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敦煌壁画看 “水墨山水” 图像之变

于安记

（南京农业大学　 工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１）

摘要： 张彦远提到 “山水之变”， 王维主张 “水墨最为上”， 并以 “一变勾斫之法” 进行 “破墨

山水” 的新探索， 这与荆浩所言 “水墨晕章” 相吻合。 在唐代敦煌壁画中， 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独立

意义上的水墨山水， 但在汉代以来的传统水墨和以盛唐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山水影响下， 敦煌壁画中的

山水图像从青绿山水到水墨山水有两个重要转变： 一是墨法之变， 由墨线勾勒赋色至水墨晕染的变

化； 二是图式之变， 由 “平面装饰” 至 “平远之法” 的转变。 本文以敦煌壁画水墨山水之变为主线，

结合卷画、 墓室壁画进行对比分析， 以此探析水墨山水之变的历时性蜕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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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墨山水之变” 溯源

张彦远在 《历代名画记·论山水树石》 中有言： “山水之变， 始于吴， 成于二李

（李将军、 李中书）。 树石之状， 妙于韦偃， 穷于张通 （张璪也）。”①如果说山水画之变

始于吴的话， 那么这次山水之变影响了两次山水变革： 南北宗山水之变。 在董其昌看

来， 南宗王维和北宗李思训固然分别是唐代水墨山水和青绿山水的代表人物， 而人物画

大家二阎和盛唐吴道子则在唐初就开始了山水画的变革新探索， 虽其艺术成就不及人物

画， 但也对山水画的革新起到关键作用。 其贡献之大， 述说一二。 山水一变， 一般认为

与唐代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有关， 山水依附于宫观楼。 “国初二阎， 擅美匠学， 杨、 展精

意宫观， 渐变所附。”②阎立本、 阎立德善于绘制精美的宫观楼台， 但又尝试性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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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依附宫观楼的状况， 虽不成熟， 也能 “功倍愈拙， 不胜其色”。① 吴道子作为传统

山水画变革的先驱人物， 也以人物画之法来绘制山水， 朱景玄 《唐朝名画录》 亦曰：
“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 一日而毕”②； 《太平广记》 中则有 “李思训数月之功， 吴道玄

一日之迹”③ 的记载， 可见其水墨功力之大。 吴道子在人物、 山水、 飞禽走兽、 建筑台

殿等方面无不精通， 史称 “国朝第一”。 其作为山水之变的探索者， 画法既有概括， 又

有壮气， 对后世影响巨大。 其作画以墨线 “豪气” 挥毫， “不加丹青， 已极形似”④，
富有 “纵以怪石崩滩”⑤ 的山水画气势。

北宗李思训发展了展子虔 “稚拙” 的画风， 以 “金碧辉映， 为一家法” 的山水之

法改变了六朝以来的山水画停滞状态， 形成技法上用笔 “细密”、 着色丰富， 风格上有

装饰意味、 工整艳丽， 青绿山水具有 “皇家” 风格。 其子李昭道继承了吴道子的 “山
水之体” “变父之势， 妙又过之”， 取吴、 父之所长， 完成了青绿山水画历时性的变革。
二李把青绿山水艺术推到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史称 “国朝山水第一， 故思训神品、 昭

道之上品也”。⑥ 而南宗水墨画之变则以王维、 张璪为代表， 他们 “另辟蹊径， 开始了

对水墨画山水画的新探索， 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完成了山水画的重大变革， 奠定了中国

一千多年水墨山水画发展的基础。”⑦ 王维早年学画师法李思训， 又学吴道子， “画山水

松石， 踪似吴生， 而风致标格特出。”⑧ 因 “安史之乱” 仕途受挫， 王维 “以禅诵为

事”⑨， 归隐辋川， 信仰佛法， 主张 “水墨最为上， 肇自然之性， 成造化之功”， 以

“渲淡一变勾斫之法” 尝试以浓淡墨进行不同层次水墨的新探索， 这一画法与李思训所

主张 “笔格遒劲” 相悖， 他的画 “笔墨宛丽， 气韵高清”， 成为独立意义上的水墨山水

画。 当然， 这一水墨技法也影响并流行在敦煌的莫高窟壁画中。
一般认为， 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是两个不同的山水画表现方式。 敦煌壁画早期的山

