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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魏晉風度掩蓋遺民之思 

——八大山人晚年繪畫的特徵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統（林金），是明朝朱氏皇族的後裔，善長繪畫，由於國破

家亡，1644年後逃入江西進賢縣奉柔佛巴魯躲難，1648年出家為僧。這 4年的生活，八大山人

的好友邵長衡在為其作傳的時候僅用短短的兩句話帶過：“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柔佛巴魯中。剃

髮為僧”
1
，但我們由其他朱明王孫的命運可以想見，八大山人作為朱明王孫在國破後的艱難困

苦。記載明王子孫的《盱眙朱氏八支宗譜》2序說那些朱明王族的後裔：“改姓易氏、匿跡銷聲、

東奔西走，各逃生命。”由蕭鴻鳴所作《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可以將四年中影響到八大山

人的政治背景總結為以下表格： 

1644年 三月十九日 崇禎帝在煤山自盡，明亡 

1645年 

八月 髡發令到達江西“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 

九月 清軍平江西南昌，下旨：故明諸王，無論大小，俱著赴京朝。 

十月 清軍血洗峽江、吉安、萬安、袁州等抗清力量 

1646年 

二月 清軍攻佔撫州，擒南明永王 

五月 誅殺故明宗室 

十月 清軍破贛州 

1647年 

八月 
清兵殺已投誠並出家為僧的明宗趙王，擒殺故明宗姓麟伯

王、藹伯王 

十一月 擒殺故明義王及其子 

十二月 擒殺瑞王朱統 

1648年 
二月 清擒殺明宜春王朱議衍 

五月至八月 清軍再圍南昌，南昌城內死十餘萬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我們便可以理解，八大山人作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甯獻王朱權的

九世孫，不得不更名易字、隱藏身份，以至於其身世一直以來都撲朔迷離的原因了。八大山人於

1648 年出家為僧，之後他不間斷地創作了大量的繪畫作品，以獨特的大寫意花鳥和山水在清初

畫壇別樹一幟，故被稱為清初“四僧”畫家之一。 

在明亡之後不得已逃禪，這既是八大政治地位的無奈選擇，也是其家族及個人對佛教的夙奉

與長期研究所致。而在當時的社會思潮背景之下，有很多明遺民畫家選擇了逃禪，作者曾據多種

明遺民錄及畫家人名大詞典統計，在明遺民畫家中，有記載曾經為僧者就有 30多人，占統計畫

家總數的 20％強。如下表： 

 
明遺民畫家中曾為僧、道者列表： 

                                                        
1邵長衡《青門旅稿@八大山人傳》， 
2蕭鴻鳴《曹洞臨濟兩兼之——有關八大山人與禪門關係的幾個問題》，刊載於《江西社會科學》2000（10）,

頁 96－100。 

 



