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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I

在明清更迭之际，明代遗民奔走于“反清复明”的抗争之中，他们借助各种渠道，抒发自己内心的悲

愤，其中书画创作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需求之一。在诸多明代遗民中，云南的担当作为遗民画的先

锋，在诗、书、画方面都显示出其较高的艺术成就。担当作为一位文人画家，他以手中的画笔宣泄其内心

的创痛与寂寒；作为遗民，他将历史前进的车轮印迹以及对故朝的眷眷不舍的无奈和失落之感注入其创作中；

作为僧人，超世绝俗之意境的渗透使得其艺术创作进入一个觉醒时期。在担当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传统文

人画精神、明遗民文化以及禅宗文化的结合。

本次云南省博物馆藏担当书画展首次在山西博物院举办。山西省担负着“一带一路”倡议先行军的重

要作用，不论在地理位置、经济方面还是历史文化传承上，山西都具有互联互通的重要价值，是陆上丝绸

之路连接中西部的桥梁。云南省从区位看，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发挥着内

陆门户的重要作用。山西博物院和云南省博物馆合作举办云南省博物馆藏担当书画展，是一次让山西人民

近距离欣赏云南艺术精品的良机，也是一次两省之间文化艺术上的碰撞与交流。同时，此次展览是对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这一指导理论的体悟认识和贯彻落实。

本次“一筇万里——担当书画艺术展”精选云南省博物馆藏担当书画文物 150余件，从诗、书、画等

方面向世人展现担当这位明末清初罕为人知的艺术大师的辉煌成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

国故事，我们一直在努力。借此机会，希望所有观众在欣赏艺术珍品的同时，了解我们云南的历史与文化，

促进交流，增进共识。

最后，衷心祝愿“一筇万里——担当书画艺术展”取得圆满成功！

                                                  云南省博物馆  馆长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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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明末清初是一个激荡剧变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催生出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也

孕育出“四王”“四僧”这样的艺术巨匠。相对于高居正统地位的“四王”画派，逃禅野逸的“四僧”独辟

蹊径，开创了中国书画艺术的新局面、新天地。百多年来，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四僧”的理解

和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四僧”之外的方外艺坛，仍存在大量“富矿”，等待我们去挖掘、去研究。

云南的担当禅师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成就之高、涉及面之广，应该说毫不在“四僧”之下，正如有

学者所评——“石涛多肉而乏骨，八大质朴而少韵。担当超凡脱俗，似更胜一筹。”

作为一名明代遗民，担当禅师的成就体现在诗书画等多个领域，可以说他是领袖滇南艺林一位集大成

者。他的艺术风貌与成就，归纳起来有：大巧若拙，以少胜多；朴素简洁，形神兼备；诗书画合而为一，

而其意在画外。欣赏其作品时，见物见人，思及他的身世、经历，不难感受其作品的力量。同时，我们也

看到，担当开创了有清一代云南书画艺术的先河。明清时期云南书画艺术，担当可谓执牛耳者。

云南省博物馆是担当书画作品收藏、研究的重地，此次山西博物院特与云南省博物馆合作，推出这台

集合了担当禅师最富代表性作品的“一筇万里——担当书画艺术展”，最大限度地向观众展示担当禅师独特

浩渺的艺术世界。

担当禅师曾学艺于董其昌，是董其昌的忠实弟子。2019年，山西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合办“百代标程——

董其昌书画艺术展”，此次举办担当书画展，有利于观众接续思路，拓宽视野，了解董其昌书画艺术的影

响。大家熟知的傅山先生与担当禅师，同为明末清初的书画艺术名家，傅山最为后人所推崇的“四宁四毋”

艺术主张，与担当“支离老手，非熟极而生不可”的艺术观点有神似之处。我们举办这台展览，接前引后，

力图为观众呈现一部完整全景式的艺术史——这也是我们一贯的办展理念和追求。

云南、山西，遥隔数千里，此番担当书画作品北上亮相，犹如达摩一苇渡江，“一筇万里”。

感谢双方同仁付出的辛勤劳动。祝愿展览圆满成功！

                                                  山西博物院  院长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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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法名通荷，又名普荷，号担当。先世浙江淳

安籍。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出生于云南晋宁，诗书世家。他 50岁出家，

往来于苍洱、鸡足山之间，75岁时移驻大理感通寺，直至涅槃。

作为云南地方文化的代表和明遗民的担当，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绘画理论，

都呈现出中国美学的复杂性。在诸多遗民画僧中，担当在诗、书、画方面都

显示出其较高的艺术成就。他将内心的呼喊承载于艺术之中，同时他的绘画

又突显出深刻透彻的禅学意境，诠释出胸中意气。作为文人画家，担当以手

中的画笔宣泄内心的创痛与寂寒；作为遗民，他将历史前进的车轮印迹以及

对故朝的眷眷不舍和失落之感注入其创作中；作为僧人，超世绝俗之意境使

得其艺术创作达到彻悟。

担当存世的书画作品共 200 多件，大部分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本次展览精

选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的担当作品 150 余件，从诗、书、画等方面向世人展现

担当这位明末清初艺术大师的辉煌成就。

前 言

001

“担当老，担当老。足健而跛，目健而眇。

口似箝弓，手如鹰爪。须弥非大，芥子非小。

好则也好，了则未了。法席掀翻，禅床推倒。

且在粪堆里打眠，漆桶中洗澡。

遇富贵若避冤仇，见烟霞如获至宝。

本来面目，有甚奇巧？莫与人知，须悄悄。

渴来时，茶一瓯；饿来时，饭一饱。

不担不得，担之不甚草草。漫言结社参禅，且学敲门贾岛。”

这是担当对自己的“自题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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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山水画创作的审美追求

云南省博物馆  郭  帧

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法名

通荷，又名普荷，号担当。先世浙江淳安籍。

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 年）三月十二

日出生于云南晋宁上东街一个诗书世家。

其父懋德，字世修，万历癸卯举人，仕终

临洮同知，著有《十海诗集》。其祖父唐

尧官，字廷俊，嘉靖辛酉解元，数上春官

而不第，遂绝意功名，著有《五龙山人诗

文集》。担当禀性聪慧，自幼接受祖父的

儒术训教。5 岁接受庭训，10 岁便能诗文。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 年），13 岁的担

当便“补博士弟子员，尤工诗赋，才名噪

海内”，踏上仕途的初阶。其父北上应选，

携担当同行。天启五年乙丑（1625 年），

担当进京应礼部试，名落孙山。对于这件事，

在他的自述诗中只留下一句十分平淡的描

述：“聊此借公车，实纵五岳游。”笔者认为，

担当自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对于应试

落第一事应是刻骨铭心，也是心灵的重创。

而之后有如此的描述，应该是在种种经历

以及心境的改变后才得以释怀，也才轻描

淡写了此事。

应试不第的担当在从京城返回云南的途

中停留于苏州城郊的中锋禅院，因为那里有

著名的诗僧住持苍雪大师。苍雪，出生于云

南呈贡，本姓赵，法名读彻，字见晓，后改

苍雪，别号南来。其自幼随父出家，19岁时

离开鸡足山远游，最后到达金陵（南京）一带。

先后参拜了云栖、古心等大师，最后成为一

雨禅师的得意弟子。一雨禅师去世后，他接

了衣钵。中年以后，在苏州中锋禅院开坛讲经。

担当在前去京城应试时就已拜访过这位同乡，

返滇途中他又回到苍雪大师这里，而这一停

留便是整整七年时间。这漫游的七年时间对

于担当艺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

义。担当在苍雪大师的引荐下，结识了董其

昌、陈眉公、李维祯等大师，同时他还受戒

于会稽山显圣寺，这是他第一次与禅宗结缘。

可以说这七年的游历，对担当的绘画创作风

格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漫游七年的担当回到了云南，本地官府因

他的学识声望，准备授他为昆阳教谕，然而担

当却放弃了职务，并且做出不再进京考功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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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及其友人提出的“南北宗论”是对我国山

水画风格流派和师承演变的一次全面而系统

的梳理、概括和总结，是对晚明日趋衰颓的

画坛打了一剂强心针。董其昌在南北宗论开

篇便云“但其人非南北耳”，他认为南北二

宗的差异根本在于画家的精神与画风。曹玉

林先生在分析董氏所云“南北二宗”的精神

原则时认为，北宗的精神本质和哲学基础为

“儒”，而南宗为“道”与“禅”。儒家讲

求“入世”，抱有“治国平天下”的态度，

因此北宗画家大多由画院专职画家、贵族等

构成，即待诏供奉。由此其画风便追求富贵、

刚硬、严谨合度。相比之下，道家与释家由

于对政治黑暗和权力腐败的厌恶，采取“无

为”和“出世”的态度，远离世俗。由此，

南宗画家群体大多由僧道、隐者、亦仕亦隐，

或者即使身为官宦或身在富贵，却心系山林

者构成，他们淡泊名利，关注内心，因而其

审美趣味与艺术追求便与北宗相反，崇尚“平

淡天真”。其画风要求“淡”“柔”“逸”，

所谓“淡”即是顺乎自然，不矫揉造作。所

谓“柔”，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

下之至坚。”车鹏飞先生在《董其昌用笔论》

一文中对“柔”有一段精彩论述：“北宗性

刚主骨，南宗性柔主筋，主骨者声色俱厉，

猛力外呈；主筋者和颜悦色，巧力内运……

北宗是外力，南宗是内力，外力宣泄刚狠而

以动制动，内力敛气沉坠而以静制动。以动

制动气短，以静制动气长。气短则分量有瞬

时感，气长则分量有经久感，这是两种不同

内涵的分量。”[3] 而“逸”则源于庄子。

庄子认为的逸，其境界是“上与造物者游，

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4]。《画品》

则将逸品置于神、妙、能三品之上，宋人黄

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定义逸格曰：“画

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

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

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5] 从中可

知黄休复所言的“逸”应包含四个方面：一

是不拘常法，二是笔简形具，三是得之自然，

四是只可意会。因此，典型的代表便是米芾

与倪瓒，二人也为董其昌所推崇。影响至担

当，其绘画作品中屡屡可见倪云林与“米点

山水”的影子。担当虽然由于自身经历已使

得他对当下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失望，但其

绘画思想，更多的还是来自董其昌所倡导的

“南宗”思想。从他的作品《千峰寒色册页》

《烟云供养图卷》等等，均可看出其画风依

循“南宗”特点，追求“淡”“柔”“逸”

的审美趣味。

其次，董其昌“以禅入画”的思想在

担当绘画作品以及题跋中体现得更为深刻。

禅宗自唐代创立以来，便与书画艺术产生

了密切联系。南禅宗的核心思想是“见性

成佛”，其方法便是“顿悟”，充分肯定

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精神境界极大地

推动了中国士人阶层的高级精神生活。它

关心人的灵魂解脱，破除天命，突出自性，

决定。他在《言志诗十一首》小引中写道：“余

公车游倦归来，养疴泉石。年未四十，已无志

于通籍。于是，缴公具于当事者，愿以布衣从

事，老于牖下，终亲之养矣。遑恤其他哉。亡

何。圣明下辟贤之诏。当事者，将属余塞责。

余何人斯，敢不断之于心以污大典。盖余之不

能奉命者有四：一无忠言；二母老；三病；四

懒。有一于此，恐所负不小。于是愧涕之余，

终不忍使岳嘲陇笑，乃作诗以况志，虽然此亦

面垢，不忘洗意耳。若云沿门投刺，实非我心，

相谅在乎识者。”[1]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

担当不去任职的原因有四点：一是没有忠言，

二是自己的母亲年纪大了，三是自己生病了，

四是自己慵懒。虽然其间不乏嘲讽之意，然

而也就是因为没有了外界的影响，担当才能

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创造这样一个清静的环境

并专注于诗画的创作。

担当江南七年游历的积淀最终确定了他

的绘画风格以及艺术思想。明代绘画以浙派、

吴门画派以及华亭派影响最为显著。浙派和

吴派山水画发展到明末，流弊严重，不少画

家只着眼于师承形貌，既未能“师造化”，

又没有“得心源”，只有在笔墨形式上对古

人的描摹。而此时在上海、松江一带出现了

许多画派，其中以取法董、巨以及“元四家”

