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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缂丝大师朱克柔与沈子蕃作品的比较研究
文 / 李 斌，李 强
摘

要：宋代缂丝以朱克柔和沈子蕃的作品最为著名。两位缂丝大师的作品不仅在粉本的选择上，而且在

缂织技法上有各自的特点。通过对两者现存传世作品细致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造成他们之间缂丝作品
的巨大差异与他们的性别、
经历以及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缂丝；
宋代；
朱克柔；
沈子蕃

两宋之际，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长江三
角洲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

的艺术风格与缂织手法。
1.1 朱克柔传世代表性作品解析

同时也成为当时文化和艺术的中心。缂丝作

朱克柔传世的缂丝作品分别为上海博物馆

为一种丝织与绘画相结合的艺术，不仅迎合

收藏的《莲塘乳鸭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上流社会的艺术需要，并且也在民间得到了

《梅花画眉》以及
《山雀图》、
《鹡鸰红蓼》、
《花鸟》、

迅速的发展，涌现出朱克柔与沈子蕃这样的

《山茶蛱蝶图》。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牡丹图》、

民间缂丝大师，朱克柔（？～？），名刚，宋代云

根据朱克柔同时代人对其缂丝作品的评价，
我们

间人（今上海市松江区），以绘画和缂丝见长，

可知她的缂丝作品的艺术水平相当高。据说宋徽

以女红行世。[1]沈子蕃（？～？），一说河北定州

1100~1126 年在位）曾在
宗赵佶（1082~1135 年，

人，一说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由于史料的缺

朱克柔的佳作《碧桃蝶雀图》上题诗：
“雀踏花枝

憾而无法确定其籍贯。然而，不管其籍贯在何

莫作
出素纨，
曾闻人说刻丝难。要知应是宣和物，

地，沈子蕃的活动地点在长三角地区是确定

[2]
。非常遗憾，
由于《碧桃蝶雀图》已
寻常黹绣看”

无疑的，沈子蕃的山水作品以风格清远、优雅

经失传，我们无法再看到其上宋徽宗的真迹，
但

为特色。朱克柔与沈子蕃的缂丝作品为南宋

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宋人对朱克柔的缂丝作品评

以来的文人墨客所推崇和收藏，细究朱、沈两

价之高，
就连艺术修养极高、
堪称花鸟绘画大师

人的作品，我们发现它们在风格、技法方面有

的宋徽宗也对其作品赞不绝口。由于 《山雀

很大的差异性。

图》、
《花鸟》、
《梅花画眉》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1 朱克柔与沈子蕃缂丝作品解析

