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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水畫書目資料選輯 



1. Audio-visual materials 視聽材料 
宋晓霞, 中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硏究中心, & 美国南海有限公司 (1993). 溪

山无尽 : 中国山水画艺术. 中华文化讲座 ; 32. 北京: 中国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 

[avc] DS721 .Z4643 1992 v.32  VHS 

 

宋曉霞, 中國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硏究中心, & 美國南海有限公司 (1993). 心

印 : 中國山水畫藝術. 中華文化講座 ; 33. 北京: 中國北京大學音像出版社.  

[avc] DS721 .Z4643 1992 v.33  VHS 

 

韓天衡, 嚴國基, 夏振亞, & 上海科學敎育電影製片廠 ([199-?]). 畫苑掇英. 山水

篇. [中國]: 南影有限公司. av 946.11 504  VHS 

 

黃鼎, 鍾幼君, 連惠心, 張德厚, 徐天祥, 華晹傳播公司, et al. (1998). 宋元山水. 發現者. 五 ; 13; 第 49 集. 臺

北: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avc 991.45 121  v.49 VHS 

 
 
 
 

2. Book 專題著作 
松江派山水十二幀. (1927).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大] ND1047.S43 S66 1927 
 

廣西風光 (1978).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特 949.75 08 
 

雲南寫生集 (1978). 昆明: 雲南人民. [中] ND1366.76 .Y86 1978  v.2,  

X 中 951.2082 10  v.1, 20029866 
 

黃山 (1982). (第 1 版). [Peking]: 人民美術出版社 :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X 山 946.11 80, 20003493 
 

北京大學 : 中國山水畫名家邀請展作品集. (2005).  (第 1 版). 香港: 當代中國

出版社. [中] ND1366.7 .B54 2005 
 
The Three patriarches of the southern school in Chinese paintings = 中國畫壇的南宗三沮 (19--). S.l.: 
s.n. P 753.1 T531 
 

《香港畫家畫香港》編輯小組 (1997). 香港歲月 : 香港畫家畫香港作品選集 = Hong Kong nights and 

days : members of the painting of Hong Kong by local painters. 香港: 香港心源美術出版社.  
HK 754.65125A H77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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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 Art Museum (Aspen Colo.), Chang, A., & Davis, B. (1986). The 
mountain retreat : landscape i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Aspen, Colo.: the 
Museum. X 758.10951 A8, 30148201 
 
Cahill, J.,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Art Museum (1981). 
Shadows of Mt. Huang : Chinese painting and printing of the Anhui School. 
Berkeley: University Art Museum. 753.107 C1 
 
De Silva, A. (1967). The art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the caves of 
Tun-huang. Ar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X 753.1 D45, 
10147260 
 
De Silva, A. (1968). The art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 in the caves of 
Tun-huang. Art of the world. (Rev. ed.). New York: Greystone Press.  
753.1 D45 
 
Edwards, R. (1989). The world around the Chinese artist : aspects of realism in Chinese painting. 
Distinguished senior faculty lecture ser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753.1 E26 
 
Elkins, J., 潘耀昌譯, & 顧泠譯 (1999). 西方美術史學中的中國山水畫 =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s 

western art history. 學術史叢書. 杭州: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中] ND1366.7 .E43812 1999,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Fu, L.-t. F. (2009). Framing famous mountains : grand tour and Mingshan 
painting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758.10951 F94 
 
Ganza, K., & Memphis (Tenn.) University Gallery (1987). Journeys of the 
spirit : landscape portraits of places in China. Memphis, Tenn.: Memplics 
State University. 753.1 G2 
 

Hay, J., 邱士华, & 刘宇珍 (2010). Shi Tao : Qing chu Zhongguo de hui hua 

yu xian dai xing = 石涛 : 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 开放的艺术史丛书. (北京

第 1 版). 北京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 ND1049.S475 H3912 2010 
 

Hay, J., 邱士華, & 劉宇珍 (2008). Shitao :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 石濤 : 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 台北市: 石頭出版. [中] ND1049.S475 H3912 2008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 Peabody Essex Museum (1996). View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 Macau, Canton and Hong Kong = 珠江風貌 : 澳門, 廣州及香港.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of Hong Kong. 753.1 V67, HK 753.1 V67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1983). Early masters of the Lingnan 

school = 嶺南派早期名家作品. Hong Kong: the Council. HKP 753.1 E1 
 
Li, C.-t., Lawton, T.,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 (1966). The new Chinese landscape : six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s = 中國山水畫的新傳統. New York: 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  
SM 753.1 L6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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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X., & Wu, L. (2001). Wu Li (1632-1718) : his life, his painting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753.107B W959 Lw 
 