的华亭派影响最大。董其昌便是其中成就最

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担当经苍雪禅师

的引荐拜董其昌为师，后又结识陈眉公、徐

霞客等人，通过与这些艺术大师的交往，董

其昌等的思想像烙印一样深深地铭刻于担当

的心里。以至在后来的创作中可以明显地看

出担当笔下的一枝一叶、一丘一壑都显现出

江南气象，特别是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画派”

思想在担当的绘画风格以及绘画思想中都体

现得淋漓尽致。

担当于天启七年丁卯（1627 年）拜董其

昌为师，适时 35岁。他对于这段学习的过程

充满了留恋之情。在多年后隐居鸡足山时，

曾写诗《临董玄宰先生帖》，说道：“太史

高堂不可升，哪知万里有传灯。从来多少江

南秀，指点滇南说老僧。”而董其昌也对担

当的才华赞赏有加，为其诗集《翛园集》作引，

其中写道：“读其诗，温淳典雅，不必赋《帝

京》而有‘四杰’之藻，不必赋前后《出塞》

而有少陵之法，余所求之六馆而不得者，此

其人也。”[2]

从担当的绘画作品中不难看出，担当的

绘画风格更多的是继承了董其昌所推崇的“南

宗”画风。他的仿倪高士、仿黄子久、仿米

家山水，甚至直接仿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也不

在少数，这充分证明了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对

担当的绘画创作以及绘画思想的形成具有深

刻的影响力。其主要表现在“南宗”思想的

渗透以及“以禅入画”影响。

首先，在“宋画”与“元画”相持不下、

“浙派”与“吴派”纷争未已的晚明，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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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便与“虚”相联系在一起，董其昌说：“‘虚

室生白，吉祥止止’，予最爱斯语。凡人居

处，洁净无尘溷，则神明来宅。扫地焚香，

萧然清远，即妄心亦自消磨。古人于散乱时，

且整顿书几，故自有意。”[8] 其中“虚室生

白，吉祥止止”出自《庄子•人间世》，“虚

室生白”是说，只有屋室之中有空虚的地方，

才能放出光明。这是一种比喻，庄子的本意

是指人若能清虚寡欲，则道自心生。这种人

生追求与绘画创作中“空”的境界不谋而合，

董其昌所言便是借庄子的“虚室生白”来阐

明自己的禅意。而在担当的绘画作品中，这

种“空灵”的艺术追求和人生境界更是表现

得淋漓尽致。

担当的多幅作品中，所表现的都是“荒

寒空灵”“冷逸潇洒”之风，其诗云“三昧在

于无墨处”“要从白处想鸿蒙”也都展现了他

所追求的禅宗之虚实相生、空而灵动的妙境。

画面中留有大量空白，蕴涵了无限遐想，给人

留下一种玄远空灵和虚无缥缈的感觉。禅宗主

张一切皆为无，万物皆空，担当在《为秘转作

画书后》云：“大地山河影也；微尘世界影也；

千二百五十人影也；六十二亿名字影也。影乎

影乎？无吾影乎？尔也，今此之影。树耶？云

耶？人耶？物耶？有相之相耶？无色之色耶？

人工天巧皆不可知。但居此者，虽在影中，实

在影外。一切有形无形，无非梦幻。梦破幻

灭，无形有形。” [9] 担当这种“空灵”的禅

宗思想反映在具体的绘画创作中，则表现为空

白论，即对画面空白的妙用，将画面中空白所

具有的无限延伸性融入内心的体悟与对世界的

感知中，使人体会到天地的真实与虚无。其作

品《如读陶诗》册页中所描绘的景象就宛如在

浑然天地、寥廓宇宙之中，“意境空阔，余味

无穷”。在此幅作品的位置经营中，可看到担

当对物象的分布疏密有度，疏处大开大合，密

处欲扬先抑，整幅画面含而不露且张弛有度，

真正达到了天机流露的大化之境。

另外，担当“空白论”的思想与中国

传统诗歌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思

想相契合。白居易《琵琶行》中“东船西

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正是对“空

白论”的最好诠释，《琵琶行》中那幻妙

的曲调动人心弦，最后收拨一画，戛然而

止，一曲虽终，但余音袅袅，荡气回肠，

千回百转之后回味无穷，这就是“空”“虚”

的魅力所在。

二、对“淡”的艺术体验

“三昧在于无墨处”“要从白处想鸿蒙”

还体现出担当追求自然、平淡天真的审美情

趣，担当在《题恂质所藏书画后》中云：“自

古法书名画，非韵人不能领其趣；非名山不

能传之久。然大半以落于僧手者为幸。何也？

僧以冰雪为骨，以山水为命，且经禅之暇，

无一俗扰。故专以韵胜，而法书名画，亦乐

就之。然不无犯造物之忌，余有一法相赠，

主张“自心是佛”。董其昌与苏轼所推崇的

王维便是试图把禅意融入山水画创作中的

第一人。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宋代《宣和画谱》

评论王维晚年隐居辋川时试图绘制颇具禅

意的水墨画时说道：“至其卜筑辋川，亦

在图画中，是其胸次所存，无适而不潇洒，

移志之于画，过人宜矣。” [6] 王维的诗文

中体现了禅宗“空”的思想，他的绘画中

更是如此。他所追求的高远淡泊、空灵清

澈的意境便是带有“空”“无”的禅意。

到了北宋，“以禅入画”的思想得以明确，

其中以苏轼参禅研佛最为显著。他首次提

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强调要“取其意

气所到”，这便是从禅宗中得来的感悟。另外，

米芾父子的“米点山水”以及“墨戏”的态

度也深受禅宗的影响。发展至晚明，“文人画”

与禅宗的关系从内在与外在的因素来看趋于

成熟，然而却没有一个系统的论断。董其昌

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他借禅宗的“南北论”

构建了一种正宗的绘画传统，同时以禅宗精

神确立了中国传统的书画观。“以禅入画”

思想的完备直接影响了担当书画艺术及其

思想的形成。他的《为惟默作画书后》诗云：

“画中无禅，惟画通禅。将谓将谓，不然

不然。”将禅与绘画打通，一方面不刻意

地表现禅之意境，而另一方面又将艺术家

“虚静”“淡泊”的心境融入绘画的创作中，

从而使得画作充满无限禅意，而这一效果

的形成却是浑然天成、不加刻意雕琢的。

宗白华先生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

术的理想境界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

里领略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7] 而这种

意境的追求，在绘画艺术，尤其是水墨山水

画的表现中便体现在“空”“淡”“静”的

自然性上。而“空”“淡”“静”的意境，

也是担当山水画的艺术追求之所在。担当追

求倪瓒的荒寒清淡、米芾的烟云缥缈，独钟

于“平远之萧疏”的构图。可见，在绘画实

践中，担当的绘画思想与其精神追求相一致，

担当的题画诗“过人丘壑总难登，应接从教

策短藤。三昧在于无墨处，不须画里觅痴僧”

以及“不衫不履达人风，展手羞称院体工。

老衲笔尖无墨水，要从白处想鸿蒙”，都表

达了他所追求的意境，也就是“空”“淡”“静”

的自然审美倾向。

一、对“空”的审美追求

从“三昧在于无墨处”“要从白处想鸿蒙”

可以体会出担当绘画思想中对“空”的境界

的追求。“空”在禅宗思想中即是“无”“虚”，

佛典中称“空”为真如。禅家常说三种境界：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

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种

境界皆有“空”。而这三种境界的“空”并

不仅仅只是指空间，还包括空间以外的时间，

“空”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是一种直观的灵

魂体验。“空”这个理念体现在山水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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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苏轼、米芾、欧阳修等文人画家

对“淡”境的推崇，不论是在绘画实践中还

是在对画理的认识上，都起到了引导时代审

美趋向的作用。例如，李成在秋岚夕照的场

景中寻求幽深淡雅之境，郭熙以平远之景追

寻萧疏淡泊之趣，而米芾评价董源则说：“董

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

格高无与比也。”[13] 到了元代，赵孟頫与元

四家更是将“淡”作为绘画之宗。宋元文人画

家也是担当所推崇且一直学习的对象，尤其

是画家之精神气韵，从担当的绘画作品中可

以看出宋元“淡”境的影子，但更多的是通

过对其效仿而将自身的生活体验融入绘画创

作中，才能真正体会“淡”的精神所在。例

如其作品《高士图》便是得元人之精髓，在“萧

疏淡泊”中得“天趣”。

三、对“静”的人生态度

庄子曰：“淡而静乎。”只有做到了“淡”，

才能有“静”的状态。反过来说，只有保持“静”

的心态，才能拥有“淡”的意境。老子说：“不

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意思是若没有欲望

而守静，则天下自然走上正道。庄子与老子

如出一辙，庄子在《庄子•天道》中曰：“圣

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

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

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

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14] 

从庄子的思想中看出，“‘虚’‘淡’‘静’

三者并非是独立存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

生发，淡因静而远，淡因虚而大。”[15]“画

至神妙处，必有静气，盖扫尽纵横余习，无

斧凿痕，方于纸墨间，静气凝结，静气今人

所不讲也，画至于静，其登峰矣乎。”[16] 画

要达到“神妙”，必须要“静”，只有“静气”

才能使人之境界淡泊，怀有“萧远淡泊”之

心，才能将笔墨在“虚”“实”间运用自如，

其创作的作品才能达到“神妙处”。

担当作品中对于“静”的体现大多通过

山水、渔翁的祥和之态表露出来，而这类作

品也贯穿于担当绘画生涯的始终，例如《渔

舟唱晚图》《高士图》《林流图》《如读陶诗》

册页等作品，都给观画者和谐、静谧之感。

在图画中可与画家相通，感受到内心的“淡泊”

与“虚静”，深刻体味自然与人类的融合。

中国山水画的体系中，“虚”“静”“淡”

的思想贯穿于其间，尤其是在文人画的发展

中，更是引导了文人画之意境的走向。担当

便是继承了这一文化脉络的精髓，将自己的

审美体验和审美追求与“虚”“静”“淡”

之意境相渗透，在绘画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

独具特色的风格，在不失山水画之意蕴的前

提下，赋予了水墨山水新的生命，这便是担

当对中国文人画、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的贡献。

曰有若无，将以淡之也。淡则于物无着，于

我无染，即生万宝业中，而神情自寂，其乐

当何如哉？”其中“曰有若无，将以淡之也”

便是担当艺术创作的审美情趣。而“平淡天真”

也是中国文人画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尤其到

了董其昌所建构的“南北宗论”，更是将“平

淡天真”视为绘画品评的第一品。

担当在艺术创作中所推崇的米芾、倪瓒

便是将“平淡天真”之意境表现得炉火纯青

的大师，而担当的作品同样追寻着这一意蕴。

例如《山水册页》之七，画中远山深处隐有

一屋，山中烟云缥缈，若隐若现，山不重，

疏野之意愈远，近景草滩树木，苍翠之情愈

满，整幅画空灵淡远，清丽野逸。用墨清淡，

用笔简淡，构图亦平淡。而清淡中墨透笔厚，

平淡处显天真之意，可谓在纯熟的笔墨技法

中将“平淡天真”之气韵显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要将“淡”之意境表现得当、到位，

