   安会馆总会文化委员会1990年版，第239-240页。又载李霞《李云仙先

   生人物精品》，名“江序”。

[5] 李霞：《自序》，陈衍：《序》，均载李霞《李云仙先生人物精品》。

[6] 陈衍在李霞《抱琴独立图》上之题诗，见李霞《李云仙先生人物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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