水画多以 “勾勒赋色” 的青绿山水为表现形式； 隋唐以降， 山水画依附于宫观楼画中，
“严格地说， 壁画中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水墨画， 因为所有的壁画都需要色彩染出。” 在

以盛唐长安为中心的水墨画的影响下， 敦煌壁画自盛唐、 中唐以后便出现了 “用色较

少， 用墨较多” “水墨晕染和皴法” 等水墨画的典型技法。 需要说明的是， 在敦煌壁画

中山水作为故事画、 叙事性经变画等佛教绘画的一部分， 并不是独立意义上的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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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可以称得上是水墨山水。 因此， “水墨山水” 之变， 是以实物图像为研究基础， 以

墓室壁画、 卷画与敦煌壁画为实物映证， 并以对比分析的方法考察水墨山水在用墨、 皴

法、 图式和风格特征等方面的变化。 在经变画、 故事画中具有 “水墨山水” 特征的图

像都将纳入研究范畴。

二、 墨色之变： “勾勒赋色” 至 “水墨晕染”

在传统水墨山水中， “墨分五色”， 即以黑、 浓、 湿、 干、 淡来区分用墨的变化。
在墨中加水把原来的浓墨破分成不同层次， 来代替青绿颜料以渲染山峦树木， 这就是南

宗王维所宣扬的 “渲淡” 一法。 在敦煌唐代壁画中水墨画用墨技法之变主要有两个影

响因素， 一是汉代以来传统的水墨影响， 二是以南宗王维为代表的中原水墨山水影响，
其主要表现在浓淡墨线勾勒技之皴法、 渲染之变。

　 　 　 图 １　 渠树壕 １ 号新莽墓后壁壁画　 　 　 　 图 ２　 凤凰山 １号东汉墓西壁北段壁画

（采自 《看见美好： 文物与人物》 ）
赵声良认为 “中国佛教绘画中的山水画并非传自西域， 而是来自汉代以来传统的

山水表现风格”。① 先不说汉代书画， 最早山水卷画之一———隋展子虔的 《游春图》 据

傅熹年考证是北宋的复制品， 也可能就是徽宗画院的复制品②。 所以汉代以来至隋唐以

前的山水未有卷画传世， 只有 “唐人张彦远还见过， 留有记载”③， 如想了解早期山水

的特色， 需根据其它艺术形式， 如墓室壁画、 漆器、 画像石或者敦煌壁画加上文献以了

解其真实情况。 从目前发现的实物作品来看， 不仅在墓室壁画中出现了水墨画， 而且在

陕西富平吕村乡朱家道村唐墓壁画六曲屏风中也出现了独立意义上的水墨山水画， 这个

独立山水的出现与盛唐王维所宣扬的 “水墨最为上” 的时间较为相近， 为更深入了解

“汉代以来的传统山水” 对敦煌壁画中水墨山水的影响提供有力佐证。 在两汉时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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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墓室壁画中具有 “用色较少， 用墨较多” 的水墨技法， 如在西汉后期墓室壁画中有

洛阳卜千秋墓的 “墓主夫妇升仙壁画”， 运用浓淡墨直接勾勒白虎、 青龙、 朱雀、 日阳

神等外轮廓墨线， 尤其白虎的四爪、 青龙的头上部以及部分白虎前爪下部云纹用淡墨勾

勒， 并没有 “随类赋色”， 这应该是水墨在墓室壁画中的早期雏形之一。 在西汉之后新

莽时期， 陕西靖边杨桥畔二村渠树壕 １、 ２ 号墓墓室后壁壁画出现了早期水墨山水形态，
画面以极其概括的手法绘制了二条弓形三重山， 山体以淡墨粗墨线直接绘制， 下面逐渐