并非易事，例如明代沈周想要效仿元人倪瓒

之“淡”境，却屡试屡败。那么，如何才能

准确地把握“淡”之意蕴呢？

第一，在笔墨方面，要做到由“熟”生

“淡”。陈继儒曾说：“渐老渐熟，渐熟渐离，

渐离近于平淡自然……”[10] 这里所说的“熟”

即是用笔用墨技巧的熟练，董其昌在《画旨》

中说：“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

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11] 其意

思非常明确，书法与绘画对技法的要求不同，

书法要求技巧达到纯熟的阶段后要返回到刚

开始“生”的状态，才能创作出神妙之作；

而绘画则不同，绘画在对笔墨技法的要求上

则是熟练之后还要再熟练，这样才能到达登

峰造极之境界。而这一境界便是陈继儒所说

的“平淡天真”之意。担当师从董其昌、陈

继儒，得其真传，将笔墨运用自如，达到“淡”

之意境，实属不易。

第二，中国传统绘画品评中，自古就有

将“人品”与“画品”相联系的讨论。“淡”

便是创作者之修养品格在绘画作品中的显现。

画家只有在知识渊博、品格高尚的前提下才

能有疏远淡泊的心境，在绘画中才能凸显出

“平淡天真”之意蕴。而“淡”境并非刻意营造，

而是“发乎天性，出于自然”，是一种不自

觉的内心展现。宗白华先生说：“精神的淡泊，

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萧条淡泊，

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

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

韵油然而生。”[12] 可见，艺术家的品格修养

直接影响了作品意境的高低，这也是担当的

艺术创作为何能取得如此高成就的原因之一。

第三，“淡”之思想意境与禅宗思想密

不可分。担当师从董其昌，董氏通禅，且将佛

教的南北分宗运用于绘画体系中，提出“南北

宗论”。董氏所推崇的南宗鼻祖王维便是将“淡”

境作为艺术的审美情趣融入绘画创作中。他把

画家淡泊的心志通过水墨山水表现出来，出现

恬淡清雅的画境，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之后，文人士大夫尚“淡”的思想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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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藏身可奈何

—— 再论担当

云南省博物馆  樊海涛

一、担当——谋逆者？

在一些人心目中，担当是位“爱国主义

僧人”，是“反清斗士”。有的人甚至写出

担当临终“嘱把茅曰：‘吾死之后，吾之墓

表得题“明遗僧普荷之墓”足矣。’”[1] 这

样的话语，后人据此认为“反映出他至死仍

不能忘怀故明山河之悲壮情结”[2]。类似记

载近年流传颇广，2009 年淮北学佛网上《清

初高僧担当禅师事略》一文中进行了转引。[3]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孟实先生2010年发表的《论

担当和尚诗书画的艺术特色》一文中，引用

时间比前者略晚。[4]

与将担当标榜为“爱国主义僧人”相反，

有人经过研究，“发现”担当并非爱国者，

图一  担当出生的地方——晋宁上东街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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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看可能性不大，不可附会演绎，人云

亦云。

二、担当——爱国者？

担当不是明王朝的谋逆者，那么他是为

了恢复明朝而造反的“反清斗士”吗？是一

个“爱国主义僧人”吗？说担当是一个“反

清斗士”“爱国主义僧人”，论据颇多。他

的诗文画作均有对清王朝的不敬之处。聊举

一二：如其诗作《昆明池》“昆明池水可容舟，

划地休轻水一沤。西望已辜炎汉想，南来空

忆腐迂游。百峦洗甲星俱动，万马投鞭月不

流。莫道两关终外域，旌旗千古指神州”。

诗中兵戈不会一无所指。如 1658 年他在《绍

初寿图》上自题的“永历戊戌九月，绍初寿

图，花甲再新，太平有象”款，时清朝已立，

仍署南明年款确实体现了他对现实的一种期

待；又如他的自书画论“以近八旬翁，老眼

偶在纸画中，摸索不知翻正，然今日世界不

曾翻转过来，歇不得手。余岂得气之先者耶？

一笑”。既是对自己绘画风格的评论，也不

无翻转现实世界之意……

但如果我们据此冠之以“反清斗士”或

“爱国主义僧人”的帽子，这其实只体现了

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讨论担当是否“爱国”

的问题，我们应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认识。

担当首先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无论作

为唐泰还是普荷、担当，他对祖国、家乡、

人民都充满了挚爱，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这

一点来看，说他是“爱国主义者”没有错。

可是说他对明王朝念念不忘，是“反清斗士”，

这未必尽然。我们从担当一生行迹可见，他

对明王朝从满怀希望到失望绝望，最终已没

有更多的感情，南明虽曾在他的禅心里掀起

过一丝波澜，但却很快平息。他对清王朝的

态度则是敬而远之，自嘲“常戴一弯荷叶帽，

见人免得更科头”，与石涛觐见康熙时如获

雷击、瞠目结舌的感动实有天渊之别，但也

谈不上什么“反清复明”。他离开了一度向

往的主流社会，走向了自己向往的自由境界，

他怀着儒者之心，对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并

无好感。说担当是反清斗士，不如说他身

上始终烙印着天翻地覆后的“黍离之悲”，

这是特殊时代给予正直的传统知识分子的

特殊馈赠。

儒生唐泰原为世俗中人，与那些“学成

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干禄者并无区别，

而是不折不扣的“叛逆”，并借此推导出他

出家的原因。略引如下：“笔者以为崇祯之

末，担当因主谋沙氏土司暴乱，攻占昆明，

杀士绅，没收土地财产，占领昆明两年之久。

1647 年因永历帝入滇，李定国收复昆明，土

司沙定洲败走战死，担当家人惨遭灭门之灾，

担当携甥孙朱昂逃入鸡足山为僧，因此导致

担当全家及亲友一百余口被杀……这段历史

是担当出家的真正原因，艺术评论家都回避

这段历史，希望能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还

历史的真实面目。”[5]这两段截然相反的记述，

给我们留下的是无所适从的困惑。担当到底

是一个爱国者，还是个谋逆者呢？

先说说“担当谋逆”。此说并非新论。

唐泰谋逆之说，最早出自清人计六奇《明季

南略》中的记载：“先是，黔国公沐天波以

听信家丁，刻害土司激变；沙定洲陷云南，

沐天波走大理府。沙定洲据云南，请乡宦大

学士王锡衮相见，王不屈。贡生唐泰为沙定

洲谋主，劝定洲杀王，并杀诸乡绅；云南大乱。”

其后赵藩《鹪巢识小录》对此略有演绎，将

唐泰出家与谋逆造反联系起来——“沙定洲

驱沐天波，踞会城，杀士绅，胁巡抚为之疏请，

代沐氏镇滇。贡生唐泰，实为谋主。唐泰即

释普荷，所称担当和尚者也。后人记担师事，

皆讳之。余以为崇祯之末，中原鼎沸，烈皇

殉国，而滇亦伏莽蠢动，沐天波庸沓，任奸

罔利，政令不行。担公振奇好事，妄冀沙定

洲者，倚其兵力，或能代沐氏以扶明社，而

不知沙非其人也。流寇 (按：指大西军 )旋

入滇，沙败走死。担师逃之鸡足山，逡巡数年，

始剃发为僧。”[6]

在计六奇的记载中，担当为沙定洲出谋

划策，掠杀士绅，导致云南大乱，是明王朝

不折不扣的叛逆。而在赵藩的转引中，担当

是一个对明王朝有所期待的用心良苦的谋逆

者，他反叛的是庸沓的沐天波，希望沙定洲

能够取代沐氏而恢复明朝社稷，最终因事败

而逃到鸡足山为僧。

计六奇的记载是真的吗？《明季南略》

是我们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史料，但其

中也有很多不实之处，研究者已经指出，“首

先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记载是非失

实，言过其词者不在少数。”[7] 所以对于书

中的记载，需要我们审慎地甄别使用。唐泰

是否参与沙定洲谋逆，李伟卿先生已考证详

明，读者可参考其《云南民族美术史论丛》

中《论担当》一文 [8]。在此笔者仅引据其一，

担当出家年代为 1642 年。沙定洲攻占昆明驱

逐沐天波为 1645 年，两者之间不会存在什么

联系。担当出家年代被很多人误认为1647年，

所以有了“唐泰谋逆不成而出家避祸”的故

事。孙太初先生考证《担当禅师塔铭》中的“僧

腊三十有二”，因刻石漫漶而被误认为“三十

有七”，故有此讹传 [9]。近几年一些研究者

还提出了不少新证，读者可参考云南大学胡

佳硕士论文《担当诗文中由儒入释的思想精

神和艺术观》中的相关论证。[10]担当谋逆之说，

图二  担当自书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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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小朝廷的存在，慨然署下“永历”的年款；