 2 

畫家 釋（道）名 出家地 出家時間 師承 

丁元公 願庵  淨尹 嘉興 甲申後 不詳 

方以智 弘智；無可；藥

地和尚 

金陵高座寺 永曆亡後 天界浪亭和尚
3
 

弘仁 法名弘仁，字無

智、無執，號漸

江、漸江學人。 

五夷山抱親寺 乙酉 古航禪師 

髡殘 介丘、白禿 金陵牛首寺 甲申前 浪丈人 

陳洪綬 悔遲、老遲、弗

遲、悔僧、雲門

僧、九品蓮台主 

紹興雲門寺 丙戌（1646年） 不詳 

石濤 道濟、苦瓜和尚 不詳 乙酉後為僧 旅庵本月 

方顓愷 光鷲；跡刪；東

樵；成鷲 

羅浮山，晚棲大

通寺
4
 

康 熙 十 八 年

（1679）出家 

羅浮山石洞禪院

元覺離幻禪師 

錢邦芑 大錯 雞足山 國亡後 不詳 

王作霖 弘瑜；月章 不詳 國亡後 雪嶠和尚 

王鴻暹 今回；更涉 雷鋒 甲申後 函昰（天然和尚） 

朱昂 把茅 雞足山 甲申夏 擔當 

朱耷 個山；個山驢；

雪個；人屋；驢

屋等 

介岡燈社／耕香

院 

1648年 1653 年從學弘

敏穎學
5
 

何九淵（居士） 古峰；石人 不詳 甲申後 函昰 

何其偉 不詳 不詳 明亡後 不詳 

屈大均 今種；一靈；騷

餘； 

雷鋒 己醜父沒，丙申

後數年返儒。
6
 

函昰 

金堡 今釋；澹歸；性

因；蔗餘 

雷鋒，後創丹霞

名刹 

永曆中 函昰 

唐泰 擔當；普荷 雞足山 不詳 無住禪師 

孫自修 懸溪和尚；與然 不詳 亂後 蔚麟和尚 

徐柏嶺 不詳 不詳 亂後逃禪 不詳 

郭都賢 頑石
7
；些庵 不詳 北京陷落後 不詳 

陳梁 個亭和尚 不詳 甲申後 幼年曾皈依蓮池

大師 

陳子升 智山
8
 廬山歸宗寺 晚年 函昰 

                                                        
3 孫靜庵《明遺民錄》作“天界俍公”。 
4
“襄城李來章則謂其以大通為西山，抄化為薇蕨，然怨尤之氣，悲憤之思，斬然不見於筆端，非通權達變，

樂天知命者，未易得此。顓愷晚掩關大通古寺，故來章雲然”。《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一，見《明遺民錄匯

輯》上冊第 37頁。鄧之誠《清史紀事初編》云：（釋成鷲）“主大通寺，在省會東十裡，濱江幾與世隔”。  
5饒宇樸《個山小像》跋文， 
6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一稱其：“丙申，逾嶺北遊入越，……旋複游吳，……時年不過三十也。

又數年，返於儒”。見《明遺民錄匯輯》上冊第 392頁。 
7《新世說》卷五“棲逸第十八”說郭“北京陷，祝發為僧，號禎石又號些庵”。禎與頑形似，當是印刷錯

誤。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 12月。 
8“晚入黃山青原，訪舊友熊開元、方以智為方外之遊，二人宗門中所謂檗庵、藥地者也。檗庵法字子升，

曰智山，因自稱智山道人，還至萬安而藥地卒，哭之慟。乃重入廬山歸宗寺，受僧函昰戒，歸後杜門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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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日初 明曇 不詳 廣州破時 不詳 