变淡， 山间穿插了浓淡墨， 以平涂绘制似 “蘑菇状” 的树木及各类飞禽走兽。 “尤为重

要的是， 整个画面中山峦成为主体， 并无人物的活动。 换言之， 此图是以山峦为主题的

独立画面。”① 因其技法、 风格特征较为 “幼稚”， 这个所谓 “独立画面” 也有可能是

“史前水平” 的水墨山水之一。 类似水墨画法已在两汉、 新莽多座墓室壁画中被较为广

泛运用。 随着 “水墨” 技法的渐趋成熟和运用， 在内蒙古鄂托克旗米兰壕 １ 号所发现

的东汉墓墓室北壁中出现了水墨山水， 以浓、 淡粗墨线勾画出概念化三重山峦轮廓， 左

右两边墨色较淡， 中间两座尤深， 树木形态手法颇为相似， 有浓淡墨变化， 山峦从上至

下以淡墨皴擦山体， 山头重以下轻， 有明显的 “渐变” 效果。 显然， 这个时期水墨山

水已经 “初步掌握” 墨色的变化， 墨线勾勒， 分层晕染， 四周深墨色山体与淡墨色山

体形成对比。

　 　 　 　 图 ３　 莫高窟第 １１２ 窟局部　 金刚山 图 ４　 莫高窟第 １１２窟局部　 山泉芭蕉

（采自 《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 ）
相较而言， 水墨山水在唐代敦煌壁画中已发现既有墨法的变化， 如莫高窟第 １１２ 窟

中也有类似渐趋 “成熟水墨” 的特征。 南壁 “金刚经变” 与北壁 “报恩经变” 两壁经

变中绘有山水图像， 如金刚经变中的金刚山， 中景中山的轮廓以重墨直接勾勒， 两边泉

水都用淡墨直接描绘， 尤其左边山石下部的外轮廓至泉水的描绘， 出现分层晕染， 墙壁

上出现了通透的淡墨效果。 “山泉芭蕉” 远景右上部的山石从内轮廓至里水墨出现了

“淡墨晕开” 的渐变效果， “山间瀑布” 中的左部也有类似的用墨画法。 赵声良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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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水墨山水画了”，① 虽离独立意义上的水墨山水尚有一定距离，
但在同时期的榆林窟第 ２５ 窟中水墨技法则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也印证了赵声良对水墨

山水的论断， 这一点对于水墨画的蜕变， 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通过以上比较， 两汉以及新莽墓室水墨壁画在水墨技法和皴法的运用上虽相对较

“简单”， 但从这些古老而传统的图像中可以窥见水墨在墨法层面上的演变和积累过程。
受其影响，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青绿山水开始有意识地以水墨山水为点缀， 墨法上运用

黑、 浓、 淡的墨色变化来表现山体的阴阳相背， 出现了形似劈斧的 “简单” 皴法， 可以

认为莫高窟第 １１２ 窟应是敦煌中期水墨山水画发展的早期形态之一。 换言之， 水墨山水在

中唐莫高窟第 １１２ 窟得到了有力的实物映证， 并体现出汉以来的传统水墨图式和技法。

　 图 ５　 榆林窟第 ２５ 窟局部　 山中修行　 　 　 　 图 ６　 榆林窟第 ２５ 窟局部

（采自 《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 ）
在榆林第 ２５ 窟， 有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一铺和北壁弥勒经变一铺， 两壁西边都绘有

水墨山水，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北壁 《山中修行》 一景。 画面描绘了佛弟子迦叶正在洞

中禅修的场景， 近景有青树山石， 墨线勾勒赋色的木桥穿插在近景和中景之间， 通向迦

叶所在的山洞； 中景左边有群山结构， 以淡墨线直接中锋勾勒， 用墨有粗细、 浓淡变

化， 迦叶打坐山洞以及上部山崖有多处淡墨晕开的效果， 层次十分分明； 远景中有淡墨

直接描绘的三角形山峦， 其画面空间由平面装饰性向 “纵深幽远” 转变。 通过图像分

析发现， 无论是用墨还是光影的处理， 比莫高窟第 １１２ 窟的山水技法都有明显的发展，
尤其在色彩、 水墨晕开的光色效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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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六屏式水墨山水壁画　 （采自 《中国墓室壁画史》 ）
我们再来对比分析同时期陕西富平吕村乡朱家道村发现所发现的唐代墓， 从壁画内