他欲翻转世界而不得，转入丹青画图中……

这一切，体现的是一个悲天悯人的高尚者的

伟大情操，而不是对明王朝、清王朝保留着

什么幻想。

担当是明遗民，但却不是遗老遗少之流。

他的追思故国，实为寄托怀抱，他表现出对“浑

水潭”一泓污浊的愤懑，至于浑水潭的主人

姓朱还是爱新觉罗氏，他并不关切，他对“故

国”的感情，很像一些浪漫的诗人，总在写

“初恋”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怀念的是自己

一去不返的青春。担当用“故国”的命题来

承担自己的寂寞，他身在释门实则并不能完

全解脱，他所追求的自由也只能是相对的自

由。这是作为一个四大皆空的佛家弟子和一

个怀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人”的必然窘境。

这一矛盾不可调和，发乎心灵，形诸笔墨，

也成就了担当伟大的艺术造诣。担当出家了，

但他不是与世隔绝的隐逸，所以他自谓“余

滇人而布衣，而又衲子，而又在尘劫之中”，

跳出五行外的他仍然不免尘劫染身。他的画

意境荒寒、寄托深远，其实是强行按捺住一

颗火热的心而用冷峻的笔法去表露疏离现实

世界的冷漠，似无情却有情乃至于深情无限。

他的潇洒风流宜作长歌当哭看。

担当是不可复制的。

三、担当临终书偈解

让我们再回到所谓的“担当遗嘱”。前

文我们提过李根源先生编撰的《普荷传》中，

担当临终“嘱把茅曰：‘吾死之后，吾之墓

表得题“明遗僧普荷之墓”足矣’”，这句

话中破绽颇多。据《担当禅师塔铭有序》中

记载，担当孟冬微疾，十九日后端坐辞别众

人，书偈后就“掷笔而去”，并没有所谓的“嘱

咐”。而且担当最早师从圆澄时称呼为通荷，

后从无住剃度时改为普荷，从曾用名的时间

顺序来说，通荷在前，普荷在后，但是担当

自己对此却另有不同见解，他晚年自称均不

用普荷之名，其原因他在康熙七年戊申(1668

年 ) 的《橛庵草 • 跋》中说得很清楚，“前

名普荷，从戒师无住遵戒而不嗣法也；今名

通荷，从先师云门嗣法而遵正眼也”。无住

为曹洞宗，而圆澄为云门宗，担当嗣法遵正

眼嗣的是“云门法”而非“曹洞法”，故今

名“通荷”而不是“普荷”。释门的衣钵传

唯一的差异可能就是他在诗、书、画上独具

的天赋。科举的屡试不第成为唐泰人生的最

大挫折。即使是他后来的各种“潇洒言论”，

其中也不乏对“当年应试”的嘲讽，“俯就

明经役，牖下不可留。聊此借公车，实纵五

岳游”。从心理上看，这也是一种不能遗忘

的记忆。科举失败这一人生最大的挫折使唐

泰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寻找真正的“自由”。

这种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自由，

二是心灵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是指脱离家庭、

社会的羁绊。家庭的责任感在担当母亲逝世

后已经完成。“五女无一子”，且女儿嫁人

或过世——对所受的儒家“无后为大”的孝

悌教育来说，唐泰所承受的尘俗压力已经永

远无法全部解脱，他只有离开尘俗变成一个

“四大皆空”的修行者才能避免世人讥诮的

目光，获得“自由”。他在50岁的《自寿诗》

中云：“人生宁有几春秋，忽过半百不自由”，

写完《自寿诗》后不久，50岁的他为了改变

“不自由”的处境而终于剃度出家。[11] 心灵

的自由是担当一直的追求，这也是他成为一

代艺术大师的最重要的精神源泉。他从儒到

释的皈依，是从一种“求不得”的痛苦中转身，

改寻自由解脱之道。他感慨“世事已随流水去，

壮心空自对斜阳”——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

了，而更大的阴霾还在天空酝酿着——明王

朝大厦将倾，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所有敏

感士人都已经感受到的，举目无依的凄凉给

唐泰实践“跳出火宅”的想法提供了最后的

凭借，他和徐霞客之间真挚的友谊正因为他

“天涯不可问”的孤寂怀抱而愈显珍贵。

唐泰出家是早有预谋的，他不是一时冲

动或者是被逼无奈，他迟迟未剃度的原因只

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孝道”——侍奉老

母。“余昔公车事竣，参和尚于会稽显圣寺中，

觌面相承；授以禅旨。因有母在堂，不能染

剃相随，只得回滇以供定省。”[12] 担当 34

岁在显圣寺从圆澄受戒，到50岁方真正剃度，

其间淹留已 16年之久了。他在《自述》诗里

表达了出家的缘由：“余欲续旧盟，时事纷

多端。虽有尚平志，其如杖难前。回首念垂

白，益复增怅焉。发愤出火宅，剃染事竺乾。

干戈日未靖，余志日益寒。隐于鸡山岑，足

遂缚于滇。”时事纷杂，干戈未靖，济世安

民无望，母亲辞世，膝下无子，女儿或亡或

嫁，终于“剃染事竺乾”，一了自己旧有之

愿。唐泰如果早早金榜题名的话，他很可能

也就是末世一小官僚，在爱新觉罗氏的铁蹄

下或许成为明王朝的一缕地府游魂也未可知。

唐泰在儒家的不得意，促使他投奔释门而去。

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必然命运之一。无

论他在俗或为僧，他的血脉中都深深地刻着

儒家文化的烙印。担当实为身披袈裟的儒者，

寄身山林，心怀社稷，他就仿佛是一只云中

高鹤，左翼为儒，右翼为僧，两者不可分割，

无法断裂。内儒外释的担当在无法兼济天下

的时候也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他在国破家亡

之际写下“凭栏一片秋”的诗句；他面对南

图三  担当山水册页之一



017016

“除年来患难焚溺之外，又除有类偈颂者不入，

有类香奁诗余者不入，有悲歌慷慨、触时忌

者不入。不啻十去其九矣。”清王朝高压的“文

字狱”政策并不对方外人士有所例外，担当

不无顾忌。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所谓的“明

遗僧普荷之墓”的传说，显然与这个偈子是

矛盾的，担当临终仍忧心忡忡，害怕因言（文）

获罪，绝不会再授人以柄。

总之，担当去世时心态并不似“解脱者”

那么平和，面对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他欲

担当而无法担当，只能怀着一种愤慨而又略

有担忧的复杂心情告别红尘。

四、结语

担当是一个复杂是历史个案，以往他少

为人知，近年来宣传、研究逐渐增多，但很

多“研究”却一直在前人的窠臼中徘徊，一

些“新颖”的论点也是老调重弹。有的研究

考证仅寻找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而

对其他不利于自己的论据、观点视而不见，

这样的研究成果看似材料丰富，实际上论证

很片面。窃以为研究担当最可靠的材料应该

是担当自己的作品——担当留下的书画真迹

以及诗文联语，这些材料目前基本都已公开

出版，对研究者而言材料已足够丰富，其他

野史笔记的记载，应当审慎地使用。担当给

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站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地分析、思考、解读，

而非人云亦云，只有将“担当”置于他所处

的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考察，实事求是，

才能还原一个真的担当，须知，“认作担当

便错过”。

附记：本文在写作时，得到了李伟卿先

生的指点，今稿刊就，而李伟卿先生已归道山，

让人不禁有人琴之阒然，伤离之唏嘘。

承是严肃之事，担当不可能临终改变宗派，

重启普荷之名。李根源先生文中体现的“反

清复明”的斗争精神，当与他所处的特殊的

历史时期有关，“担当遗嘱”实为借古喻今，

未必全真。

担当临终曾示偈“天也破，地也破 ,认

作担当便错过，舌头已断谁敢坐”[13]。这才

是他真正的遗嘱。笔者不敏，略解一二。

此偈可分三段：第一段“天也破，地也

破”。写的并非现实中的情况，而是担当心

目中的“天地”，国破家亡的痛苦对于某些

人来说可能已经被漠视甚至习惯了，但担当

眼中的天地依然残破凋零，这对于深切关注

现实社会的担当来说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痛苦。

天地虽广，但在他的诗里却是“无处藏身”[14]。

他画中的残山剩水、奇峰倒挂不仅是写实，

也是写心。他的天地残破之感与陆放翁的临

终心境颇为相似。担当释儒一体，实难分开。

第二段“认作担当便错过”。担当之名，

传来自大错和尚语。当年释通荷出上联“东方

欲晓天下识”，大错续下联“文采风流一担

当”。云南民间称云游僧为担当和尚，所以通

荷欣然采用了“担当”之名。此为一说，笔者

认为“担当”之名与“通荷”“普荷”之间有

密切联系，均为“荷佛家之重担”之意，担当

者，不仅能够荷佛家之重担，更能担当世间一

切苦厄。担当临终时对自己习用多年的名号

进行了否定，这不是简单的机锋，其实是表

露了生怕后来人对自己“释担当”身份的简

单认知——我是佛门弟子担当，但不应简单

地把我认为仅只是一个佛门弟子，我的袈裟

下还穿着儒者的衣服——说是一物即不中！

第三段“舌头已断谁敢坐”。“舌头”之典，

出自梁僧佑《鸠摩罗什传》，据记载鸠摩罗

什一生译经众多，临终遗言曰：“若所传无谬，

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他死后“薪灭形化，

唯舌不变”，印证了他的传译精确。担当反

用其典——我的舌头都已经断了，还有谁敢因

此而定我的罪。“谁敢坐”之坐不是指座位、

坐上去，而是谁人敢因此而定罪之意！坐，

罪也。担当临终还有如此激愤之语，当与清

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有关。担当在其《橛

庵草•序》中也曾表示过类似的谨慎态度——

担当

普荷

唐泰之印

担当图四  担当常用印章

注  释

李根源 ：《普荷传》，《担当遗诗 • 附》，转引自朱

万章：《中国名画家集：担当》，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另注：把茅为担当之外甥朱昂法号。

朱万章 :《中国名画家集：担当》，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6 年。

h t t p ://hu a i b . c om/xu e f o/ c a n ch an/

rumen/2010-12-11/8590.html。 发 表 时 间 为

2009 年 8 月 4 日，作者不详。

载马文斗编《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研究（第一辑）》

第 208-211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宋辞 :《南明四僧论：中峰与担当及明末各家》，

载《书画中国》2008 年第 11 期。

见李根源先生《担当遗诗》第 8 页，《云南丛书》

集部十四卷。转引自《云南民族美术史》第 189

页，李伟卿主编，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另可参见《担当诗文全集》，余嘉华，杨开达点校，

[1]

[2]

[4]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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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年。

魏得良：《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史学史

研究》1992 年第 4期。

李伟卿：《云南民族美术史论丛》，云南人民出版

社 1995 年版。此文最早发表于香港《美术家》，

1983 年第 30 期。另还可参看其主编的《云南民

族美术史》第十二章《担当禅师书画的历史贡献》

一文，以及李伟卿《一自为僧天放我——担当出

家问题的再审思》（《云南文物》2011 年第 2期）。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五《遗民之逃禅第

十四》中以为《担当禅师塔铭》中“僧腊三十七”

乃“僧腊二十七”之误，遂认定担当出家年代为

顺治四年（1647 年）。此说影响甚大。后经孙太

初先生考证其谬，参见孙太初《关于担当历史的

几点订正》，（《文物》1982 年第 2 期）、李伟卿

《论担当——担当和尚及其艺术的再评价》（载李

伟卿：《云南民族美术史论丛》，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胡佳：《担当诗文中由儒入释的思想精神和艺术

观》，云南大学 2008 年文艺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担当出家年代为 1642 年，正好是其知天命之年。

《橛庵草 • 跋》，见《担当诗文全集》，余嘉华，

杨开达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 年。

《滇释记》卷三，云南图书馆甲寅年 (1914 年 ) 刊。

另载《担当诗文全集》第 472 页《担当禅师塔铭

有序》，余嘉华，杨开达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年。

担当题画诗：出门寸步有风波，无处藏身可奈何。

买得一舟刚八尺，不妨地少冰犹多。

[7]

[8]

[9]

[10]

[11]

[12]

[13]

[14]

关于担当绘画的几点认识

——以担当的长卷作品为例

云南省博物馆  曾天华

担当和尚，俗姓唐，名泰，字大来，法

名通荷、普荷，别号担当，1593 年生于云南

晋宁官宦之家。担当早年举业不顺，出游江

南时曾于显圣寺受戒，其后以文艺自遣。崇

祯后期，在养母去世后，值时局动乱，担当

遂削发为僧，潜心修行佛法与艺术，于 1673

年在大理感通寺圆寂。自受戒到祝发，担当

前后历经十余年才正式遁入佛门，佛门成为

他最终的归宿。担当诗文、书法、绘画兼善，

一生广交名士，历经了明清变革的历史时期。

由于在艺术上的独特成就以及有着相似的人

生经历，有学者认为担当足以比肩清初“四

僧”[1]。实际上，相比“四僧”，一方面，

担当要更为年长，与明末画家董其昌、陈继

儒发生过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担当早晚

期画作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与其人生经历密

切相关，在出家与创作风格之间的关联这一

点上，担当的表现更为显著。因之，担当绘

画艺术之于晚明美术史，无疑别有意义。

黄苗子先生是较早向学界介绍担当的学

者 [2]，作为一名书画家，黄苗子先生对担当

绘画“简练赅括”、书法“虚实相生”的认

识，至今仍影响着学界对担当艺术特征的判

断。李伟卿先生的系列论文着重探讨了关于

担当出家尤其是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开启

了以美学研究担当的角度），更是为学界认识

担当开阔了视野 [3]。随着《担当书画全集》[4]

《担当诗文全集》[5]及《担当年谱》[6]的出版，

推进担当研究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便利。朱万

章先生的专著《担当》更是全面地介绍了担

当的生平与传世书画作品（包括不少没有收

录于《担当书画全集》的作品），书中以年

代为序，从绘画、书法和文艺理论三方面评

述了担当的艺术成就，将担当研究推向了新

的高度。近年来，一批以担当为研究对象的

硕士论文的涌现，无疑也说明担当正受到更

广泛的关注 [7]。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

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将重点放在担当的文学

涵养、佛法修为与其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上，

亦即认为担当的书画作品是脱胎于儒学思想

和禅意的。其结果是，一方面，研究担当的

学术队伍看起来是愈加壮大，但研究路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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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绘画中研习前人传统的典范之作。而担当