院，并且其图像未曾在大陆出版的刊物、书籍

朱克柔、沈子蕃虽然闻名于世，然而他们

中刊出过。因此，
笔者选取了现已公布的朱克

传世的作品并不多见。朱克柔现存 7 件缂丝作

柔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
（图 1,见下页）、
《鹡

品，沈子蕃现存 5 件缂丝作品。通过分别解析

鸰红蓼》
（图 2，见下页）、
《牡丹图》
（图 3，见下

其传世代表性作品，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出他们

页）、
《山茶蛱蝶图》
（图 4，
见下页）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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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莲塘乳鸭图
作品纵 107.5 厘米，横 108.8 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画
面构图自然、精巧。在莲花盛开的池塘边，白鹭直立于岸岩之上，
回首四望，
神情空灵剔透。岸岩边青石嶙峋，四周芝兰幽草，宁静
而致远。池中绿荷红莲造型丰满、
浮萍水藻清新别致。池墉中一雌
一雄双鸭悠闲嬉戏，身旁一双小鸭可爱稚拙，
画面生动而温馨。此
外，空中的翠鸟、蜻蜓生动逼真。青石上缂制隶书织款“江东朱刚
制，莲塘乳鸭图”，画面左下角有“朱克柔印”朱红方印一帧。这幅
作品幅式巨大，组织细密，用色自然、缂织精美，属于宋代缂丝传
世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 图 3:牡丹图
作品纵 23.2 厘米，
横 23.8 厘米，
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在
花蕊饱满华贵。枝叶
蓝地缂织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牡丹色泽如新，
色彩浅绿，与图画中央富贵艳丽的牡丹形成强烈的对比，起到烘
一方。此幅作品最让人印
托主题的作用。左下角缂织“朱克柔印”
—
象深刻的是牡丹花瓣的晕色，采用了朱克柔擅长的“朱克法”
——
长短戗，
使得花瓣形象生动，鲜艳欲滴，在 1 方寸区域内经丝达到
116 支，纬丝 360 支，
足见细密精致。正如明人张志习评价牡丹图
时所言：
“ 此幅方尺余，其体表皆纤细，犹引单蚕丝，具五彩，游缀
委曲，出乎天巧，其针工之良哉，定为宋制无疑已”。鉴藏印章有
“石渠定鉴”
“ 宝笈重编”。
、
“乾隆御览之宝”、
“石渠宝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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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鹡鸰红蓼
作品纵 29.7 厘米，横 24.8 厘米，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
物院。画面构图生动有趣，鹡鸰攀立于红蓼茎上，神态好奇
且充满攻击性，
回首俯视水中游虾。而游虾似乎并没有感觉
到丝毫的危险，仍然悠然游弋。
左织“朱克柔印”
织款。从缂织
技法上看，此图对色彩的运用相当精准，熟练采用“掺和戗”
技法，为了表现秋天的萧瑟，
红蓼枯黄的叶子以红、蓝等色晕
染点缀，为了使鹡鸰羽毛富于光泽与层次，
则采用墨笔加染。
整体上看，此图造型写实，缂织细腻。鉴藏印章有“太监王诛
收藏书画记”、
“张鏐”
。

▲ 图 4:山茶蛱蝶图
作品纵 25.6 厘米，横 25.3 厘米,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在磁青色地上，用彩色纬线缂织三朵形态各异的山茶花和一只
飞舞在山茶花之上的蛱蝶，分枝上的三只花蕾含苞欲放，给人印
象深刻的是被虫蛀过的黄叶，表现得惟妙惟肖，十分逼真。左下
角缂有“朱克柔印”一方。从缂织技法上看，山茶的枝干绿叶、花
蕊均采用齐缂法；花瓣、蝶翅则采用抢缂法晕色，蝶须则辅于构
缂点缀。右钤鉴藏印章
“令之清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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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沈子蕃代表性传世作品解析
沈子蕃传世的 5 件缂丝作品，分别为缂丝
秋 山诗意 立轴（图 5）、缂丝 山 水轴（图 6）、缂
丝青碧山水轴 （图 7）、缂丝梅花寒鹊图立轴
（图 8）、
缂丝桃花双鸟立轴（图 9）。

2 朱克柔和沈子蕃缂丝作品的特征分析

▲ 图 7：
青碧山水轴
作品纵 88 厘米，横 37 厘
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 此图与 《秋山诗意立轴》
大同小异，省去了山崖与书亭，
所有的景物轮廓线都采用墨笔
加深，
使界线清晰。左下方织有
“子蕃制”织款，下缂“沈孳”印。

▲ 图 5：秋山诗意立轴
作品纵 86.8 厘米，横 38.3
厘米，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远山白云，一船夫仰卧船
中，等待客人渡船，近处山崖茅
亭内一书生正刻苦攻读，形成强
烈对比，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心境
不同的人生。在青山碧水之间让
人对人生、对幸福进行哲学的思
考。右下方织“子蕃”款，
“沈氏”
印章。从缂织技法上看，
用褐色
线勾勒山石轮廓，运用蓝色、灰
达到立
色和褐色退晕缂织山体，
体图像的效果。人物的面部、船
篷以及部分山、云、树干、树叶、
石的轮廓在局部又采用绘补的
方式弥补缂织技法在表现图画
局部的不足，
达到更加形象的效
果。鉴藏印章有“乾隆御览之
宝”、
“ 石渠宝笈”、
“ 三希堂精鉴
“宝
、
玺”
“ 宜子孙”、
、
“石渠定鉴”
“嘉
笈重编”
、
“ 养心殿鉴藏宝”、
庆御览之宝”。