Loehr, M. (1980). The great painters of China. Oxford: Phaidon. 753.1 L82 
 

Mak, C. (1992). Mak Ching Landscape flowers and birds = 麥正山水花鳥畫

集. Hong Kong: Ching Yuen Publication. HK 753.1084B M2 C, [藝術] 0431 
 
Sullivan, M. (1962). The birth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Californi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 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53.1 S95 
 
Sullivan, M. (1979). Symbols of eternity : 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53.1 S95s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5). 明淸山水畫選集. 明朝.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大 A] ND1366.7 .M562 1995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4). 一片江南. 國寶在線. [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 [大 A] ND1366.715 .Y57 2004,  
40001231 
 
乐泉 (2008). 乐泉. 中国名画家精品集 = Collection of famous painters of 

China. (第 1 版). 兰州市: 甘肃人民美術出版社. [大 A] ND1049.L395 A4 2008 
 

任熊 (n.d.). 任渭長范湖草堂圖. 上海: 有正書局. 大 945.71 22-1 
 

何云泉 (1992). 中國名胜图. (第 1 版). [Peking]: 荣宝斋. X 中 945.871 211-1, 
20029315 
 

何加林 (2006). 何加林. 中国画名家画库. 山水卷 ; 第 1 辑. (第 1 版). 成都: 四川

美术出版社. [中] ND1049.H455 A4 2006 
 

何延喆 (1997). 中國山水畫技法學譜. 天津: 天津楊柳靑畫社. 

[大 A] ND1366.7.H645 C92 
 

何海霞 (1994). 何海霞畫選.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 945.871 2131-1, 10207744 
 

何海霞 (2000). 何海霞.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大 A] ND1049.H55 A4 1997,  
40000337 
 
何海霞 (2000). 何海霞作品 = Selected paintings of He Haixia. 中國畫名家作品精選 =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famous painters. 西安: 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X 中] ND1049.H45 A4 2000x, 30037700 
 

俞劍華 (1963). 中國山水畫的南北宗論.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X 杜 420.1 312,  2012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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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子才, & 上海書畫出版社 (1987). 怎樣畫石. 中国画技法入门. 上海: 上海書畫

出版社. 中 946.8 80, 10209823,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傅抱石 (197-). 山水, 人物技法. [香港]: 南通. 中 946.11 23 
 

傅益瑤, 傅益瑤画展委員会, & 傅益瑤画展 (1983 : 鳩居堂画廊) (1983). 傅益瑤

画集. 東京: 二玄社. [藝術] 0546 
 

傅益瑤, & 許禮平 (1999). 傅益瑤 : 山水, 人物. 當代中國畫家系列 ; 2. 名家翰

墨. 香港: 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 中 945.871 238-02 
 
全國中國山水畫展覽 (首屆 : 1993 : 合肥市, 安徽), 王琦, 雷正民, 華夏, & 師松

齡 (1999). 全國首屆中國山水畫展覽作品集 = A col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art  

exhibits on the first national despla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西安: 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大 A] ND1366.76 .Q82 1993 
 

全景博物馆丛书编委会 (2003). 中国山水画博物馆. 全景博物馆丛书. (第 1 版). 郑州市: 海燕出版社.  

[中] ND1042 .Z457 2003 
 

关尚卿 (2003). 中国山水画名家技法分解图典. (第 1 版). 石家庄市: 河北美術

出版社. [中] ND1366.7 .Z466 2003 v.1-v.2 
 

刘亚璋 (2006). 院体别绪. 中国山水画通鉴 ; 17. (第 1 版). 上海市: 上海书画出

版社. [中] ND1366.7 .Z47 2006 v. 17 
 

劉先春, & 黃亦生 (2000). 劉先春山水畫集. 香港: 榮譽出版有限公司.  

[X 中] ND1049.L6455 A4 2000, 30037776 
 

劉建平, & 徐湖平. (2000). 淸代山水畫集. 天津: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大 A] ND1366.7 .N36 2000, 40000403 
 
劉海粟 (1993). 洞庭西山圖卷. 劉海粟洞庭漁村圖卷. [濟南]: 山東美術出版社.  