在画跋中也提到，此作是他在眉公（陈继儒）

家中观摩文徴明的《前赤壁》一画后而创作

的。有一套早期的册页可与此卷作对比，即

《山水行草诗文册页》（云南省博物馆藏，

四开，署名唐泰，年份不详）[10]。册中有两

页仿古的习作山水，一页题写“神情在董巨

之间，笔墨超明暗之外，从此敛其鼻息，方

可气吞千古”，是仿巨然笔法，一页题写“画

家所谓气韵，非师味此便见”，是仿董源笔法，

两作均强调空间布局，笔法来源清楚，运笔

脉络清晰，模仿对象相对明确，几乎隐去了

个人的笔法痕迹，显露出专注于研习传统的

状态。除了研习传统，长卷和册页还有一个

共同点，即不绘人物，或人物不显眼而只作

点缀装饰之用。

同是署名唐泰，《山水诗文手卷》《为

秘传作山水图卷》却又是另一番面貌。系年

为1643年的《为秘传作山水图卷》（图二），

是目前所知距离担当出家年份（1642 年或

1647年）最接近的作品 [11]。换句话说，此件

作品的最大意义，是为认识担当画风的转变

提供直接的、阶段性的视觉证据。明显地，

该作的用笔已不再拘泥于传统样式，简化和

减少早期画作中常见的绘画技法的使用，运

笔痕迹和空间设定比较模糊，大块的水墨铺

染和留白占据较大比例，饶有意味的是，在

晚期画作中常见的题材古寺、城墙——出现

在画面较为显眼的位置。无独有偶，几乎同

样的绘画特征，出现在另一件《山水图轴》

结论创新不多。另一方面，多数学者对担当

文艺思想资源的兴趣多于对具体作品的探究，

换句话说，对担当书画创作问题的研究是远

远滞后的。

诚然，遁入空门的选择，是促使担当艺

术风格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也是研究其艺

术脉络的有利切入点，本文将继续依循这一

视点来认识担当的绘画。此外，笔者还将从

细读具体作品出发，希冀能从中发现担当绘

画创作中的一些形式要素，为推进担当研究

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担当的长卷作品及其画风转变

担当的传世画作以立幅、册页和手卷居

多，可见手卷是担当最为钟爱的创作类型之

一。相比立幅和册页，担当的手卷作品有着

独特的画面呈现方式、复杂的表现内容，是

担当绘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长卷作

品的创作年代贯穿了担当的整个绘画生涯。

故此，有必要对担当的手卷作品进行重点梳

理。学界一般认定，署名唐泰的作品为担当

出家前的作品，属早期作品，署名担当的作

品为其出家后的作品，属后期作品 [8]。以此

为基础，下文将罗列已知担当（含唐泰）名

下较为可信的长卷作品，并略作回顾分析。

《前赤壁赋图卷》（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1640 年作）、《山水诗文手卷》（云南省文

物总店藏）、《为秘传作山水图卷》（丽江

东巴文化博物馆藏，1643年作），均署名唐泰，

被认为是前期作品 [9]。《前赤壁赋图卷》（图

一）与其他作品有所不同，画面接近于对自

然实景的描绘，布景时对“三远”空间的构

成都有所强调，空间层次清晰，山石和乔木

也运用了多种技法（尤其是董、巨一脉的技

法）来表现，明显带有文徴明山水中色彩柔

和、笔路精细、情境恬淡的特点，是担当早

图一 《前赤壁赋图卷》 局部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图二《为秘传作山水图卷》 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藏

图三 唐泰《山

水图轴》 摘自

《李初梨珍藏书

画选》图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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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传统中习来的笔法转化为带有强烈个人

色彩的用笔，即有意弱化对笔法丰富性的探

索，笔法趋向于简化，运笔落墨的面积增大，

隐去了运笔痕迹。讲究秩序和节奏的短线条、

皴笔几乎没有了，代之为简括的笔触（甚至

常以铺染的形式出现），运笔落墨的面积更

大、更宽。此外，景物的塑造强调扭曲、方折、

带棱角的造型，独特的景物造型并非是赏心

悦目的，相反，它们的存在给观众带来了一

种不适应的观感，以致让画面散发出一种不

安的气氛。这种气氛迫使观众将注意力投注

于在画面中大量出现且位置显著的人物形象

上。人物形象的出场，意味着山水自然状态

的打破，借此，绘画的目的亦由对自然空间

的表现转换为对人为活动的叙述。这个转换

对担当的绘画来说尤为重要，担当画中的人

物形象，与担当本人密切相关（后文详述）。

无可否认的是，以上所列担当后期绘画

的种种特征，确实与其早期典型作品存在巨

大的差异。然而，不免令人生疑的是，这么

极端的差异是否在担当出家后即产生了？换

句话说，即在多大程度上，唐泰、担当这两

个署名可作为担当画风分期的依据？依据在

《山水诗文手卷》《为秘传作山水图卷》《山

水图轴》《山水行草诗文册页》（十五开）

这些或署名唐泰或署名担当的作品中所观察

到的既与早期典型作品有别、又不同于晚期

成熟作品的绘画特征，笔者意识到，过往由

于学界较多地依赖署名来作为担当绘画的分

期标准，导致了这些过渡期的作品没有得到

更加充分细致地认知。实际上，在担当早、

晚两期作品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分期，而

是存在一个画风转变的过渡期，以及一批可

辨认的具有参考意义的标识性作品。亦即是

说，唐泰与担当这两个名号，只能作为求证

担当作品创作时间的参考，而不应被当作风

格分期的依据。

有趣的是，在《〈千峰寒色〉山水诗文

册页》[16]（云南省博物馆藏，二十一开，署

名担当，年代不详）中，担当在题识中明确

记录了模仿的对象为五代宋元诸家，但是，

名虽为仿，画面却丝毫没有模仿的痕迹，反

而呈现的是他晚期画作的诸种特性。这套册

页真切地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面对担当作品

之时，要时刻提防受担当所留文字的误导，

最为妥当的做法是，认认真真地阅读绘画。

二、展阅担当的《烟云供养图卷》

担当成熟时期的作品，数量最多，也最

能代表其个人的艺术特征。下面，笔者将以《烟

（图三）中[12]。所不同的是，此轴署名担当，

可知该轴的创作年代比《为秘传作山水图卷》

略晚。更为有趣的是，位于画面下端的执杖

人物形象，所占位置显眼，与早期山水画作

中不见或仅作点缀用的人物形象有着显著的

差别。虽然年代不详，《山水图轴》也可视

作担当画风转变期间具有标识性的系列作品

中，比《为秘传作山水图卷》略为靠后的参

考标尺。

令人惊讶的是，《山水诗文手卷》或许

只有在人物的缺席以及唐泰的署名这两点上

才让人更多地想起其与早期典型作品的联系。

此卷的主体绘画特征可能要更向后期的作品

靠拢：有意使用较为简化并隐去传统痕迹的

笔法，采用“一江两岸”的倪式构图，以及

依靠大量留白来营造空疏的画面情境。这种

刻意回避传统而显露个人创造力的做法（虽

然还不算太过激烈），也可在《山水行草诗

文册页》（云南省博物馆藏，十五开，每页

钤“唐泰之印”，末页署名唐泰，年份不详）

中体味到 [13]。同样地，人物的缺席以及唐泰

的署名，又将此画与前期作品关联起来。不过，

这套册页的高明之处在于，每页山水的技法

都不雷同，而却又不像前文所提的那套诗文

册页那样可以察觉出明确的笔法来源。

再来看署名担当的长卷作品，分别有《一

筇万里图卷》（云南省博物馆藏）、《烟云

供养图卷》（云南省博物馆藏）、《山水图卷》（故

宫博物院藏）、《山水图卷》（南京博物院藏）、

《楼倒树枯图卷》（四川省博物院藏，1650年作）、

《溪山古寺图卷》（天津艺术博物馆藏）[14]。

张永康先生曾对担当的绘画做过精简的概述：

“担当的书画作品，以墨笔山水为主，其构

图、笔法，师承倪瓒和董其昌。在风格上，

喜用生辣豪放的笔力，绘出云南特有的喀斯

特地貌的苍峰怪石；衬托山水的人物均用简

笔，人眼用两小圆点表示，很有特征。有的

山水图惜墨如金，仅用极少的笔墨点缀几处

似像非像的小景，余皆留白，给人一种缥缈

虚幻之感。”[15] 实际上，张永康先生更多的

是在描述担当后期亦即成熟时期绘画作品

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均在这几卷作品中有

所呈现。

可作补充的是，这些作品中也可观察到

一些其他的特征。首先，担当几乎都采取了“一

江两岸”式的构图，注重画面空间横向发展，

舍弃了早年典型作品中营造复杂空间的追求。

为了简化空间，担当在画面中显著地增加了

留白的面积。有的研究者认为担当的留白做

法与佛学中“空”的思想相关。其次，他已

图四 《烟云供养图卷》 云南省博物馆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36-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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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的修行境界。不过，除去抽象的解释，