▲ 图 6:缂丝山水轴
作品纵 83.3 厘米，横 35.8
厘米，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此作品与《秋山诗意立轴》
出自同一粉本，尺寸相差不大，
只是着色方面稍有不同，增加
了褐色系列的暖色调，局部刻
画不如《秋山诗意立轴》细腻。
从创作顺序上看，这件作品应
该早于《秋山诗意立轴》。右下
方缂有“子蕃”印章，鉴藏印章
“ 乾隆鉴
有“乾隆御览之宝”、
赏”、
“三 希 堂 精 鉴 玺 ”
、
“宜子
“ 石渠宝鉴”、
孙”、
“ 石渠宝笈”、
“宝笈重编”、
“ 御书房鉴藏宝”、
“嘉定御览之宝”
、
“ 宣统御览之
宝”
、
“宣统鉴赏”、
“ 无逸斋精鉴
。
玺”

▲ 图 8：梅花寒鹊图
作 品 纵 104 厘 米 ，横
36 厘米，现收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一对寒鹊栖息于
梅树老干之上，老干沧桑，
新枝梅花绽放。 一鹊已
入佳眠，
另一鹊鹊还在张眼
四望。一丛翠竹点缀于梅树
枝干之间。一新一旧，一动
一静使整个画面非常生动
且和谐。
左中缂织“子蕃制”
织款，下织“沈氏”印章。从
缂织技法上看，最有特色的
是在梅树干和眠鸟的背上
技法，
用来
运用了“包心戗”
表现纹样的体积感和转折
变化。

缂丝桃花双鸟立轴
荨 图 9：
作品纵 95.7 厘米，横
38 厘米，现收藏于台北故
宫博物院。素白地缂织桃花
一株，枝上桃花或含苞待
发，或已怒放，绿叶相伴，枝
干虬曲，树皮呈龟甲状裂
开，轮廓处用墨绘加以勾
勒。两只斑鸠休憩枝头，缩
脖畏寒，神态写实。右下方
“子蕃”。从
桃枝处织有织款
缂织技法上看，桃花及叶瓣
的轮廓根据需要用黑、蓝、
浅绿等纬线勾勒，色彩变化
。
之处采用“参和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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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华梅
众所周知，对两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进行
对比分析，我们必然会从其作品的构图、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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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着色上的差异
从作品的着色上看，
朱克柔擅长运用不同