容、 布局、 风格推测， 可能是盛唐时期的墓葬①。 本座墓所发现的西壁连屏式六屏独立

水墨山水， 为唐代盛行的殿堂装饰形式， 也反映了 “视死如生” 的丧葬观念， 这种绘

画形式的出现对考察王维水墨山水、 盛唐时期墓室壁画、 敦煌壁画水墨特征的演变以及

唐代绘画对于日本山水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在山水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６ 幅壁画山

水全部采用水墨画法， 笔试粗狂豪放， 构图紧凑， 山势雄强”②。 从图像的水墨特征看，
画面以取近景构图， 浓墨点染树木， 淡墨晕染， 既有钩斫法， 又有渲淡或擦皴山体， 所

运用的皴法为颇似披麻皴和斧劈皴， 画论称之 “钩斫之法”。 贺士林、 李清泉认为 “这
组壁画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独立水墨山水画， 为探索盛唐山水画之变， 尤其是认识王维一

派水墨画的面貌提供了可靠依据”③。 因此， 从传为王维山水作品 《雪溪图》 和 《江山

霁雪图》 与六屏山水第二幅对比分析来看， 王维的线条易于启发” 披麻皴”， 不似李将

军 “春蚕吐丝” 式的刚性， 也不似吴带当风式的壮气， 而是形成了 “曲折自然、 变化

随意、 漫不经心式的”， 且 “如自然披挂着的长麻皮，”④ 这种画法与六屏山水第二幅山

峦、 榆林第 ２５ 窟北壁弥勒经变中的水墨山水渐趋一致， 这也是盛唐比较流行的 “阙形

山水构图”⑤。 另外， 六幅山水画有四幅出现了分层墨线勾勒形似的流云， 隋展子虔

《游春图》 和传为唐李昭道 《明皇幸蜀图》 中都绘有多处穿插在山间的流云， 虽王维的

绘画没有相关流云的画法和可见图像映证， 但南宗山水主要继承者北宋画家王诜的

《烟江叠嶂图》 中景、 远景均出现了多朵这类云的画法， 不难看出， 这些云纹的处理方

式与 ６ 幅壁画中的流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到敦煌元代壁画， 水墨山水进入一个极盛

的时代， 而西夏榆林窟第 ３ 窟西壁门两侧的文殊变与普贤变更是走向成熟并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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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水墨濡染效果和皴法都可以代表敦煌水墨的最高成就， 作品水墨层次分明自然， 皴法

十分丰富， 主流青绿山水几乎为水墨取代， 只有树木是青色点染， 水、 山、 云、 雾都以水

墨尽染， 一直占据中心画面的 “主尊” 地位被削弱， 整个山体位于经变画上部的核心位

置， 尽显 “敦煌本土化” 的水墨奇观， 唐至两宋以降卷画水墨山水的特征继承和变革在

这里得到有力的图像映证， 丰富诠释了青绿山水至独立水墨山水在敦煌壁画的演变历程。
因此， 王维 “渲淡一变钩斫之法” 的技法告诉我们， 所谓 “渲淡一变” 改变的不

仅是青绿山水在士大夫阶层即文人层面的审美趣尚， 也是宋人对唐画技法的传承和革

新， 这种追求水墨独立性的审美趣味已经在盛唐墓室壁画中出现。 而王维的山水技法不

仅影响了敦煌壁画水墨画的发展， 也影响着日本绘画的发展。
综上可知， 卷画、 墓室、 敦煌壁画水墨山水的特征由于墨色晕染和材质不同， 主要以

“五色” 分层晕染效果来表现山体、 树木、 人物以及飞禽走兽的凸凹立体感。 正如张彦远

在 《历代名画记》 中谈到， 魏晋以降的山水 “群峰之势”， 虽 “若钿饰犀栉”① 有所欠

缺， 但有 “运墨而五色具， 谓之得意”②。 可见， 由于材质的差异， 加之墨加水后， 其晕

染技法在不同材质上会出现明显差异化的表现效果， 但从其水墨属性看， 与 “墨分五色”
较为契合， 既有 “得意” 之处， 又有形似之妙， 其 “气韵生动” 的技法日臻完善， 在唐