烟云供养的字面含义，指的是人类个体与自

然界的互动。《烟云供养图卷》在烟云变幻

的峰峦山川中，描绘了古寺、城墙、山寨、

居民、渔船、行人、渔樵以及文人雅集的场景，

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 [21]。此种图

式内容与“烟云供养”的概念是相贴切的。

换句话说，在此图卷中，担当是在以图绘的

形式来实践个体与自然界的互动。

描绘人类在不同山水环境中活动的场

景，是《烟云供养图卷》最为重要的视觉表

现模式。这种图像模式源自中国叙事绘画传

统，而手卷在表现各种主题的时间性或者空

间性的发展进程时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

这类绘画的最佳表现形式 [22]。手卷的形式

决定了观者阅读画面的方式，“一幅手卷都

是一个移动的画面，场景和地点不断变换。以

正确的方式观看手卷，它所展现的是由多幅画

面组成的连续图像，而不是只有一个画面的独

幅画”[23]。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24] 及

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25] 正是此类绘画的

杰出代表。有意思的是，顾闳中画中的韩熙

载、乔仲常画中的苏轼，在不同的时间、不

同的地点以不同的形态在画面中重复重现，

人物每出现一次，则表示场景的转换。不难

发现，在《烟云供养图卷》中，有一个眼睛

用两小圆点表示、留有胡须的高士形象在不

同的场景中一再出现。在第一段场景，高士

与仆从正在交谈，高士扬起手臂指向前方屋

宇院墙密集之处，似在向仆从指示前进的方

向。在第二段场景，高士停留了下来，舒坐

于草窗之下。进入第三段场景，高士再次上

路、骑驴出行，只见他正扬起手臂与仆从讨

论前进的方向。在穿过一座城门后，画面转

到了第四段场景。此时高士来到一处山岩和

树木呈倒挂状的幽谷中，他又一次扬起手臂

指向前方。在翻越山林、穿过村落之后，画

面转到第五段场景。在这里，高士与他的朋

友们进行了愉快的雅集。随后，以贯穿竖向

画面的山岩作为阻断，场景转换至第六段。

高士又一次骑驴行进，他的目的地是一座带

有森严围墙、多层高塔的寺庙。此后，画面

进入第七段场景，高士行舟于江面，与一位

渔夫隔江对望，他们的眼神与动态颇耐人寻

味。随后进入第八段场景，亦即图卷的结束

部分，高士的形象没有出现，只留下一位赶驴

上路的仆从。从内容上看，很难确定《烟云供

养图卷》是否是依据某个文本故事而创作的。

不过，根据场景的转换顺序，图卷显然是在描

绘一段行旅过程，其采用的绘画形式无疑与顾

闳中画、乔仲常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担当的

《烟云供养图卷》，业已证明了他熟谙传统叙

事绘画的表现模式。就此而言，此卷画作为后

人探寻担当的画学渊源提供了理想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图卷的前五段场景，描

绘了一位高士孜孜不倦前行求索、最终得以

与知己好友共聚的旅程，人物的行进方向是

由右往左（尤其是一、三、四中人物的手势，

云供养图卷》为例，尝试去探析担当代表性

画作的画学渊源。此外，前文提到，担当晚

期画作中的人物形象，与担当本人密切相关。

而阅读此卷，或许对解读画中人物的意义有

所助益。

担当的《烟云供养图卷》，图卷引首有

担当自题“烟云供养”四个行书大字，落款“担

当”，钤“普荷”“担当”两方白文印，画

心落款、钤印与引首相同，卷后有担当题跋，

内容为“冷云散尽不堆蓝，飞瀑如蛇撼古庵。

天趣若随吾笔转，画禅无墨教谁参。八十翁

担当”，钤印与画心相同。值得留意的是，

在另一套诗文册页中，有一页的题诗与此卷

内容相同（图五）。此种现象说明，担当曾

在不同的作品中使用过这首题诗。加之，图

卷的题诗与画心是分开装裱的。故图卷题诗

（存在从他处移裱过来的可能）不能确定是

为画心内容而录，因此，其有可能不与画心

作于同一时间，不能作为图卷断代的确凿证

据（引首的情况也与此相似）。也就是说，

此卷未必是担当 80岁时的作品。不过，前后

出现 3次的两方印文“普荷”“担当”，样

貌基本一致，似可说明三段内容的创作时间

是相接近的。而可以确认的是，普荷、担当

是唐泰出家后所使用的名号，故该卷是担当

出家后的作品无疑 [17]，亦即其不早于 50岁

的作品。前文描述的担当成熟时期绘画作品

特征，均可在《烟云供养图卷》上找到。因

此可以断定，此卷是担当成熟期的作品。不过，

对一件富有价值的作品而言，一般性的认识

是远远不够的，它值得更深入的细读。

首先，担当所言“烟云供养”四字是有

由来的。天启五年（1625 年），担当因赴京

应礼部试而入董其昌门下，其后又因兵乱而

滞留江南，遂问学于董其昌、陈继儒 [18]。担

当所云“烟云供养”的概念即来源于董其昌

及陈继儒：

黄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颜。米友仁八十余，

神明不衰，无疾而逝。盖画中烟云供养也。[19]

依照范景中先生的解释，“烟云供养是

一种很高的道德修养，因为它使人的身心各

部分都完整、健康，避免任何精神或肉体的

伤害，避免狂热的撼动。”[20] 担当在时局混

乱之时，选择在大理鸡足山和苍山的寺庙中

修行佛法。或许，“烟云供养”便是担当想

图五 《山水人物诗文册页》第九开 大理市博物馆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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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强化这一印象）。而到了第六段，高士

行进的方向转而变为由左往右。在第七、八

段场景，高士似乎停止了旅程，悠游山水。

两个行进方向所指向的中心是寺庙，换句话

说，寺庙就是高士行旅的最终目的地。更为

显著的是，以寺庙为界，右侧画面（即起始

部分的前五段场景）主要描绘了跌宕起伏的

峰峦，节奏紧凑；左侧画面（即结束部分的

后两段场景）以平缓的水域沙渚为主，气氛

宁静，两组截然有别的画面似乎分别传达了

激荡与平和两种对立的心境。由此可判断，

第六段场景（寺庙）是图卷的核心所在。担

当早年有着出游江南、求学问道、广交朋友

的丰富经历，晚年因对时局失望而遁入空门、

隐居山林。不无巧合的是，寺庙右侧画面的

行旅过程、左侧画面的渔隐生活，恰巧与担

图六 《烟云供养图卷》所用绘画母题示意图

图七 人物抬手指路的手势 局部（从上至下、从左往右）分别为《高士图》（云南省博物馆藏），《陌上寻芳图》（云

南省文物总店藏），《山水图卷》（南京博物院藏），《山水人物诗文册页》第六开、第八开（大理市博物馆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4、28、55、154、155 页

图八 舒坐窗下的人物 局部（从左往右）分别为《千峰寒色山水诗文册页》第十八开（云南省博物馆院藏）、《山

水册页》第四开（故宫博物院藏），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113、121 页

图九 倒挂的

山和树 《渔

乐图轴》局

部（故宫博

物院藏） 采

自《担当书

画全集》第

19 页

图十 “之”字形水岸 《溪山古寺图卷》局部（天津艺术

博物馆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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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早年、晚年的生涯形成对照，图卷的核

心——寺庙，同时也是担当最终的归途。担

当在《烟云供养图卷》暗暗植入的图画意味，

使得此卷获得了一种超越视觉表征的内涵，

成为担当最具个人情感的作品。

更进一步观察，《烟云供养图卷》中的

诸多刻画细节与担当的其他画作有着紧密的

关联。具体来讲，图卷在人物形象的设计、

场景设置及景物营造上，有着较为固定的共

享母题，如场景一、三、四中人物抬手指路

的手势，场景二中舒坐窗下的人物，场景四

中倒挂的山和树，场景五中呈“之”字形的

水岸、空草亭及雅集场面，场景六中的寺庙、

塔及骑驴人物，场景七中的渔夫，等等（图六）。

在担当的其他画作中，不难发现这些共享母

题的使用（图七—十六）。一再出现的母题，

成为担当标志性的绘画符号。它们如此集中

地在《烟云供养图卷》中出现，传达了一个

十分重要的信息，即该卷是画家将其所掌握

的绘画元素进行重组再造的结果，而这种创

作经验与董其昌息息相关 [26]。在此种意义上，

在《烟云供养图卷》中，担当对自己的绘画

语言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不过，从

这个角度也可理解，在成熟期的作品中，担

当已无意于探索新的绘画母题。他画中的内

容，几乎都是为了核心人物服务的：场景的

设置、母题的运用以及画面空间的接续，目

的是更好叙述一个对担当来说最为重要的事

件——遁入佛门。或许可以这样说，只要担

当愿意，他可以不断地制作出与《烟云供养

图卷》相类似的作品。

回看《烟云供养图卷》，就不难理解为

何画卷那么强调叙事效果（其余晚期的长卷

作品，同样如此）。担当最为重要的意图，

就是要向外界传达他潜心于佛法修为的信息。

或许，担当的叙事性图卷还隐含了一层

更深的意味。依据计六奇（约活动于明末清

初）《明季南略》的记述，担当曾参与了云

图十一 空草堂 《千峰寒色山水诗文

册页》第二十开局部（云南省博物馆

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115页

图十二 雅集场面 局部（从左往右）分别为《山水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山

水册页》第十四开（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13、125 页

图十三 寺庙、塔 局部（从左往右）分别为《一筇万里图卷》（云南省博物馆藏）、《山水图卷》（南京博物院藏）、《树

倒叶枯图卷》（云南省博物馆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35、55、58 页

图十四 寺庙、塔 局部（从上至下、从

左往右）分别为《山水图卷》（南京博

物院藏）、《树倒叶枯图卷》（云南省

博物馆藏）、《一筇万里图卷》（云南

省博物馆藏）、《担当无稿山图轴》（云

南省博物馆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

第 35、55、58、23 页

图十五 骑驴人物 《踏雪寻梅图》局部（一担斋藏） 

采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31 页

图十六 渔夫 《山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采

自《担当书画全集》第 50 页



031030

南土司沙定洲反叛沐天波之乱（其时云南仍

奉南明正朔），“贡生唐泰为沙定洲谋主，

劝定洲杀王（锡衮），并杀诸乡绅，云南大

乱”[27]。几位学者曾对此事有所考证，均认

为记录有讹误，担当实际并没有参与其中 [28]。

学者们认为担当不具备参与叛乱的条件，最

为主要的证据是：（一）将担当的出家时间

判定为 1642 年，而事件的发生在此之后，存

在时间上的错位；（二）据《为秘传作山水

图卷》的跋语记录，1643年担当已到鸡足山，

而叛乱的发生是自滇南而至昆明，存在空间

上的错位。不过，即便担当的出家时间可以

明确，也不说明担当在出家以后便不再参与

政治活动。担当在其 59岁（1651年）所写的

《自述》诗中曾表明了出家的缘由：“母跻

八十一，坐脱返自然。余欲续旧盟，时事纷

多端。虽有尚平志，其如杖难前。回首念垂白，

益复增怅焉。”[29] 其中所言“欲续旧盟”“有

尚平志”，说明担当出家是带有遗憾的。在

一件担当作于 1658 年的画作《太平有象图》

（图十七）中，描绘了一名老僧与一头卧象，

老僧的神情若有所盼，题款“永历戊戌九月，

绍初寿图，花甲再新，太平有象”[30]。此画

说明担当仍寄望南明永历政权中兴。

以上事例表明，至迟到 1658年，担当始

终不忘关心政治朝局。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

担当在到达鸡足山之后，便从未离开鸡足山

或踏足昆明，以及断绝与外界的联络（相反，

从《太平有象图》的情形来看，担当对外界

信息的掌握是敏锐迅捷的）。故此，诸位学

者的考证未必是定论。如此来看，担当参与

沙定洲之乱一事并非空穴来风。沙定洲最终

并没有成功，其败后就被处死了。而如后人

所见到的，担当后期的画作，大多是以超越

尘世的基调，或是诚心向佛的面貌呈现给世

人，特别是在长卷作品中，其叙述意图十分

直接。画作成为担当最为直白的诉说：我一

生的归途是入佛门，政治与我无关。也许正

是依靠这样的画作，担当让外界认同他无意

于参与政治活动的选择，将其心系朝局却又

身陷佛门的矛盾遮盖了下来，最终避难成功。

最后，可以想象的是，当一位观者展阅《烟

云供养图卷》时，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担当

绘画母题的汇集，随着图卷的打开，担当一

生的经历也似乎一幕一幕地映入观者的眼帘。

这就是此卷给后人带来的双重价值。

三、余论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意识到，我们对

担当绘画的认识仍有许多不足和误区。诸如

担当绘画的分期问题、担当绘画母题的来源

及其意义，等等，都有待更加细致的探究。

对于像担当这样一位重要的画家，我们应将

更多的视线放在对其作品的认识上，并重新

界定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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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收录担当书画最全的图录，但部分作品存在

真伪问题，使用时需谨慎甄别，可参考樊海涛 ：

《浅谈担当书画的真伪识别》一文，载《收藏家》

2014 年第 4期，第 27-36 页。

[ 明 ] 担当著，余嘉华、杨开达点校：《担当诗文

全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李艳峰编纂的《担当年谱》，是在参校方树梅《担

当年谱》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目前所见最新的版

本。李艳峰编纂：《担当年谱》，见孙秋克主编：《明

代云南文学家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17

年，第 525-551 页。

如黄洪平：《担当山水禅意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

论文，2010 年；郭帧：《担当绘画创作与理论思

想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陆

勇：《由儒入禅：担当山水画风格的转变》，云南

大学硕士论文，2016 年；许晓红：《一片禅心寄

丹青——对担当及其绘画艺术的几点思考》，西

安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7 年；赵裕伟：《论担

[1]

[2]

[5]

[6]

[7]

[3]

[4]

图十七 担当《太平有象图》 云南省博物馆藏 采自

《担当书画全集》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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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水墨画的“奇”与“简”》，广州美术学院硕士

论文，2019 年；等等。

例如，按孙太初先生的划分，为僧前为“继承师

法”阶段、为僧后为“自立门户”阶段，见孙太初：

《诗僧担当的书法艺术》，载《中国书法》 1993 年

第 2 期，第 23-25 页。孙太初还将担当的书法细

分为三个阶段，即出家以前、出家后的前期和后

期，见孙太初：《担当大师诞生四百周年祭 : 再

论担当的书法艺术》，载《书法》 1994 年第 4期，

第 41-42 页。

关于《前赤壁赋图卷》，朱万章有简要的介绍，

他还认为《为秘传作山水图卷》是出家后的作品。

详见朱万章：《担当》，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6 年， 第 19、87-89、89-91、151-152

