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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黃賓虹（1865-1955）為二十世紀中國重要的藝術家，其繪畫成

就早已受到肯定與注意。但是黃賓虹在古璽印學研究方面的貢獻，以

及運用古文字創作的書蹟，相對之下較少受到注意。 

民國時期的古璽印學，由於相關文物大量出土與流通，印學資

料大量整理出版與傳播，以及印學社團蓬勃活動等等因素，使古璽印

學的領域，開啟了新的觀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從而獲得空前的進展，

奠立了古璽印學的研究基礎。當時的學者專家運用古璽印學考證經史

文獻，一方面繼承傳統漢學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援引考古新發現的

成果，注入科學實證的精神，與古文字學的整體發展有密切關係，因

而有別於傳統金石學研究，對於古文字學研究，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研

究成果。 

從黃賓虹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稿顯示，黃賓虹除了畫學、書學的

著作相當宏富之外，在金石、篆刻方面，尤其是關於古璽印學，也有

大量著作，可見黃賓虹本人對於古璽印學的重視。黃賓虹一生致力於

古璽印之收藏，不僅收藏可觀，並曾據其所藏印，製作多種版本的印

譜流傳，對古璽印文字詳加考證。由於研究古璽印，黃賓虹不斷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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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學方面的新知，並樂以古文字作為書法創作的素材。因此古璽

印學、古文字學與古文書法之產生，有若干程度的因果關係。同時，

清末民初以來，書家對古文字的認識與時並進，古文字書法隨著學術

研究而發展，是清末民初書法的一個重要的現象。黃賓虹以古文字作

為書法創作的素材，不是單一的個案，而是從清末民初書法史的脈絡

中產生的。而過去以此種角度認識黃賓虹的研究，都是零星而簡短

的。因此本文將嘗試以此方向去了解黃賓虹的藝術。 

事實上，探討黃賓虹的藝術觀，無論是研究他創作藝術的心理

背景，或是研究他對藝術價值的追求，或是研究他建立藝術理論的內

在思路，都不能完全忽略黃賓虹對於古璽印學、古文字學與古文字書

法投注長期的心力。從心理背景來看，黃賓虹所處的時代環境，面對

著列強侵略、亡國滅種、西風東漸、古物外流、文化失墜的危機，其

時不論是投入漢學、古學，乃至於收藏研究出土古物，背後都蘊涵著

深刻的文化意義，表現的是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古璽印學、古文字

學，已超越傳統金石學、傳統小學，是當時新興的學科，是可以啟發

新思維的研究領域。黃賓虹在西方觀念滲透入中國語言、文字、藝術、

文化的環境下，不專以引進西學、西畫的觀念來創新，卻選擇研究古

璽印學、古文字學，採取以古為新的途徑，展露了他在藝術價值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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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黃賓虹又認為古璽印學可謂「斯技雖小，至道所存」1，因此

他藉著古璽印學、古文字學，追溯中國文化根源與中國人文精神。因

此欲研究黃賓虹建立藝術理論的內在思路，除了過去已累積了大量有

關黃賓虹繪畫的研究之外，也有必要再深入了解黃賓虹對古璽印方面

的努力和古文字書法的創作。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主要是想透過對於文獻和書蹟的綜合分析，達

到以下目的： 

（一） 期能透過對於黃賓虹的個人社團活動與編輯寫作，觀察黃賓

虹在時代思想影響下的理念發展，以及與近現代中國發生的

學術思想風潮的聯繫，提供另一種有別於學術史主流人物的

思想典型，俾有助美術史與思想史的參照。 

（二） 藉由對於黃賓虹印譜的分析，探究其收藏古璽印的研究歷

程，了解其古璽印收藏與考釋的發展演變。並了解清末民初

古文字學的發展，對於黃賓虹的觀念和研究方法的影響，並

分析古文字學對於其書法，及其整體藝術觀的影響。 

（三） 期能經由對於黃賓虹研究文字、書法、古璽印的認識，探究

黃賓虹如何統合文字研究、壐印篆刻、書法、繪畫，進行藝

                                                 
1 引自〈濱虹草堂藏古鉨印序〉，《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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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觀念的思考與發展，俾能對於黃賓虹的藝術理論有全面的