代后期则进入 “水墨晕章” 兴盛的新时代。 敦煌壁画自西夏至元这段时间完成了 “水墨

山水蜕变”， 实现了从经变山水至文人山水的转变， 并开创了水墨发展的新时代。

三、 图式之变： 从 “平面装饰” 至 “平远之法”

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晋是山水画兴起之初， 因构图缺少纵深空间感， 以画面左右横向

分布来表现远近关系， 山水画构图出现了 “咫尺千里”③ 的形式， 盛唐以后构图方式向

“咫尺重深” 转变。 “咫尺千里” 颇似于敦煌建窟的早期———北魏至北周时期山水画的

特征， 具有装饰性 “图案效果”， 这种装饰性图案效果可以追溯到两汉以来的墓室壁画

的水墨山水。 渠树壕 １ 号墓墓室二条弓形的三重山几乎上下平行分布， 形似 “蘑菇状”
的树木无明显的大小变化， 画匠画树虽根据山体结构有意识而画之， 但树木在二条弓形

空白处被 “任意” 摆放， 各个元素之间呼应关系和穿插关系并不是很明显， 这些纹样

图案虽具有一定内在的形式意义， 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 却能体现出古人对孔

子所说的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的自然山水观的向往与热爱。 而凤凰山 １ 号东汉墓

墓室西壁北段壁画多重山峦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 “尤其是近处的农夫形体较

大， 远处的牧民形体较小， 显示出画工已初步掌握了近大远小的透视法则， 虽说不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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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生动， 却也拙朴可爱。”① 显然， 人、 动物、 山和树木之间运用了合理穿插、 疏密、
对比关系以及 “留白” 等构成法则， 分割成二段式的 “图式单元” 叙述两个场景画面，
近似六朝谢赫所说的 “经营位置”。 清代王昱更一步强调构图的重要性， 即 “作画先定

位置， 次讲笔墨”②， 虽说山水画位置得到初步掌握并运用， 但从画面构成特征看， 这

个时期画匠开始使用所谓的 “初步掌握” 透视法， 具有平面装饰的特征， 有 “咫尺千

里” 而无明显的 “咫尺重深” 的效果， 但 “人大于山” 的远近关系得到较为明显的改

善， 由横向分布转变为上下分布， “平远” 之法和 “纵深幽远” 的意念特征渐趋出现。
虽说敦煌壁画中早期的青绿山水依附于宫观， 但到盛唐时期这种情况出现了改变。

“盛唐第 １０３ 窟、 １７２ 窟、 ２１７ 窟、 ３２０ 窟等都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山水画。”③ 空