技法三个方面展开，从而总结出他们各自的特

的色系形成强烈对比，起到烘托主题的效果。

征。笔者认为，作为以梭代笔，
以线代墨的书画

如《莲塘乳鸭图》中白鹭、青石、双鸭和乳鸭的

缂丝艺术作品，除了对构图、着色、技法三个方

颜色都能形成强烈的色差，
能第一时间抓住欣

面进行探讨外，还需要对织款织印进行比较分

赏者的眼球。又如《牡丹图》和《山茶蛱蝶图》中

析。

的绿叶、
花朵的颜色充分体现了强烈对比所带

2.1 构图上的差异

来的艺术效果，
等等。当然，
在朱克柔的作品中

从构图上看，朱克柔非常精通捕捉所缂织

也有体现色彩和谐一致的一面，如《牡丹图》和

对象的局部，
刻画到细微之处，
写实性很强。在

《山茶蛱蝶图》中的绿叶色彩的渐变、
绿叶与绿

其作品《牡丹图》中近乎是对一朵牡丹花的特

枝的微小色差均是色彩一致性的体现。恰恰相

写，其花瓣颜色的渲染把握得恰到好处，同一

反，
沈子蕃则在整体上擅于把握运用色彩的和

片花瓣的颜色由月白渐向菊黄嬗变，过渡自

谐性，
从而使作品形成风格清远、
优雅的特色，

然，
毫无生涩之感。叶枝的处理也相当到位，
叶

产生一种宁静致远的意境。如 《秋山诗意立

脉清晰，叶缘和叶里色彩渲染丰富真实。又如，

轴》、
《缂丝山水》、
《青碧山水轴》均采用相同的

她的另一佳作《山茶蛱蝶图》，三朵山茶花形态

色系且色彩的亮度相差不大，
整体给人一种和

各异，渲染表现技法纯熟，最为独特之处是在

谐的意境。虽然其花鸟缂丝作品，在局部上运

画面上端的蛱蝶和下端的虫蚀过的黄叶，它们

用了一些色彩对比，
但着色的亮度并没有朱克

表现得细致入微，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

柔作品中对比强烈。笔者认为，这种着色的差

而沈子蕃的缂丝作品却与朱克柔的有所

异性与他们选取的缂织粉本有着极大的关系。

不同，他善于从整体上把握缂织对象，其山水

朱克柔擅长局部、特写的粉本，而这种粉本必

作品有中国水墨画写意的境界，他的《秋山诗

须是色彩对比强烈的绘画作品，同时，沈子蕃

意立轴》中草庐内寒窗苦读的读书人与小船中

擅长整体、写意的粉本，这种粉本在色彩上也

酣然入梦的渔夫，两种人两种人生，在青山碧

强调和谐一致。

水间给人一种人生哲理的思考。同样，沈子蕃

2.3 缂织技法上的差异

的花鸟缂丝作品在视角的尺度上也比朱克柔

从缂织技法上看，首先，朱克柔与沈子蕃

的花鸟缂丝作品大，他的《缂丝桃花双鸟立轴》

都擅长戗缂法，
朱克柔以不规则的长短戗为特

和《梅花寒鹊图》中都采用在蜿蜒的树干枝头

色，如《牡丹图》中花瓣的层次和反转变化，运

停留着两只鹊鸟，虽然鹊鸟在整个画面上所占

用长短戗，使花瓣

空间并不大，但它们在构图中的位置却非常重

颜色由里向外逐渐

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翊翊如生的鹊鸟

变淡，两色相会处

给整个图画带来一种动态的感觉。正如明代学

渲染自然，看不出

者张应文（？～？）在《清秘藏》中评价宋代缂丝

痕迹，如同用笔晕

时说：
“宋人刻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剜

染。沈子蕃则以木

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 。综上所

梳戗、包心戗、凤尾

述，朱克柔的作品是以局部、特写构图为特色，

戗见长。[4]如《秋山诗意立轴》中的山石纹路和

沈子蕃则是以整体、写意构图为特色，体现了

阴影部分（图 10）运用木梳戗织出曲直有度的

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的形状，产生奇山怪石的效果；
《梅花寒鹊图》

[3]

阴影）
图 10：木梳戗（山石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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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眠鹊的背部（图 11）运用包心戗，使用深浅不

款的作品从侧面充分反映了沈子蕃在当时书

一的黑灰色系，边缘的色彩采用淡色，逐渐向

画缂丝界的名气。

中心包围变深，从而使羽毛生动而饱满；
《桃花

除了织款之外，织印也是反映作者信息的

双鸟立轴》中双鸟羽毛的边缘（图 12）就是典型

重要因素。自宋代以来书画印章逐渐开始在文

的凤尾戗，
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羽毛的质感。

人间流行起来，而与书画结合较为紧密的缂丝
作品必须会受到这种风沿的影响。笔者将朱克
柔与沈子蕃缂丝作品中的缂织印章从文字内
容、
位置、
信息作了一番比较（表 1）。由表 1 可
知，
朱克柔印章的文字比较单一，仅有“朱克柔
印”一枚，说明朱克柔可能只有“朱克柔印”一