萬壽祺 明志道人；慧

壽；壽道人（皆

自號） 

不詳 晚年 無 

周容 不詳 不詳 國難後 不詳 

周齊曾 囊雲大師 不詳 不詳 不詳 

趙甸 璧雲；璧林高士

畫者
9
 

會稽人    嘗修

顯聖寺 

丙戌後 不詳 

歸莊 不詳 不詳 乙酉兵敗後 不詳 

賴鏡 深度 萬壽寺 亂後 不詳 

呂留良 可耐  不昧 自家枕上 庚申（1680年） 無 

傅山（道士） 朱衣道人 不詳 甲申後 不詳 

牛石慧（道士） 不詳 南昌青雲譜 不詳 不詳 

薛始亨（道士） 劍道人 羅浮山 晚年 不詳 

明遺民畫家的出家被更多研究者稱為迫不得已，但筆者認為若用倪瓚在元末儒、釋、道合流

的文化背景中所寫：“據於儒，依於老，逃於禪”更為合適。明遺民畫家大規模地出家為僧有著

身後的社會政治原因，究其根本有以下幾點： 

1、為了真正意義上的逃命，正如另一遺民畫家陳洪綬的詩所雲：“國破家亡身不死，此身

不死不勝哀，偷生始學無生法，畔教終非傳教材”。10自解說：“丙戌夏悔逃命山谷多猿鳥處，

便薙發披緇，豈能為僧，借僧活命而已”。他丙戌（清順治三年，1646）六月在雲門寺剃髮為僧，

但是第二年三月，就又還俗了，像這樣在短時間內出入佛、俗之間的行為，在遺民畫家中並不罕

見，而且在 1644年之後的幾年尤為集中。“借僧活命”可謂對明清之際大部分文人之出家原因

的注腳。 

2、為了躲避清朝入關後強制實行的剃髮易服的羞辱。大批的遺民在甲申、乙酉後紛紛出家，

和清朝入關後強制實行衣冠的改變有很大關係。滿族人和漢族人的民族髮式和服飾不同，剃髮是

明代女真人（滿族在明代稱建州女真）的一種風俗習慣，滿族的習俗是男子將頭頂四周的頭髮剃

去，只留頂後中間長髮，編成辮子，垂在背後，除了父母和國喪百日內不剃頭外，四周頭髮要不

時剃除，不得留長，所以叫做剃髮或剃頭。11這是滿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一個特徵。順治二年（1645

年）五月南京被攻下後，順治帝諭禮部：“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

自布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

惜發，巧辭爭辨，決不輕貸”，12所以當時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謠，剃髮和不剃髮

已經成為投降或不投降的一個政治標誌。在滿洲貴族看來，只要漢人肯剃髮，除去自己民族的傳

統衣冠，就會斷絕其最起碼的歸明之路，令其不得不效忠清王朝。遺民畫家用各種方法逃避衣冠

的變更，比如巢鳴盛“自乙酉之變，即遁跡荒野，足不逾戶，不毀膚發”。
13
徐枋“及父死，絕

                                                                                                                                                               
《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一，見《明遺民錄匯輯》下冊第 738頁。按此說法，陳子升初師檗庵禪師，即熊開

元，後投函昰。其法名是否隨之更改待考。 
9 孫靜庵：《明遺民錄》卷三八“趙甸”條雲：“丙戌後，隱於緇，賣畫自給，世所稱璧林高士畫者也”。

《皇明遺民傳》卷四雲（見《明遺民錄匯輯》下冊第九八五頁）：“丙戌後，立高節，隱於緇，賣畫以活，

世所稱璧林高士畫者也”。《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曰：“明亡為僧，名璧雲，一作礕雲，又稱璧林高士”。 
10 陳洪綬：《感賦七言律詩四首》之四，見黃湧泉《陳洪綬年譜》“丙戌（1646年）八月十五”，人民美

術出版社 1960年 9月。 
11參見鄭天挺：《探微集》，中華書局 1980年版，第 81頁。 
12
《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13
《皇明遺民傳》卷二，見《明遺民錄匯輯》上冊第 6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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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七日，不死。於是終身不剃髮，白衣冠，每遇烈皇帝崩日及父死日，必痛哭三晝夜不絕”。
14
王

鑒臨終時“遺命以黃冠道衣殮雲”。15甚至有人為了逃避衣冠變更而奇裝異服，與時俱異而不顧。

張飌“甲申後遂焚帖括，衣短後，佩蒯緱，……”這些奇裝異服可以說是遺民畫家奇異人格的體

現或者是對於亡國之痛的一種精神發洩，但相信其真正的目的還是想借此逃避衣冠變更之辱。以

上種種逃避的小手段，有時候還是無法應對苛酷的政治命令，但是如果做了僧人或者道士，便可

以名正言順地不著新朝服飾和髮式了。 

3、為了隱藏自己的亡國之恨。由於出家後有了新的名、字、號，與塵世特別是仕途可以基

本絕緣，從前的那個自己就順理成章的隱跡銷聲了，從而撫平自己心理上的沒有以身殉國的遺憾，

同時生命也得到了保全，這也算是心理上的“借僧活命”吧。也正由於此，明遺民畫家為僧後很

少有人能嚴守清規戒律，更不是從內心篤信佛祖，他們在行為上往往亦僧亦道、亦僧亦儒，有時

候甚至顯得無所適從。惲日初為僧後，仍然為複國呼號奔走甚至參戰，當時清兵正席捲浙、閩、

粵三行省，他曾督兵守建寧，城破走廣信，糧盡人乏，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不可救

正。然莊烈帝殉社稷，薄海茹痛，小臣愚妄，謂即此可延天命。今乃至此，徒毒百姓，何益？”