認識。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處理資料方式主要是以歸納分析、比較研究為主。歸納

分析法之運用，以黃賓虹年表時間縱軸為經，對黃賓虹遺留的詩文、

書畫論、印論、書信等文獻，以及印譜、書蹟等資料作歸納分析，了

解其在寫作與創作中流露的觀念。 

至於比較研究法主要運用於三方面，第一，在研究黃賓虹內在

思路的部份，將分析黃賓虹與民初學術史論辨議題有關聯之處。清末

民初，黃賓虹以金石研究者、畫論著作者、美術編輯、書畫家、印人

聞名，本文將藉黃賓虹與學術界主導議題的人物之間之比較，了解民

初美術史與學術史相關聯的情況。 

第二個方面是討論黃賓虹印譜時，將比較清末民初古文字學的

研究焦點，與黃賓虹印譜體例的演進。在涉及傳統小學與金石學、古

文字學研究的比較時，將分析黃賓虹在印譜、印論表達的意見與其他

學者觀念之異同。 

第三個方面是在書法風格的分析上，除了進行縱向的，有關歷

史演變的比較之外。也進行橫向的，即書蹟與社會條件、文物出土狀

況的比對。以古文字書法而言，則書家對於古文字的了解、對於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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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器物刻銘或墨迹的運用，對於相關藝術領域例如繪畫、古璽印、篆

刻的造詣修養，都是需要進行比較分析的部份。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題目有關第參章「古璽印」的範圍，為考慮黃賓虹所處

之時代脈絡，有關黃賓虹所藏印譜中所包括的秦漢印、肖形印，都將

列入論文之討論範圍。除分析黃賓虹之古璽印印譜，古璽印論、古璽

印考釋，將視討論需要而涉及甲骨、金文、封泥、陶文等相關古文字

學研究。至於本論文描述當時金石學、文字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的

部分，以黃賓虹生存年代為主，主旨在呈現黃賓虹古璽印學著作產生

的研究觀念與思想脈絡，並非研究主軸。 

第參章論及的「古文」，由於清末民初學者對戰國文字的認識還

在發展階段，「孔壁古文」、「說文古文」、「石經古文」、「傳抄古文」、

「六國古文」各有所指，而皆謂「古文」，為示區別將適當加上說明。  

有關論及「古文字」，雖然今天有的文字學者認為簡帛文字字形

還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點，跟後來成熟的隸書有明顯區別，有人主張

把秦和西漢早期的隸書也看作古文字，這些意見是把古文字相對於隸

書、楷書等今文字而言，指隸書成熟前的文字。而本文所討論的清末

民初時代，談古文字多半指先秦以前的文字。因此本文出現「古文字」

一詞係指狹義的「古文字」，即先秦以前的文字。 



 6

另本文第肆章第四節所討論的「草篆」書法，其一是討論明代

書家趙宦光創「草篆」風格以來，書家稱類近此種風格所作篆體為「草

篆」。其二是出土器物與簡帛之草篆，此為古文字，本文討論範圍以

黃賓虹生存年代可見之拓本與簡帛為主。 

四、前人文獻探討 

經蒐集黃賓虹相關之研究資料發現，有關黃賓虹生平與文稿之整

理，前人已完成了基礎的工作，但關於古璽印學方面的研究專論甚少。 

在黃賓虹年譜之建立方面，裘柱常《黃賓虹傳記年譜合編》、汪

改廬《黃賓虹先生年譜初稿》、趙志鈞《畫家黃賓虹年譜》已先後出

版。 

在金石篆刻文稿著作整理部分 ，趙志鈞編《黃賓虹金石篆印叢

編》於一九九八年出版。一九九九年盧輔聖、曹錦炎主編之《黃賓虹

文集》全套共六冊 ，分書畫編、譯述編、鑒藏編、題跋編、詩詞編、

金石編、雜著編、書信編等，金石編中收有金石篆刻著作六十餘篇。 

在印譜方面，根據一九九八年趙志鈞《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轉

錄王貴忱一九九二年〈記黃賓虹鈐贈高奇峰的集古印譜〉一文研究，

王先生認為黃賓虹印譜版本之多與數量之大，於民初可稱一時無出其

右，曾見於著錄中的有《賓虹藏印》、《濱虹草堂印譜》、《濱虹集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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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濱虹草堂藏古璽印》、《濱虹草堂藏古璽印續集》幾種。另神州