图 11：包心戗（鸟背）

图 12：凤尾戗（翅羽边缘）

其次，朱克柔与沈子蕃的作品中均会发现

枚印章；
沈子蕃则有“沈氏”
、
“子蕃”
、
“沈孳”印
章三枚，说明沈子蕃具有一定文人气质，拥有

补笔的手法。朱克柔的补笔只是在作品出现遗

多枚印章；从缂织印章在作品中的位置来看，

漏和不足时，
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手法。如《山茶

大多集中于作品的或左或右的中下方，
比较符

夹蝶图》的花瓣层次部分、树干和花叶是蚀部

合
“物勒工名”
和绘画艺术的特点。
表 1: 朱克柔、
沈子蕃现存作品中的缂织印章

分局部分采用了点染，由于这些部位面积过
小，用小梭补织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所以才会

缂织
工匠

缂丝作品

印章文字

用毛笔轻轻点染。沈子蕃的补笔则是有意对景

莲塘乳鸭图

朱克柔印

左下

缂织工匠

物的轮廓进行勾勒或强调局部，但这种补笔又

山雀图

朱克柔印

左中

缂织工匠

鹡鸰红蓼

朱克柔印

左

缂织工匠

花鸟

朱克柔印

左

缂织工匠

梅花画眉

朱克柔印

右中

缂织工匠

牡丹图

朱克柔印

左下角

缂织工匠

与明清时期以画代织的补笔滥用有所不同，
沈
子蕃的补笔则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达到

朱
克
柔

缂织与补笔点染的完美融合。
2.4 织款织印上的差异
丝织物织款是指织机在进行丝织过程中，
在织物上织入织物品种名、作坊名、织者名等
文字（包括装饰这些文字的图案）。[5]缂丝作为
丝织物中最贵重的品种，随着宋代书画艺术署
名风尚的兴起，著名的缂丝工匠也会在其作品
上缂织织款。在《莲塘乳鸭图》中的青石上隐约
可见朱克柔的“江东朱刚制莲塘乳鸭图”字样

沈
子
蕃

缂织印章位置 印章信息

山茶蛱蝶图

朱克柔印

左下角

缂织工匠

缂丝秋山诗意
立轴

沈氏

右下方

缂织工匠

缂丝山水轴

子蕃

右下方

缂织工匠

缂丝桃花双鸟
立轴

无

缂丝青碧山水
轴

沈孳

左下方

缂织工匠

缂丝梅花寒鹊
图立轴

沈氏

左下方

缂织工匠

3 朱克柔和沈子蕃作品风格相异的原因分析

的织款，
“刚”即朱克柔的名，这一织款不仅将

通过上述朱克柔与沈子蕃作品的特征分

作者的个人信息（籍贯、姓名）而且还将作品的

析，我们不难发现，两位缂丝大师的作品风格

名称也展示给观者。
《莲塘乳鸭图》是朱克柔作

迥异。朱克柔的缂丝作品很类似于工笔画的表

品中唯一有织款的作品，可见其作者对这件作

现手法，以精谨细腻的手法描绘景物的局部，

品的满意程度非同一般；沈子蕃则与朱克柔不

突出表现鸟禽的活跃之态、
花卉争妍之色。然

一样，一般在其作品上织上“子蕃”款（《秋山诗

而，沈子蕃则更多地从整体上表现景物，其山

意立轴》）、
“ 子蕃制”款（《青碧山水轴》、
《桃花

而其花鸟
水作品更多地体现了写意画的风格，

双鸟立轴》、
《梅花画眉》），这种仅以作者名为

作品又在写实的基础上不失写意的艺术风格。

服饰与文化：文物鉴赏

主持：华梅

49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产生这种差异极可能与

图》上才有织款，其它作品均使用“朱克柔印”

朱、
沈两人的性别和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单一的织印。沈子蕃作品中的织款分别有
“子