页；以及广州艺术博物院官网的报道（文字介绍

部分略有错误），见 https://www.gzam.com.

cn/cp/info_24.aspx?itemid=12882&lcid=3。 另

两卷刊载李昆生主编：《担当书画全集》，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年，第

46-49、78-79 页。

李昆生主编：《担当书画全集》，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年，第 44-45 页。

目前学界对唐泰的出家时间仍有争议 ：一说是

方树梅撰《担当年谱》所持的明崇祯十五年

（1642），一说是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

书所持的清顺治四年（1647）。方树梅《担当年

谱》“崇祯十五年壬午”条目，载 [ 明 ] 担当著，

余嘉华、杨开达点校 ：《担当诗文全集》，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16-517 页 ；陈

垣撰：《明季滇黔佛教考》，“唐泰”条目，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00-203 页。李伟卿先

生认为是崇祯十五年，见李伟卿 ：《一自为僧天

放我 ：担当出家问题的再审思》，载《云南民族

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年第 05 期，

第 211-215 页。朱万章先生也是持崇祯十五年

之说。不过，《为秘传作山水图卷》题款“癸未

夏日雨中似秘传兄，唐泰”，也就是说，在 1643

年担当仍是以唐泰之名落款。朱万章认为担当

“因刚入山时放浪形骸，并不拘泥于儒释之别，

所以仍然在其作品中署款‘唐泰’”。参见朱万

章：《担当》，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

第 19、89-91 页。

徐文彬编撰：《李初梨珍藏书画选》，重庆：重庆

出版社，1986 年，图二七。

李昆生主编：《担当书画全集》，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年，第 143-151 页。

李昆生主编：《担当书画全集》，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年，第 32-35、

36-37、50-51、58-59、60-61 页。

云南省博物馆编 ：《云南省博物馆藏画集》，张

永康《序》，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

第 8 页。

李昆生主编：《担当书画全集》，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年，第 104-115 页。

孙太初先生曾指出，钤“普荷”印的作品是担当

晚年之作，见孙太初：《关于担当历史的几点订

正》，载《文物》，1980 年第 2期，第 39 页。

关于担当与董其昌、陈继儒二人的交往，见前揭

《担当》，第 6-11 页。

董其昌和陈继儒都说过这段话，说明他们的绘画

理念十分接近。[ 明 ] 董其昌撰、印晓峰点校：《画

禅室随笔》，卷四杂言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2 年，第 131 页；以及 [ 明 ] 陈继儒

《妮古录》卷三，载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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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集第十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年，

第 257 页。

范景中：《美术史为什么重要》，载《读书》 2018

年第 5期，第 4-5 页。

对此卷描绘内容的介绍，见朱万章：《担当》，石

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09-114 页。

对这一传统的考察，参见 [ 美 ] 孟久丽著，何前译：

《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

[ 美 ] 巫鸿著，文丹译，黄小峰校：《重屏：中国

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48-49 页。

前引《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第一章，

第 25-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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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的视觉再现》，见上海博物馆编：《翰墨荟萃：

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84-295 页。据考，

此画并非宋画，而有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见

赵雅杰：《传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时代风格》，载

《美术研究》 2017 年第 4期，第 23-31 页。

提炼传统绘画资源的经典元素并进行重组和再创

作，是董其昌所极力提倡的绘画方法，具体的讨

论可参考 [ 美 ] 高居翰著，王嘉骥译：《山外山：

晚明绘画（1570-1644）》第四章，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

[ 清 ]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孙可望李

定国构隙本末”条目，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第 466 页。

具体的考证，见孙太初：《诗僧担当的书法艺术》，

载《中国书法》，1993 年第 2 期，第 23-25 页；

李伟卿：《一自为僧天放我：担当出家问题的再

审思》，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年第 05 期，第 211-215 页；以及樊海涛：

《认作担当便错过——再论担当》，载《南雅》 第

十一卷，2019 年 9 月，第 15-23 页。

诗载 [ 明 ] 担当著，余嘉华、杨开达点校：《担当

诗文全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第 524 页。

关于此画及其意义的讨论，见李伟卿：《论担

当——担当和尚及其艺术的再评价》，载云南省

博物馆编：《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

集》，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1981 年，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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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接受祖父教育，10 岁便能诗文。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年），13 岁的担当便 “补博士弟子员，尤工诗赋，才名噪海内”，踏

上仕途的初阶。后随其父北上应选，在金陵诗名初显。天启五年（1625 年），

担当进京应礼部试，名落孙山。落第于他刻骨铭心，留下心灵的重创。名

落孙山的担当对明末的社会环境以及官场的黑暗失望至极，统治者的腐化

以及宦官的专权使得社会经济衰落，百姓民不聊生，便于崇祯三年（时年

38岁）于会稽山受戒。

在外游历七年之后，担当回到云南，本地官府因他的学识声望，准备授他

官职，然而他却绝意功名，于崇祯十五年（1642 年）出家于鸡足山。出家

后的担当虽身在禅房，却依旧关注苍生百姓和国家安危，于是有了“画里

何人识董狐”的感慨，有了《太平有象图》的憧憬，也有了“天涯不可问，

终日上高楼。谁识余怀抱，凭栏一片秋”的悲凉。

035

谁识余怀抱 凭栏一片秋

担当的生平与志节



037036

太平有象图

纸本，纵 116 厘米，横 55.6 厘米

释文：永历戊戌九月，绍初寿图，花甲再新，太平有象。担当。

钤印：普荷（白）、百担斋、蕴花得玩（朱）。



039038

头陀图

纸本，纵 86.5 厘米，横 48 厘米

释文：头陀老汉没拈题，直以单传开法眼；钝蒂儿孙兴棒喝，不及一笑破天荒。担当题。

钤印：百担斋（朱）、问华（白）。



041040

高士图

纸本，纵 108 厘米，横 59.3 厘米

释文：此画是谁作，此人何落落；若非陆士龙，定是荀鸣鹤。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白）、百担斋、蕴花得玩（朱）。



043042

山水草书轴

纸本，纵 24.8 厘米，横 36.4 厘米

释文：天涯不可问，终日上高楼；谁识余怀抱，

凭栏一片秋。担当。

烟云变幻（本）无形，墨汁模糊旧草亭；只

道斯名画可隐，转教众口说丹青。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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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的绘画作品在笔墨间融会自我内心的情愫，在简洁的构图和一山一石

中，蕴涵着作者内心对现世的无奈与悲痛。尤其在担当晚期的作品中，绘

画的风格更加突显其独特气质。多以深山古刹、寒林秋色、荒郊野渡、渔

樵唱晚、秃岭荒山为主，且继承倪瓒“逸笔草草”的不求形似求神似的绘

画风格，他的山水画以独特的个性，怪诞的构图与用笔、用墨，将自然万

象提升为一种色相皆空的世界。借山水画从悲怆郁结中解脱出来，心灵与

自然相契合为一体，是一种独特心象的写照。

担当空有一腔热血不能得以发挥，胸中苦闷寄托于山水云烟之间，寒林秋

山的萧瑟之景诠释了他的郁结，而云烟渺渺之境将他从尘嚣的无奈中脱离

出来，真正体会了自然之“道”，在丹青中澄清了内心。

045

荆关代降无踪影 幸有倪存空谷音

担当绘画的学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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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供养图卷

绢纸，纵 27 厘米，横 572 厘米

释文：担当。

钤印：绥龢砚斋、普荷、担当（白）、贵阳马□骅所藏金石书画印（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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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山对酒和陶诗 诗画册

纸本，纵 27.1 厘米，30.6 厘米

释文：毗山对酒和陶诗，千载柴桑是尔师。敢道柴桑输一着，出山何似住山时。

神情在董巨之间，笔墨超明暗之外，从此敛其鼻息，方可气吞千古。唐泰。

陆离长剑抉衡云，手按丹霞大赤文。今日闲窗写幽事，祈仙磴上着卢君。

画家所谓气韵，非师味，此便见。唐泰。

钤印：唐泰之印、担当、问华审定、普荷、担当、百荷斋、（白）、担当、蕴花得玩、鼐臣珍藏、葊常住记（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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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行书册

纸本，纵 27.2 厘米，横 14.8

厘米

释 文： 李 思 训 画 鱼， 入 水

飞 去。 视 惟 空 纸。 此 笔 貌

君 清 远 之 致， 亦 恐 乘 风 吹

入白云天际也。 

千溪万谷，合流逆折，何险

哉！爱山不去，维舟芦间，

又安得中流而遇风波也。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为居，

以 居 山 癯， 获 其 安 矣。 倘

非 托 此 停 停 之 干， 不 其 生

可危乎？老于斯，老于斯。

一 池 俨 沤， 大 洁 甚 焉。 可

枕 可 濯， 惟 其 所 过， 差 足

养 余 小 智， 斯 已 矣， 奚 以

之九万而南为。 

白 鸡 路 出， 青 髓 岩 开， 乃

佛 氏 之 清 虚。 逸 墨 点 破，

奚 啻 以 节 节 之 也， 因 咏 乍

疑云雾窟之句，惘然！

将吸风饮露而游乎，狂矣，

之 人 也， 其 犹 时 女 然， 但

守 此 一 丘， 直 气（ 欲） 绝

乎弊之焉者乃尔。

滋 润 在 积 墨， 然 须 遇 恰 好

处， 可 止 则 止， 斯 谓 之 惜

墨如金。唐泰画并题。

钤印：唐泰之印、问华（白）、

观郭、高□（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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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70



073072



075074



07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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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稿山图

绢本，纵 155.1 厘米，横 41.8 厘米

释文：老来手拙性亦悭，得趣乃在游戏间。

篆籀可学笔不古，不如槃礴无稿山。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高荫怀印（白）、蕴华、

丁卯被劫后所得（朱）。



081080

朝山图

绫本，纵 166.2 厘米，横 52.8 厘米

释文：危峦不可望，过眉有主丈。鸿鹄即

低飞，志亦在天上。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老步兵（白）、蕴花

得玩（朱）。



083082

觅径图

绫本，纵 133.8 厘米，横 42 厘米

释文：一自离尘土，杖从云外孤。人闲山必瘦，

只为色全无。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老树珍秘（白）、古木斋、

古木斋鉴藏、古木老人心赏（朱）。

垂钓图

纸本：纵 100 厘米，横 22.5 厘米

释文：上市海鲜堪佐酒，钓台高处有谁来？担当。

钤印：普荷（白）、百担斋（朱）。



085084

登高图

绫本，纵 115.4 厘米，横 41.5 厘米

释文：担当。

钤印：百担斋（朱）、老步兵、问华

审定（白）。



087086

仿元人山水图

纸本，纵 104.3 厘米，横 55 厘米

释文：仿元人笔。担当。

钤印：普荷（白）。



089088

深山访友图

绢本，纵 155 厘米，横 44 厘米

释文：担当。

钤印：普荷（白）。



091090

旅泊图

纸本，纵 103 厘米，横 54 厘米

释文：湖海自来多旅泊，若非

渔隐不逍遥。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高荫槐印

（白）、丁卯被劫后所得（朱）。



093092

渔舟唱晚图

纸本，纵 106 厘米，横 56.2 厘米

释文：袁嘉谷题：“担公画学思翁，

所谓‘老衲笔尖无（点）墨水，要从

白处想鸿蒙。’其画品之超逸，可以

想见。此幅为吾友臞仙所藏，跋之以

志眼福。戊辰六月袁嘉谷。”