國光社於一九三○年出版黃賓虹《陶鉨文字合證》一書。 

一九五八年吳樸堂編《賓虹草堂璽印釋文》，一九八三年王伯敏

《古肖形印臆釋》收有黃賓虹所藏肖形印多方。一九九二年曹錦炎編

有《黃賓虹古璽印釋文選》。負責保管與整理研究黃賓虹遺物與遺稿

之浙江省博物館，於一九九三年曾委由朵雲軒出版原印拓本《黃賓虹

藏古璽印》，拓印古璽印二百方。北京榮寶齋於一九九七年出版于希

寧編《黃賓虹藏秦漢印拾遺》。一九九九年盧輔聖、曹錦炎主編《黃

賓虹文集‧金石編》中，根據一九五○年代吳樸堂《賓虹草堂璽印釋

文》、一九九二年曹錦炎《黃賓虹古璽印釋文選》，修訂成〈濱虹草堂

藏古璽印釋文〉一篇。二○○○年浙江省博物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

館合作出版《中國歷代璽印藝術》一書，其中收錄數量甚多的古璽印

皆為黃賓虹的藏品。 

有關黃賓虹書法，見於一九九四年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之《黃

賓虹書法集》，一九九七年香港翰墨軒出版《黃賓虹草書千字文》，一

九九八年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黃賓虹臨大盂鼎》，一九九九年上海

書畫出版社出版《黃賓虹書法集》。有關黃賓虹的繪畫藝術之研究，「黃

賓虹研究會」曾先後出版過三本論文集，一九八八年山東教育出版之

《墨海青山》，一九八九年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之《墨海煙雲》，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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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年浙江黃賓虹研究會出版之《墨海波濤》。 

雖然有許多學者都注意到黃賓虹書法與金石研究、古璽印、古文

字的關係，但是多半以繪畫作品為具體分析的對象，研究其繪畫者有

些會在某一章節討論黃賓虹書法，例如郭繼生，以下將略述其內容。

此外關於民國書法史的通論著作，例如陳振濂、孫洵、沃興華等，對

於黃賓虹書法作品的風格特色皆有精闢的見解，然篇幅有限。至於專

論黃賓虹書法的單篇論文，有桑火堯、查永玲、梅墨生。至於黃賓虹

印學方面之研究，先後有王貴忱、黃淳、李路工、顧平等。 

（一）、書法方面 

（1）桑火堯 

桑火堯舉出幾件黃賓虹作品為例，主要在概括性的分析黃賓虹的

書法，其討論黃賓虹書法風格主要的一段說： 

他的篆書，由古籀大篆入。早歲得一張西周年間《師寰簋》

拓片，愛不釋手，裝裱成折子，随身攜帶，朝夕臨摹達十年

之久。後又遍臨了《頌簋》、《叔夜鼎》等鐘鼎文字，同時汲

取《虢季子白盤》、《小克盤》等金文秀逸寬博一路風格。因

此，他的篆書，講究盤屈、渾厚、圓健、凝煉、險勁、寬博、

滿紙金石之氣。觀其用筆，則圓轉運行，方圓並用，行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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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有按，有頓有挫，更顯得古樸博大。⋯⋯先生晚年所書

篆字，在結體上則章法更為嚴謹，布局錯落變化，追求他自

己所講的”參差離合，大小斜正，肥瘦長短，循環連續，齊

而不齊，是為內美”之境界，這種所謂的”內美”即是一種

古樸含蓄之美。先生所臨《毛公敦》，有蒼勁、豐潤之致。他

打破原件在結體、用筆上的圓勢，以方型造型，在轉折、收

筆處多用方形、方折形筆觸。在線條及構成中，則往往不經

意為之，在均衡中增加動盪，在整體中增加隨意性，使靜態

美與動態美達到了完美的統一。他的這種極為輕鬆、舒展的

篆體，與同時代的篆書大家吳昌碩筆下那種緊湊、嚴密的大

篆相比，則另有一番韻味，在當時自成營壘，不可多得。其

一九四三年所書《集古籀七言聯》則是以畫理入書法，章法

森然，有一種清俊疏朗之感。結體上秀長婉麗，點畫含蓄古

奇，線條柔中含剛，似沙中藏金。多以中鋒用筆，渾圓內斂，

也常頓挫澀進，似百年枯藤，極富金石味
2
。 

由此段可知他強調黃賓虹的「金石味」，認為黃賓虹受到金文的

影響。 

                                                 
2 桑火堯，〈黃賓虹書法藝術研究〉，《書法研究》，1992年第2期，總48期，上海：上海書畫，

1992，頁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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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振濂  