间构图上也开始由 “平面装饰” 转变为 “咫尺重深”， 如在 １０３ 窟和 ２１７ 窟两窟南壁中

都有化城喻品之山水， ３２０ 窟北壁日想观前景山水， １７２ 窟未生怨远景山水， 这四窟都

具有 “平远” 的特征。 通过对比分析， 前两窟山水图式虽有多段式 “叙事空间”， 但还

未表现出较强的平面装饰性， 后两窟的 “纵深幽远” 空间特质则渐趋明显。 “咫尺重

深” 能够展示深邃的山水意境， 多见于盛唐敦煌青绿山水和卷画、 墓室壁画， 与郭熙

所说的 “平远” 之法颇为相似， “ ‘平远’ 的用墨一般较淡， 其在平和中把人引向

‘远’ ‘淡’ 的境地”，④ 又有 “渐远渐淡” 之意， “平远” 与 “咫尺重深” 之意较为契

合， 又有透视法中 “近大远小” 之妙， 这种用 “平远之法” 来表现山水 “渐远渐淡”
的淡墨意境在水墨山水中尤为多见。

从传为王维的 《雪溪图》 和 《江山霁雪图》 来看， 两幅作品在构图上都运用了平

远法。 《唐国史补》 记载 “王维画品妙绝， 于山水平远尤工”； 《唐书·王维传》 所云

“山水平远， 绝迹天机”⑤。 这两幅画都接近于王维画风， 董其昌也认可南宗画中， 多属

平远构图， 这种构图方式与陕西富平吕村乡朱家道村六屏山水第二幅的远景平远法近乎

一致。 平远之法在荆浩 《匡庐图》 的近景和中景中， 李成的 《秋岭遥山图》 《岚烟清晓

图》 《雾披遥山图》 《雪山行旅图轴》 以及王诜的 《烟江叠嶂图》 画中均出现山峦的平

远幽深和远阔之境。 李成师承荆浩， 王诜又是李成的传人。 因此， 这种水墨山水图式的

传承关系已很清晰。 另外， 五代河北曲阳后唐王处直墓也有两处平远法水墨山水， 前室

北壁画远景中的山峦， 以及水墨山水与器具一壁中的山水， 与同时期董源的 《龙宿郊

民图》 远景和 《夏景山口待渡图》 近景都采用了类似的图式方法。 从目前的图像材料

看， 卷画和墓室壁画多取景自然山水， 画面平远开阔， 图式多为中远景， 青绿山水

“敦煌本土化” 特征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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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 敦煌壁画水墨山水画的平远之法出现较晚。 中唐时期敦煌水墨山水虽依

附于青绿山水， 成为青绿山水一个 “附属” 部分， 但这个部分有从青绿山水 “渐变所

附” 的情况出现。 从中唐第 １１２ 窟北壁西起画报恩经变图形看， 中景上部宝盖中部、
右边形成一个 “对比构成” 的样式； 用独立的墨线勾勒出两处山峦， 形成左右对比的

形式， 虽无用墨色表现的树木和水景， 却形成 “近大远小” 的空间关系。 榆林窟第 ２５
窟 “平远” 之法则有所发展， 南壁右侧屏风山水上部的远景山峦与王维、 董源以及王

处直墓水墨山水都有类似的构图特征， 此壁 “三山” 表现为前景山、 中景山与远景山

相互穿插的远近层次关系， 既有以 “柔软、 悠淡” 的三山， 也有以 “刚硬、 概括” 的

两山为一组进行绘制， 与下部左边颇似 “三山” 形成对比关系， 平远之法的表现技法

已近于成熟， 追求 “自近山而望远山”、 有 “平远旷荡”① 之感的审美意趣在敦煌壁画

中唐时期开始蜕变。 而敦煌水墨山水在西夏榆林窟第 ３ 窟则完成了最后的探索和变革，
并生动诠释了郭熙的 “三远” 之法， 其 “咫尺重深” “深远” “平远” 意境尤为凸显。

如上分析， 敦煌壁画中的水墨山水绘画在空间关系上继承并革新了传统山水水墨图

式， 一方面运用绘画纵深、 近大远小、 透视法和 “三远” 等绘画中常见表现手法； 另

一方面， 以强化中心 “主尊” 地位的构图方式在历时性的演变过程逐渐分化并减弱，
由 “满画面” 为 “平面装饰” 的构图方式转变为 “渐远渐淡” 的审美境界， 这是一种

异于卷画、 墓室壁画的水墨图式构成。

四、 余论

敦煌壁画水墨山水从中唐至元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 虽说只有以上几个洞窟具有水

墨山水图像的特征， 却也能够清晰梳理敦煌壁画与卷画、 墓室壁画中的水墨山水发展脉

络。 通过图像佐证深度剖析了水墨山水的技法特征， 由此阐释中国水墨山水画的演变路

径。 敦煌水墨山水直至元代虽没有完全脱离佛教美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 但在敦

煌后期山水成份被逐渐加大， 敦煌画匠兼容并蓄地吸收了汉代以来的传统水墨山水和以

王维为代表的中原山水 “敦煌式” 画法， 形成具有 “敦煌本土化” 的独特风格图式，
成为中国水墨画史的经典艺术范式，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当然， 王维水墨所代表的是苏

轼所说的士人画即文人之画， 而敦煌壁画、 墓室壁画所代表的是工匠之画， 诚如马德所

认为的那样： “敦煌古代的画工画匠是敦煌艺术的创造者。”② 这些 “良工” “巧匠” 创

作的水墨山水具有文人画意味的倾向， 既有佛教美术的 “神圣性”， 又有士人画的 “秀
润天成”， 同时又区别于文人之画， 两者之间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水墨特质， 他们所创立

的墨法和图式风格都是中国山水画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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