後解散軍隊，獨自回常州了。
16
。全祖望評周齊曾之文：“囊雲先生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

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為君子所譏，囊雲

敻乎上矣。然吾讀其集，則佛語何其多也。曰此特其悲憤之放言耳。夫屈子之為文也，其言至於

杳冥荒誕而不可詰，先生之佛語，亦猶是也”。17“余曾見鄭所南《謬餘集》，其中多佛語，幾與

先生同，要之皆非釋門所得收拾”。18這體現出清初一部分人以佛法作遺民的的現象，給當時的

釋家也增添了一道別樣悲壯的風景。 

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明遺民，八大山人為僧 32年，康熙《進賢縣誌》卷十七記載：“弘敏，

字穎學，師天資高朗……法嗣傳綮，號刃庵，能紹師法，尤為禪林拔萃之器。”這是目前方志中

所見最早有關八大山人在佛門經歷的記載。 

八大山人逃禪的緣由，據邵長衡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撰寫的《八大山人傳》中說：“八大

山人者……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柔佛巴魯中。薙發為僧。”據《個山小像》饒宇樸所述，•八大

山人是順治五年(1648)戊子才正式遁入佛門的，他在禪門共生活了三十多年，禪學造詣極高，“不

數年，豎佛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饒宇樸贊其“諸方藉藉，又以為博山有山

后矣”。即是說明八大山人是繼曹洞宗明末博山元來之後的重要傳人（蕭鴻鳴推測八大山人為曹

洞宗第 30世傳人），對禪宗理論進行了深刻的研究。 

康熙十九年(1680)庚申，八大山人還俗。而關於其還俗的原因，後世文獻多有猜測。陳鼎的

《八大山人傳》中記載道：“斬先人祀，非所以為人後也，子無畏乎？個山驢慨然蓄髮謀妻子。”

乾隆《廣信府志·寓賢》：“八大山人……去僧為俗人，往見臨川令，願得一妻……”。道光《新

建縣誌》：八大山人“老死無子，一女適南坪汪氏。”這些記載，都說明八大山人在遂發狂疾，

去還南昌返俗後，迅速病癒，並在以後的日子裡，娶妻生子19，並確有後嗣。《盱眙朱氏八支宗譜

世系總派@八大山人家系表》中記載了八大的兒子的信息：“九世議沖統林＋金之子，字何緣，

徙居奉新”20。 

從數種八大山人傳記可以看到，八大山人曾一度患有癲狂之疾，“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

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為藏鉤拇陣

                                                        
14《皇明遺民傳》卷二，見《明遺民錄匯輯》上冊第 541頁。 
15見《吳中名賢傳贊》第 748頁。 
16參見孫靜庵《明遺民錄》卷五，見《明遺民錄匯輯》下冊第 820頁。 
17《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周先生囊雲集序》，見《全祖望集匯校集注》第 1211頁。 
18同上。 
19王方宇《八大山人婚姻的問題》一文中，曾論及八大山人蓄髮謀妻當在 1682年之後。 
20蕭鴻鳴：《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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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噓唏泣下”。
21
其間遺

民思想表露明顯，所畫極盡嘻笑怒駡、諷刺誇張之能，被研究者稱為“情緒危機期”（1680－1690

年）
22
，也有研究者稱其 1680－1685為“驢期”