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中將黃賓虹歸入學者書法的範圍中討

論，由於其書法史重視歷史現象的討論分析，對於黃賓虹書法風格著

墨不多。但是對黃賓虹在書法史上的定位和重要性，有獨到的眼光。 

學者書法的崛起是民國書法史最引人感興趣的內容。毫無疑

問，“學者”這個概念在此處不僅僅指一種身分的認定，而

是指一種風格類型的規定；於是它就具備了某些特定的視覺

內涵。
3
 

他（黃賓虹）個人如果作為一個研究中心，可以連接書法創

作、社團、出版、教育等各個（幾乎是全社會的）書法史內

容；但一旦這些方面做分章敘述，他的位置便很難妥當。創

作注重書家個人，他有較高程度但不是獨領風騷者；活動注

重事實現象，又很難專指某個個人。因此，黃賓虹足稱是近

代書法史的樞紐，但我們卻無法對它作一完整的觀照。
4
 

（3）查永玲5 

查永玲在所作的單篇論文〈黃賓虹書法的風格和形成〉中，將黃

                                                 
3 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鄭州市：河南美術出版社，1996，頁163。 
4 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鄭州市：河南美術出版社，1996，頁188。 
5 〈黃賓虹書法的風格和形成〉，《東方博物》，杭州大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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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虹與吳昌碩加以比較： 

如果說，近代吳昌碩以石鼓為本，產生了風起雲湧，氣勢磅

礡的書法。那麼，同樣追溯到金石彝器的黃賓虹，產生的卻

是另一種含而不露、剛而不悍的風格，因為畢竟他们兩人所

處的時代不同。⋯⋯吳昌碩是更多的吸取了石鼓的古樸和渾

厚，而黃賓虹卻是吸取了金文的內斂和剛勁  

在風格來源上比較特別的是她提到秦漢貨布與簡牘。又認為黃賓

虹的中鋒用筆使其結字具有內斂的特色。 

破析黃賓虹的書法結體用筆，從秦漢貨布、簡牘入手，吸取

金文的剛勁內斂和漢碑的古樸，他的用筆，不論什麼書體，

筆筆中鋒，很少使用側鋒。⋯⋯由於他多運用的是中鋒，中

鋒不宜舒展，因此在字的結構、間架上，舒展的少，內斂的

多，字體也不大。 

談黃賓虹之用墨，她引用黃賓虹寫給傅雷的信，來分析黃賓虹用

墨之興會淋漓之感，黃賓虹對傅雷說： 

觀宋元明人法書，如趙子昂、文徵明，至於王鐸、石濤，其

字跡真偽至易辨。真者用濃墨，下筆時必含水，含水乃潤乃

清。王鐸之書、石濤之畫，動落筆似墨瀋，甚至筆未下而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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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滴紙上，此謂興會淋漓，才與工匠描摹不同，有天趣，覺

是在此。而不知者視為墨水調和，以為不工，非不能工，不

屑工也，考試翰院之書非不工，只有外面停勻，全是作成，

失于自然。 

因此查永玲認為黃賓虹尤其欣賞王鐸、石濤的這種用墨方法。她

認為黃賓虹的題畫字款，”常用繪畫的漬墨、濃墨、宿墨、枯墨。筆

未下紙，而墨已滴在紙上。任其隨意化開，但墨中留下筆痕，達到蒼

潤淋漓的效果”。所以查永玲注意到的是黃賓虹書法中繪畫性的用墨

效果。 

（4）孫洵 

孫洵在一九九八年《民國書法史》中將黃賓虹歸入「碑帖交融」

的書家。論其風格則說： 

廣採博收、品位甚高。所學自鐘鼎、北碑至唐宋元明清諸名

家，無不涉獵。其書意象高古，氣清意厚，端莊中富含流動

之感。6 

（5）梅墨生7 

                                                 
6  孫洵，《民國書法史》，南京：江蘇教育，1998，頁230。 
7 梅墨生，《現代書畫家批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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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墨生從「自然美」的角度分析黃賓虹筆勢筆法之「合度」。 

（黃賓虹）作品的”高品位”，來自於先生的畢生修養與勤

奮創造，來自於先生的見識與才能，來自於先生的崇尚與追

求”內美”___”自然美”。 

他認為黃賓虹追求之「道」和傳統書家並無二致，但黃賓虹能真

正擺脫人工的表現，執著於化境的追求。 

傳統型的所有書家幾無例外地嚮往著這種”大美不雕”的境

界。遺憾的是許多作者在實踐中總要作出種種”表現”，要

人工的美。 

梅墨生將黃賓虹書藝分成兩期：早期未能擺脫清末民初碑學觀

念，從顏真卿《爭座位帖》中領會行草書意；晚期書法醇雅古樸、平

和簡淨，是心儀三代古文字的結果。他認為黃賓虹”淡化”處理線條： 

所書大章法樸茂密麗，而局部處理虛淡清和。黃書的”書”