钤印：普荷、担当（白）、邓圃氏（朱）。



095094

钓翁小憩图

纸本，纵 104.5 厘米，横 56 厘米

释文：担当。

钤印：普荷（白）、百担斋（朱）。



097096

雪山行旅图

纸本，纵 108 厘米，横 28.5 厘米

释文：担当。

钤印：向齐（白）、方臞仙（朱）。



099 100098

一筇万里图卷

纸本，纵 25.3 厘米，横 165.5 厘米

释文：送用如兄游江南 。担当画并题。

钤印：普荷、担当（白）、百担斋、老步兵、蕴花得玩、后佛（朱）。



102 103101



105104

担当的山水画延续了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发展脉络，并且倾向于禅宗美学。

他曾说：“画中无禅，惟画通禅；将谓将谓，不然不然。”将禅与绘画相通，

一方面不刻意地表现禅之意境，而另一方面又将艺术家“虚静”“淡泊”的

心境融入绘画的创作中，从而使得画作充满无限禅意，而这一效果的形成

却是浑然天成、不加刻意雕琢的。

担当追求倪瓒的荒寒清淡、米芾的烟云缥缈，钟情于“平远之萧疏”的构图，

可见在绘画实践中，担当的绘画思想与其精神追求相一致。担当的题画诗“过

人丘壑总难登，应接从教策短藤。三昧在于无墨处，不须画里觅痴僧”以

及“不衫不履达人风，展手羞称院体工。老衲笔尖无墨水，要从白处想鸿蒙”

都表达了他追求画之意境，也就是“空”“淡”“静”的自然审美倾向。

105

三昧在于无墨处 不须画里觅痴僧

担当绘画中的禅意



107106

书画合轴

纸本，纵 19 厘米，横 24.8 厘米

释文：摇落已过半，游情又近冬。只须霜一点，何必几千峰。

钤印：担当（白）。



109108

如读陶诗

纸本，纵 27.8 厘米，横 37 厘米

释文：避影而今计已安，一亭压破万重山。莫嫌此老犹多事，海阔须从高处看。担当。

山僧爱山性所狎，卓笔俨然峰倒插。峰头无雨走龙蛇，画中谁信有书法。担当。

终日酣歌不厌狂，特来泽畔问行藏。独醒自古招人妒，要向酒家要酒尝。担当。

懒将傲骨去投林，放下枯藤枕破琴。争奈有船书塞满，清虚一点落江心。担当。

阿谁终日为忙忙，万古乾坤一戏场。鸟尽弓藏如不信，鸱夷小隐在沧浪。担当。

山崩浪恶往来频，担□全凭社稷臣。独有樵夫不任重，但将钝斧托闲身。担当。

棕履蕉衣一幅巾，地无凹凸好藏（身）。衰迟不作青云想，弋者何劳慕此人。担当。

此画有神须秘密，思训道玄齐置笔。浩然生气焉可为，不在经手与一日。担当。

杨柳多情在夏初，新阴一曲绕村庐。谁云四月闲人少，不事农桑且钓鱼。担当。

烟云变幻本无形，墨汁模糊旧草亭。只道斯名画可隐，转教众口说丹青。担当。

携尊访旧独乘槎，几点残阳水一涯。大隐年深门户没（改），归凫引路入芦花。担当。

雪重山深路不平，若非有酒定难行。鸣禽催得诗翁醉，寻到梅花瓮已轻。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静斋珍赏、问华审定（白）、老步兵、蕴花得玩、高六弟二、侬也得玩、于此间幸见古人、百担斋（朱）。



111110



113112



115114



117116



119118



121120



123122



125124

趣冷人闲

纸本，纵 17.5 厘米，22.8 厘米

释文：赵藩补款：“担公写意山水二十二叶，公裔秀才唐廉家藏，今方臞仙同学兄购得装册，而石禅老人赵藩补款识。”

赵藩补款：“胸罗造化，笔化云烟。惜墨泼墨，纯任自然。藩赞。”

钤印：赵藩（白）、石禅寓目（朱白文）、竹垞、赵藩（朱）。



127126



129128



131130



133132



135134



137136



139138



141140

再作不可

纸本，纵 20.3 厘米，横 24.2 厘米

释文：酷若何难避，湖平一笛风。薄罗皆褦襶。不分此渔翁。

避居离俗久，野性与人殊。老去无他想，一峦何可无。

挂帆思直下，浪险受风斜。不见大提柳，何由到习家。

南浦云千顷，西溪雪一湾。横襟无不可，我在两山间。

钤印：普荷、担当（白）。



143142



145144



147146

千峰寒色

纸本，纵 22.9 厘米，横 34.5 厘米

释文：德公善画，征余作此册。未动手，先有一德公横在胸中。如何下笔？虽然逐鹿（尘）者不见山鹿（尘），从何走？

此中三昧，全在白处讨分寸，吾与德公共之。担当。

拨开尘土见佳山，清福居然在此间。不是得天元最厚，那能轻放一人闲。山居。担当。

开卷即无下手处，识者不可草草放过。

曾闻湖海有风波，多少忙人夜半过；若把一筇常在手，破船奈何老僧何！登山。担当。

仿赵文度。

这才是一水一石。

仿元人意。

仿黄子久。

仿王叔明。

仿元人大手。

仿范宽。

仿倪高士。

从荆关变出。

仿北宋人。

仿董北苑。

仿倪高士。

仿赵大年。

仿大米。

钤印：普荷、担当、问华审定、问华（白）、百担斋、丁卯被劫后所得、于此间幸见古人、蕴花得玩、老步兵、

高六弟二（朱）。



149148



151150



153152



155154



157156



159158

担当的书法早期奉董其昌为圭臬。渊源晋唐，出入宋元，以淡雅秀逸为风标，

圆润劲秀，含蓄而不放纵。担当对自己学董之长也颇为自得，晚年曾自作

诗云：“太史堂高不可升，哪知万里有传灯。后来多少江南秀，指点滇南

说老僧。”

参禅之后，担当所书为之一变，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更多地呈现出与之前不

同的风貌，既有锋芒毕露的恣肆放纵，也有恬淡飘逸的天然风韵，深具动

静相宜、超凡脱俗之妙趣。尤其到了晚年，担当多写狂草，抒胸中逸气。

他的书法笔触凝重、含蓄，自成一家，书画合一，禅韵十足。

159

才欲登程霜力紧 一层黄叶一层秋

担当的书法艺术



161160

草书卷

绸本，纵 37 厘米，横 270 厘米

释文：纡青拖紫汗披襟，朝市那堪暑气侵。不分渔翁消受足，柳阴界破碧波心。担当。

窗外红飘春去迟，山家养拙已多时。满空飞絮随风卷，一角残山肯让谁。担当。

好游忘却在天涯，老我萍踪路不差。一段栈云长不了，短驴将到故人家。担当。

一亭小结何嶙峋，白玉烟飞绝点尘。恰似雁山软瀑布，看不足者是何人。担当。

钤印：普荷、老步兵（白）、蕴花得玩、后佛（朱）。



163162

行书轴

纸本，纵 133.5 厘米，横 24.2 厘米

释文：虎溪间月（□）引（隐）相过（遇），

带（待）雪松枝挂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

白云深处老僧多。担当。

钤印：百担斋、于此间幸见古人、蕴华（朱）、

□柑酒听莺声（白）。

行书轴

纸本，纵 110 厘米，横 29 厘米

释文：我访补纳翁，守株惟吃冻。见客尝骸然，

为久无迎送。担当。

钤印：普荷（白）、蕴花得玩、百担斋（朱）。



165164

行书轴

纸本，纵 104 厘米，横 26.5 厘米

释文：才欲登程霜力紧，一层黄叶一层秋。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白）。

草书轴

纸本，纵 135.5 厘米，横 29 厘米

释文：主丈长如此，游情尔自耽。试看新柳色，

谁不想江南。拟大鉴兄正。担当。

钤印：普荷、问华审定（白）。



167166

行书轴

纸本，纵 130 厘米，横 22.5 厘米

释文：何必携游具，花开莫后时。明朝得意处，

不许蝶先知。担当。

钤印：普荷、老步兵（白）、百担斋（朱）。

行书轴

纸本，纵 125.4 厘米，横 52.2 厘米

释文：村远人疏路又歧，怯寒全在

小春时。不知烟柳缘何事，专向陶

家门外垂。担当。

钤印：普荷（白）、蕴华、丁卯被

劫后所得（朱）。



169168

行草书轴

纸本，纵 34 厘米，横 54.7 厘米；纵 48.3 厘米，横 43.1 厘米

释文：暂寄。担当。

梅影横斜处，疏窗绝点尘。莫嫌枝干少，非瘦不精神。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白）、于此间幸见古人、蕴华、丁卯被劫后所得（朱）。



171170

草书轴

纸本，纵 138.3 厘米，横 35.1 厘米

释文：不去花前学举觞，必□（先）谷雨采旗枪。

世人慎勿轻茶童，万事无如水味长。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白）、蕴花得玩（朱）。

草书轴

纸本，纵 133 厘米，横 53 厘米

释文：天上楼台气象新，去来都是赏花人。

开樽谁不矜红紫，野草无名又一春。漫兴。

担当。

钤印：普荷（白）。



173172

草书轴

纸本，纵 100 厘米，横 50.3 厘米

释文：春来无日不狂游，折得名

花插满头。一自为僧天放我，而

今七十尚风流。担当。

钤印：普荷（白）。

草书《焚香呤》轴

纸本，纵 106.7 厘米，横 49.8 厘米

释文：侍儿无事更殷勤，拥帚先

须扫白云。快把一炉生活火，异

香专等客来闻。焚香吟。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藏之传之（白）。



175174

草书轴

纸本，纵 124 厘米，横 46.2 厘米

释文：南岳高僧留偈别，庐山道

士送书来。担当。

钤印：普荷、担当（白）。

草书轴

纸本，纵 121.7 厘米，横 30.4 厘米

释文：常裁一弯荷叶帽，见人免得更科头。担当。

钤印：普荷（白）、百担斋（朱）。



177176

草书轴

纸本，纵 23 厘米，横 31.3 厘米

释文：无事不寻梅，得梅归去来。雪深春尚浅，一半到家开。担当。

钤印：普荷（白）、百担斋（朱）。

草书轴

纸本，纵 103 厘米，横 26 厘米

释文：只许山僧来作枕，不容天地使人忙。担当。

钤印：普荷（白）。



179178

担当年谱简表

万历二十一年（1593）

生于今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东街。

万历三十三年（1605） 

13 岁补博士弟子员，诗赋初显锋芒。随父到南

京，留下 “湘兰簪花”的佳话。

万历三十四年（1606） 

14 岁开始《翛园集》的写作。

天启五年（1625） 

33 岁，赴北京应礼部试，落榜后返回云南途中

停留于苏州中锋禅院苍雪大师处，经引荐结识

董其昌、陈眉公等，对其之后的绘画风格的形

成奠定了决定因素。

天启七年（1627） 

35 岁，董其昌作《翛园集》序，称其诗有四杰

之藻，少陵之法。

崇祯元年（1628） 

36 岁，准备从鄂、湘、黔回滇，正值安奢之乱，

道阻不能归。

崇祯三年（1630） 

38 岁，受戒于会稽（今绍兴）显圣寺湛然云门

禅师。其“禅诗合一”的艺术观影响了担当整

个绘画创作的精神。

崇祯四年（1631） 

39 岁，由鄂、湘、黔回滇。

崇祯十四年（1641） 

49 岁，寓昆明《翛园集》诗作止于此年。

崇祯十五年（1642） 

50 岁，出家为僧，诗集《橛庵草》写作开始。

崇祯十七年 / 顺治元年（1644） 

52 岁，明亡。

康熙元年（1662） 

70 岁，吴三桂缢杀永历帝于昆明。

康熙六年（1667） 

75 岁，自鸡足山移驻大理感通寺。

康熙十二年（1673） 

81 岁，担当卒于大理感通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