[特] ND1049.L7737 A64 1993 
 

北京市文史硏究館 (1996). 傳統山水畫選. 北京: 北京出版社. [中] ND1366.7 .C635 1996 
 

南京博物院藏, 徐湖平, & 劉建平 (2000). 明代山水畫集. 天津: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大 A] ND1043.5 .M559 2000 
 
吕晓, & 宋力 (2006). 钟山烟云. 中国山水画通鉴 ; 27. (第 1 版). 上海市: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中] ND1366.7 .Z47 2006 v.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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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洛 (2006). 入缵大统. 中国山水画通鉴 ; 26. (第 1 版). 上海市: 上海书画出版

社. [中] ND1366.7 .Z47 2006 v. 26 
 
吳墨林 (1995). 吳墨林畫集 = Selected works of Wu-Molin. 北京: 榮寶齋出版

社. 中 945.871 2664, 10238914 
 

吳歷, & 鄭威 (1996). 吳歷畫集, 淸六家畫叢.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 ND1049.W785 A4 1996, 20157581 
 

吴言 (2006). 大朴不雕. 中国山水画通鉴 ; 33. (第 1 版). 上海市: 上海书画出版

社. [中] ND1366.7 .Z47 2006 v. 33 
 

吴非 (2006). 绍往开来. 中国山水画通鉴 ; 32. (第 1 版). 上海市: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中] ND1366.7 .Z47 2006 v. 32 
 

吴養木, & 蕭平 (1984). 山水畫傳統技法解析 : 山水畫傳統技法二十種. (第 1 版). [南京市]: 江蘇美術出

版社 :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中] ND1366.7 .W828 1984, Chinamaxx Digital Library,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唐志契, & 王伯敏 (1985). 繪事微言. 中國美術論著叢刊.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

社. [X 中] ND1366.7 .T36 1985, 30038029 
 

唐雲 (1979). 革命紀念地寫生選 (第 1 版).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大] ND1049.T2928 A4 1979 
 
單國強 (1997). 金陵諸家繪畫.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10 =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 10. 香港: 商務印書

館. [大 A] N7342 .G84 v.10 
 

單國霖 (1998). 弘仁. 中國巨匠美術叢書.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中] ND1049.H87 S36 1998 
 

單曉丹, 單曉虹, & 單曉彤 (1995). 單劍鋒其人其畫 (第 1 版). [廣州市]: 嶺南美術出版社. [特藏] 065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1989). 冬景山水畫特展圖錄. 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大 A] ND1460.W55 T86 1989, [藝術] 004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 靑綠山水畫特展 (1995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5). 靑綠山水畫特展圖錄. 

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大 A] ND1366.7 .C45 1995 
 
大藏文化書業有限公司. 編輯群. (1985). 中國山水畫的畫法. 美術叢書 ; 3. (初版). 台中市: 大藏文化書業

有限公司. [中] ND1366.7 .C54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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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風--广东中青年山水画家邀请展(2007:广州市.中国), &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2007). 太行風--广东中青年山水画家邀请展. (第 1 版). 香港: 中国艺术出版社. 

[大 A] ND1366.76 .T35 2007 
 

姚震西, & 白桦 (2000). 中国著名山水画家联展 : 錦绣中华万里行, 桂林篇.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美朮出版社. [中] ND1366.76 .Z46 2000 
 

孫克綱 (1996). 孫克綱 : 山水. 中國現代名家畫譜.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X 中] ND1049.S862 S85 1995, 30037861 
 
孫克綱 (1998). 孫克綱. 中國美術家作品叢書.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X 中] ND1049.S773 A4 1998, 30037858,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孫恩同 (1993). 中國山水畫敎程. (第 1 版). 瀋陽: 遼寧美術出版社. [中] ND1366.7 .S946 1993 
 

孫日曉 (1999). 孫日曉畫集 = Sun Rixiao's landscape paintings. 香港: 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  

大 A 945.871 1266-12, 40000930 
 

孫雲臺 (1994). 孫雲臺油畫選 = Selected oil paintings of Suan Yuntai. 香港: 田園畫廊. 中 949.22 121 
 

居廉 (1983). Early masters of the Lingnan school = 嶺南派早期名家作品. 香

港: 市政局. [中] ND1046.G8 L566 1983 
 

崔惠娥 (1998). 一超直入如來地 : 董其昌「山水畫南北分宗說」評析. [澳門]: 

澳門大學出版中心. [中] N7349.D66 C85 1998 
 

弘仁 (1997). 弘仁畫集.  中國歷代大師名作叢書. [南京]: 江蘇美術出版社.  