首先，朱克柔身为女性，必然会具备女性

蕃”
、
“子蕃制”
，织印则使用不同的形式，
如“沈

所特有的细腻、清秀等特质。而沈子蕃则为男

氏”
“子蕃”
、
“沈孳”
、
等。织款、
织印方面的差异

深遂等特质。因
性，
性格中也具备男性的阳刚、

则分别反映了朱沈两人“大家闺秀”
、
“文人骚

此，他们的作品必然会受到自身性别的影响，

客”
的特征。

体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
其次，基于朱克柔的女性身份，结合考察

表 2：朱克柔与沈子蕃作品特征的比较
比较项目

朱克柔作品

沈子蕃作品

宋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不难发现，自“程朱理

风格

阴性、大家闺秀

阳性、文人骚客

对
学”出现后，封建礼教理论体系逐渐极端化，

构图

强调局部

强调整体

着色

强调强烈对比

强调自然和谐

公开化和系统化。[6]并且，
妇女的压迫合法化、
在当时社会女性缠足的风尚甚重，缠足的妇女

技法

擅长长短戗

包心
擅长木梳戗、
戗、凤尾戗

即使在有人扶持的情况下跋山涉水也是相当

织款和织印

形式单一

形式多样

困难的。因此，在宋代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低下

构图、着
造成朱克柔、
沈子蕃的作品风格、

的情况下，朱克柔不太可能象沈子蕃那样可以

色、技法、织款和织印上的显著差异，笔者认

亲身领略高山大河，形成一种宽阔的胸怀。她

为，首先，
朱、
沈两人性别上的差异造就了两人

只能形成了一种表现细腻、
清秀的缂织风格。

对构图和着色区别；其次，女性特有的耐心和

最后，虽然缂丝作品大多临缂名画书作，

细致使得朱克柔将长短戗发挥到极致，
形成著

但缂织大师们一般都会根据自身的特长和喜

名的
“朱缂法”
。男性特有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使

好来选择临缂的对象，这样就不难理解，现存

形成自己的
得沈子蕃将多种技法融合在一起，

的朱克柔作品中没有发现缂丝山水之类题材

特色；最后，
“大家闺秀”和“文人骚客”的生活

的作品。

朱、
沈两人
又造成了织款和织印的差异。总之，

4 结语

作品风格的差异性由两人性别以及由性别所

朱克柔与沈子蕃作为两宋之际著名的缂

引发的社会地位和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丝大师，其作品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风
格。朱克柔的作品体现了一种清新艳丽、大家

参考文献：

闺秀的美——
—阴性美和写实美，沈子蕃的作品

[1]刘韫 .南宋 朱克 柔缂 丝《蛱蝶山 茶图》[J].收藏 家 ,

则体现了一种自然和谐、文人骚客的美——
—阳

2007(12):72-72.

性美和写意美。朱克柔与沈子蕃作品特征的比

[2] 王 浩 然 . 中 国 缂 丝 工 艺 之 美 [J]. 收 藏 ,2010 (3):

较如表 2 所示，笔者认为，从构图上看，
朱克柔
强调局部，而沈子蕃则强调整体；从着色上看，

104-108.
[3]严勇 .中国 古 代 的 缂 丝 艺术 [J].收 藏家 ,2005(7):
33-40.

朱克柔强调图画的强烈对比，沈子蕃则强调图

[4] 朴 文 英 . 缂 丝 [J].苏 州 : 苏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2009:

画的自然和谐；因此，从图画的构图和着色方

126.

面分别体现了朱沈两人作品阴性和阳性的特

[5]刘 安 定 ,李 强 ,邱 夷 平 .中 国 古 代 丝 织 物 织 款 研 究

征。从缂织技法上看，朱克柔擅于运用长短戗

[J].丝绸,2012(5):45-49、55.

表达复杂的晕色效果，沈子蕃则擅于木梳戗、

[6]张 瑞 .略 论 宋 代 妇 女 的 社 会 地 位 [J].广 西 教 育 学
院学报,2006(5):114-115.

包心戗、凤尾戗等晕染技法的综合运用；从织
款、织印上看，朱克柔的作品只有《莲塘乳鸭

（收稿日期：2015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