23
，指。但 1690年之後，他的身體疾病漸漸好轉，

作品也更傾向於簡遠禪意。1690－1700 年被認為是八大山人繪畫風格成熟的重要階段，也是他

創作上的黃金時期，留下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如日本所藏《安晚帖》冊頁，天津博物館藏《河上

花卷》，上海博物館藏《山水花鳥冊》等。 

有趣的是，我們目前解讀這些作品時，發現他在作品中對魏晉時期的典故有很多的引用和重

新詮釋，如《安晚帖》的 22開中，大多題寫了和《世說新語》相關的詩文，用以闡發他的作品。

如《安晚帖》之四山水冊頁題詩：“向者約南登，往復宗公子。”宗公子即宗炳，此句點明瞭八

大山人繪製此帖的意圖，以及“安晚”一詞的來歷，奠定了整幅冊頁追慕晉人風骨的基調；《安

晚帖》之六描繪了一條鱖魚，題跋為：“左右此何水，名之曰曲阿。更求淵注處，料得晚霞多。

八大山人畫並題。”該典故出自《世說新語·言語第二》：“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

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24
說的是謝安的弟弟謝萬心

胸開闊，遇事鎮定，不亞于其兄；《安晚帖》之九貓圖題詩：“林公不二門，出入王與許。如公

法華疏，象喻者義虎。”詩中的林公指的是高僧支道林，八大認為支道林得於大乘佛學得不二法

門，和當時的王羲之、許詢、謝安等名士交往甚密，《世說新語》記載了他和王羲之的結交及其

交遊軼事。25 

第十四巨石微花冊頁自題為“聞君善吹笛，已是無蹤跡。乘舟上車去，一聽主與客。八大山人

題。”此篇引用了王子猷與桓子野的軼事，表達身份地位之距離不若心靈溝通之重要。“王子猷

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雲是

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雲：‘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

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26 

《安晚帖》之二十（紙本行楷，31.5x27.5cm，日本泉屋博物館藏）是八大山人一段較長的

自跋：“甲戌夏五月六日以至既望，為退翁先生抹此十六副，笥中翊日示之，已被人竊去荷花一

副，笥中之物何處去也，比之晉人問旨于樂廣水鏡，廣直以麈尾柄確幾曰：‘至不？’客曰：‘至。’

‘若至，耶得去也。’書付高明一笑。八大山人”這段尾跋中較為完整的出現了對晉人典故的借

用，以道家的豁達洞明來寬慰八大畫作被竊的鬱鬱之情。《世說新語》中是這麼說的：“客問樂

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麈尾柄確幾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

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詞約旨達，皆此類。”27除《安晚帖》之外，八

大山人的書法作品《臨河敘》及《世說二十首之一》亦為其在“世說新語時代”的代表作品。 

其筆墨和風格也傳達出率直、任誕的魏晉精神風貌。結合魏晉典故，我們才得意讀懂八大山

人畫面上佶屈聱牙的題詩，以及幽默空靈的禪意。《世說新語》中的故事常為儒、釋、道思想雜

陳，八大山人善長利用有禪宗機鋒之意味的故事，結合花鳥、山水作品，讓讀者品位出他的境界。 

朱良志先生在《八大山人研究》中特設“八大藝術中的晉人氣質”一章，分“心如水鏡”、

“放之使飛”、“唯在意興”和“重其神駿”四個小節從八大山人的美學思想方面分析了他繪畫

中的晉人氣質。八大山人為何愛讀《世說新語》呢？《世說新語》又給了八大什麼樣的啟迪？ 

我們仍然不能脫離八大生活的時代特點，查閱文獻可以發現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在明代後

期的社會上非常流行，以至於著名戲曲理論家、畫論家何良俊（1506-1573年）就仿照《世說新

                                                        
21邵長衡《八大山人傳》。 
22見單國強《八大山人花鳥畫的分期與特色》一文中“情緒危機期的花鳥畫”的分析。 
23朱良志《八大山人研究》，156 頁。 
24劉義慶《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36 
25劉義慶《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第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23 
26劉義慶《世說新語箋疏·任誕第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60 
27劉義慶《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第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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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體例和敘事方法寫過一本《何氏語林》，采輯兩漢至元代文人的言行。全書分三十八門，