是”還其本來”___字的本身結構美，點線的原始自然狀態。 

他認為黃賓虹雖然是一個造型藝術的大家，但不追求”新理異

態”，不”矜毫使氣”，而是自然而然。他又說，黃賓虹書法用”減法”，

卻有雋永韻味，因為他的平淡乃是經過錘煉的藝術。 



 14

（6）沃興華 

沃興華的中國書法史屬通史性質，對黃賓虹的風格僅簡單扼要的

提示： 

中鋒行筆，線條圓渾，不著鋒棱，充份利用筆毫的彈性，變

起伏於鋒杪。結體縱向舒展，頎長秀逸，寄婀娜於剛健。
8
 

（7）郭繼生9 

此著作以研究黃賓虹晚年繪畫作品為主，只在第一章引論部

份，對於黃賓虹書法進行綜合分析。有關黃賓虹各類書體，皆以黃賓

虹臨書的書跡作為分析的材料，探討黃賓虹書法的風格取向。首先他

認為清末出現的新書體，以甲骨文為代表。黃賓虹雖然沒有書寫甲骨

文的作品，但是對於羅振玉等人的甲骨文書藝，必然有認識。 

在篆書方面，石鼓文以吳昌碩為代表、小篆以章太炎為代表。

他指出黃賓虹和吳昌碩、章太炎取資不同。黃賓虹取法大盂鼎、師寰

簋、古璽印，他認為黃賓虹臨大盂鼎，和吳昌碩一樣，是以能表現個

性的方式去重新詮釋傳統。黃賓虹的作品主要以中鋒筆法，有力度、

有錯落之致、有繪畫性。 

                                                 
8 沃興華，《插圖本中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2001，頁100。 
9 Jason C. Kuo, Transforming Trad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Huang Pin-hung’sLate 

Work.Taipei：Chen Shang Publishing House, 2002 , pp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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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隸書方面，由於二十世紀初史坦因發掘漢簡，漢簡墨

跡具有表現性，在書體上反映了篆書向隸書演變的過程，是漢隸的先

聲。黃賓虹臨漢簡表示他對此種表現性墨迹有興趣。 

在楷行草方面，他指出黃賓虹喜歡臨鄭文公碑，此碑為圓筆。

黃賓虹亦欣賞何紹基懸空迴腕作書，通身力到，表現了圓活之力。相

對於趙孟頫之妍巧書風，黃賓虹体現了金石書家書法之樸實。 

從以上各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有些研究者側重於黃賓虹作為金

石派書家的一面，有些強調黃賓虹是碑帖並參，有些側重於黃賓虹書

法的學者內涵，有些注意黃賓虹畫家身份，強調其書法的繪畫性。 

（二）、印學方面 

（1）一九九二年王貴忱作〈記黃賓虹鈐贈高奇峰的集古印譜〉10一文。

以黃賓虹鈐贈高奇峰兩部印譜為主要敘述對象。在印譜方面，認為黃

賓虹印譜版本之多與數量之大、傳播之廣，在清末民初可稱一時無出

其右者，黃賓虹印譜曾見於著錄中的有《賓虹藏印》、《濱虹草堂印

譜》、《濱虹集古印存》、《濱虹草堂藏古璽印》、《濱虹草堂藏古璽印續

集》幾種。在篆刻方面，王貴忱認為黃賓虹自刻印以筆法入印，配字

工穩古拙，線條遒韌清剛。 

                                                 
10 趙志鈞，《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 頁30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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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九三年黃惇作〈黃賓虹先生印事〉11
一文，分四節記述黃賓

虹生平與印事相關的部份，章節分為一、治印與印作流傳；二、藏印

與集古印譜；三、印學研究；四、結社與印人交遊。文中黃惇將黃賓

虹自刻印的風格，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古璽，第二類為仿漢，第三類

仿浙派法。  

（3）李路平、顧工於一九九九年發表〈黃賓虹印學初探〉12
一文，分

三節敘述黃賓虹印學：一、長期的篆刻實踐，二、搜集古印，刊行印

譜，三、以崇古為特徵的印學觀。此文談黃賓虹之篆刻，並認為黃賓

虹治印之得失在於”他對前人印章的學習，著重於精神氣韻的一面，

以印學史的角度來把握篆刻藝術，而于具體的技巧，只停留在字法、

章法的淺層表面，漠視用刀，因而造成線條的不夠凝練，線形不夠豐

富”。對於黃賓虹印學，此文認為黃賓虹印論的重點，偏於印章史學

和古文字學，亦即偏於學術的方面，而於藝術性言之甚少。又認為黃

賓虹受揚州學派「以經證史」治學方法的影響，故「以印證經、以印

證史」，但是這個部分並沒有進一步說明。 

                                                 
11 趙志鈞，《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頁312-321。 
12 《西泠印社國際印學研討會》，杭州：西泠印社九十五週年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1999。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範圍
	四、前人文獻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