[中] ND1049.H88 A4 1997, 20157546  
 

弘仁, & 王孟龍 (1999). 新安畫派名作選. 漸江. 藝苑珍賞. [合肥]: 安徽美術出

版社. X 中 945.71 122-12, 30185640 
 

张強 (2005). 中国山水画学. 中国画学丛书 = Books on Chinese painting theory. (第 1 版). 郑州市: 河南

美朮出版社. [中] ND1366.7 .Z435 2005 
 

张捷 (2006). 张捷. 中国画名家画库. 山水卷 ; 第 1 辑. (第 1 版).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中] ND1049.Z4387 A4 2006 
 

張大千 (1968). 長江萬里圖 = The great Yangtzu River. 台北市: 東方學會.  

[山] ND1049.C4523 C45 1968,  [藝術] 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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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 ([19--?]). 明張君度蘇臺十景册. 上海: 有正書局發行.  

[大 A] ND1049.Z417 A4 1900z, 40001211 
 
張寶 (1819). 泛槎圖全集 (點石齋石印本). 上海: 點石齋, 序(淸)嘉慶 24 (1819). 

杜 428.4 432  v.1-v.4 
 

張崇棣 (1997). 張崇棣山水畫選. [香港]: 世界華人藝術出版社.  

中 945.81 112-1, 10238787 
 

張建陽, & 浙江省美術家協會 (2000). 中國美術家. 張建陽 = Artists of China. 

Zhang Jian-Yang album of paintings. 上海: 上海三聯出版社.  

中 945.871 1117-1 
 

張志民, & 譚逸冰 (2001). 中國山水畫構圖硏究. (第 1 版). 濟南: 山東美術出版社. [中] ND1366.7 .Z436 
2001,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張曉凌, 周林秀, & 武曉虹 (1995). 明代山水畫風. 中國古代繪畫大師畫風系列. 重慶: 重慶出版社.  

[中] ND1366.715 .M56 1995 
 

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1998:中国美术馆), 张仃, 詹建俊, 中国油画学会, &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1998). 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作品集. 98 中国国际美

术年. [南宁]: 廣西美术出版社. [大 A] ND1045 .T343 1998, 40000301 
 

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第 2 届), 中国油画学会, 中国画研究院, & 李可染

艺朮基金会 (2005). 中国山水画 : 自然与人 : 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

展作品集 : 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作品集. (第 1 版). 南宁市: 广西美术出

版社. [大 A] ND1366.76 .D36 2005 
 

彭莱 (2006). 界画楼阁. 中国山水画通鉴 ; 11. (第 1 版).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中] ND1366.7 .Z47 2006 v. 11 
 
徐善, & 魏鎮 (1998). 魏紫熙山水畫技法解析. 中國畫名家技法解析叢書. [南京]: 江蘇美術出版社.  

[中] ND1049.W372 H77 1998, SuperStar Digital Library 
 

徐坚 (2005). 中国当代油画家风景写生画集. 徐坚 = The landscape works of China contemporary oil 

painter, Xu Jian. (第 1 版). 天津市: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 ND1049.X822 A4 2005 
 

徐英槐 (2003). 中國山水畫史略 (第 1 版).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中] ND1366.7 .X828 2003 
 
徐金堤 (1993). 中國山水畫史錄. 濟南: 齊魯書社. 中 946.11 288, 1020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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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悟 (1997). 懶悟山水畫册. 新安畫派畫家叢書. . [合肥]: 安徽美術出版社.  

[大 A] ND1049.L32 A4 1997,  40000352  
 
戴繼志 (1989). 彩墨下的香港 : 戴繼志畫輯 = Hong Kong in ink and colours : 

a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by Dai Kai Chee. [香港: 香港中南圖書出版社].  

[山] DS796.H743 D35 1989 
 

招務超, & 廖煒良 (1996). 招務超新作集 = The new paintings of Zhao 

Wuchao. 香港: 雲峰畫苑. 大 A 945.871 571-1 
 
文徵明 (1911). 文衡山山水花鳥册. 神州國光集外名品. 上海: 神州國光社.  

大 945.61 04-13 
 

方济众 (1984). 陕西風光國畫選. (第 1 版). 西安: 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 山西省新華書店发行.  

[大 A] ND1366.76 .S43 1984, 40000404, 40000405 
 

方济众 (1986). 百石谱. (第 1 版). 天津: 天津人民美術人民美術出版社 :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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