其中也設定了德行、雅量、識鑒、言語三十六門全依《世說新語》之舊例，而且每一篇章都對《世

說新語》的回應篇章主題有所解讀與生髮。 

在八大山人生活的江西，明遺民徐巨源于 1651年曾作《友評》，將易代之際的十幾個位文士

行止氣度一一評說，不但在語言風格上仿照《世說新語》，還將文士行止置放於亡國的黍黎之悲

中。宋犖巡撫江西時，曾因此文遍尋徐巨源之文，並為《友評》作序。而八大山人和徐巨源正是

安義社集的社友
28
。 

而八大山人對《世說新語》的喜愛，應該還來自他與其中所提倡的審美氣質的吻合。《世說

新語》讚賞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達，並且其中的士人行為言語充滿了禪宗機鋒的幽默智慧。何良

俊說：“《世說》之詮事也，以玄虛標準；其選言也，以簡遠為宗，非此弗錄。”這與八大山人

的筆墨特點正相吻合。 

但在八大山人的繪畫和《世說新語》只見，不但有畫與文字之間互相轉換的需求，更有著在

轉換過程中另外一重需要解決的屏障，即，《世說新語》是筆記體小說，記載的多為人情世故，

敘事性很強，但八大卻試圖用花鳥、山水燈自然、動物將其精神甚至是故事傳達出來，所以八大

很難像傳統的歷史故事畫那樣通過形象對文字的直接轉譯而達到目的，而是要借助文字的力量來

達到敘述的目的，借助筆墨的氣質來暗合簡遠玄虛的標準。 

八大山人的遺民之思，縱貫他一生的作品之中，鄭板橋稱之為“墨點無多淚點多”，“點”

說明瞭其揮毫的瀟灑，而“淚”則是隱藏在筆墨之後的心緒。1690 年之後的作品，看似活潑、

幽默，實則也隱藏了八大一貫的亡國之痛。 

至樂樓藏八大的一套《山水冊》裡有他自己題寫的一首詩：“郭家皴法雲頭小，董老麻皮樹

上多。想見時人解圖畫，一峰還寫舊山河。”這裡的一峰便是指的元朝畫家黃公望，他在宋元之

際有遺民思想，八大在評價傳統繪畫的時候不忘以他為旨歸。他的好朋友邵長衡在給他的傳記的

最後一節寫道：“予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簷溜潺潺，疾風撼窗扉，四面竹樹怒號，

如空山虎豹，聲淒絕，幾不成寐。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又當相扶攜慟哭至失聲，

愧予非其人也。”29這也就是邵長衡所說“世多知山人，然竟無知山人者”的意思吧，很多人知

道八大山人的畫，但是並不瞭解八大為何這樣畫，而邵長衡所說：“山人胸次汩勃發鬱結，別有

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濕絮之遏火，無可如何……”。 

八大山人是一生筆耕不輟，作品流傳下來很多。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發

現了他風格的明顯變化，但是為何八大山人晚年的風格趨向平和，而在平和中又壓抑著一種力量？

那種如泉水、如巨石的遺民鬱結曾經在他中期繪畫中勃發過，但至晚期卻如邵長蘅說如巨石窒泉、

濕絮遏火，這巨石與濕絮又是什麼？除卻年齡變老、國亡家破之痛愈行愈遠之外，我認為八大對

魏晉風度的刻意學習以及將之揉入自己作品之中是我們解讀這個問題的關鍵。 

 

 

                               作者：付陽華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 副教授 

 

 

                                                        
28 朱良志《八大山人遺民情感的發展過程》，《美苑》2008（6），頁 30-38。 
29邵長衡《青門旅稿》卷五，八大山人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