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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黃賓虹的時代背景 

一、家學淵源 

黃賓虹原籍安徽歙縣潭渡村，生於浙江金華，初名懋質，一名

元吉，後改名質，字樸存，又作樸丞、樸人，初號濱虹、亦作賓虹、

賓谼、冰鴻。 

有關黃賓虹的家學淵源，黃賓虹自己曾經寫過數篇自傳，其中

提到家學、師承者有幾篇。一九三九年自傳「予向聲明」中，他提到

黃氏一族對他影響較大的黃生（白山）、黃承吉（春谷）。 

幼齡以先人避洪楊亂，隨侍浙東，習聞金華諸儒理學。弱歲

應試返歙，讀鄉先生江、戴遺書，又族祖白山公《字詁》、《義

府》、春谷公《夢陔堂文說》、《經說》，因喜治經。1 

一九五三年的自傳「九十雜述」，提到譚仲修、汪中、洪亮吉、

黃生、黃曰璐（確夫）對他的影響。也提到他和顏李實學、以及注重

經世的漢學家之間的思想聯繫。 

應紫陽、問政諸書院課。受知於浙杭譚仲修山長，從鄉父老

游，知汪容甫（汪中）《述學》、洪北江（洪亮吉）更生齋諸

                                                 
1《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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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學為騈儷，並金石書畫譜錄。
2
 

戊子遊金陵，知甘叟元煥、楊叟長年，及儀徵劉氏諸學長，

知有東漢、西漢之學。游維楊，知有族祖白山公生《字詁》、

《義府》，確夫公《廣陽雜記》，為顏李之學，旁及繪畫，於

黃山諸家尤篤好之。晤楊仁山居士，窺佛學及輿地之學。3 

在黃賓虹的遺稿中還有兩份殘稿，均未明確繫年，但其一黃賓

虹提出族中五位對他影響最大的人，即先前在其它自傳經常提起的黃

生、黃承吉、黃曰璐，以及黃呂（鳳六）和黃崇惺。 

另一份殘稿則是在年譜的片斷中，見到黃賓虹歷數其經師的師

承，包括卲賦清、程健行、趙經田、應芹生、李泳棠、李灼先、黃芸

閣等。 

除了黃賓虹的自傳之外，黃賓虹於一九二六年為其師汪仲伊所

作的《汪仲伊先生小傳》也提供了線索，可以找出黃賓虹在思想上與

汪仲伊的關係。 

以下就要針對黃生、黃承吉、黃曰璐，以及洪亮吉、汪中、汪

仲伊等人，來探討黃賓虹與樸學考據、經世實學的關係。 

                                                 
2〈九十雜述之一〉，《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570。  
3 〈九十雜述之一〉，《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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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學考據 

黃賓虹祖上的黃生，明亡後隱居在家，著書探究古人造字的本

原，致力於文字聲義相因的研究。實與顧炎武等清初考據學家遙相呼

應。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提到黃生所著《字詁》、《義府》

二書，是徽人治聲音小學之先啟。 

黃生扶孟，亦歙人，明諸生，入清不仕，著《字詁》、《義府》

兩書，闡明文字聲義之相因，是徽人治聲音小學之先啟也
4
。 

黃生與明遺民往來密切，其詩文集在清初多因列為禁書被消毀

散逸，只有《字詁》、《義府》二書，因為戴震耳聞其名，經訪求後才

保留下來，後來輯入《四庫全書》。嘉道年間黃氏族中有黃承吉，也

治小學， 曾經重校黃生二書，合在一起刊行，以免二書相離。《四庫

全書提要》對黃生二書的摘要是： 

於六書多所發明，每字皆有新義，而根據博奧，與穿鑿者有

殊。蓋生致力漢學，而於六書訓詁尤為專長，故不同明人之

勦說。《義府》二卷，上卷論經，下卷論子史集，附以金石，

又有所注《冥通記》，以異教之言綴於末焉。小學訓詁，研究

                                                 
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台灣商務，1995，頁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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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深，論其精核，不在方以智《通雅》之下
5
。 

由黃生的著作，可以知道他對於小學、金石學、方言都有研究。

因此在語言文字方面是一位博學、有新見解的學者。嘉道年間，潭渡

黃族又有一小學學者黃承吉，黃承吉治學頗承黃生對文字音義的看

法，黃賓虹的友人許承堯編《歙故》，提到黃承吉說： 

（黃）承吉于聲學，別有見地。嘗謂古者文字之源，主聲音

而不主形跡。
6
 

黃承吉與當時的考據學者焦循等常一同研究經義。黃賓虹記黃

承吉的生平說：”籍江都學生員，與同郡焦里堂循、李濱石鍾泗、江

鄭堂藩諸先生友善，日以經義相切磨，當時有江、焦、黃、李四友之

目
7
”，黃承吉著有《夢陔堂文集》，其中有〈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

其因聲求義的方法也是受到黃生的影響。 

黃生與黃承吉的學問，影響黃賓虹對於小學聲義研究的興趣，後

來黃賓虹研究古璽印文字，在考釋方面，因為有聲音小學的基礎，對

於古文字的解釋，常能從古音之中去探究意義，這和黃生、黃承吉的

典範，應該是有直接關係的。黃賓虹屢次在自傳中提起二人學問，也

                                                 
5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44。 
6  許承堯撰，《歙事閑譚》，合肥：黃山書社，2001，頁112。 
7〈歙潭渡黃氏先德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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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強調自己文字學的根基，是淵源自二人。清末民初，語言文字由文

言文向白話文發展，標音方面由傳統反切向西方拼音的方向發展，無

非是受到西方拼音文字的啟示所起，在變遷的過程中，中國的語言文

字似乎有被取代的可能性，因此黃賓虹在記述黃生、黃承吉事蹟的〈歙

潭渡黃氏先德錄〉一文末段中，一方面表彰先人對漢語研究的貢獻，

一方面感嘆當時語言文字發展的現象說”嗟乎！歐亞互市，世風益

漓。佉盧旁行，國學寖替，於今為烈，來日大難
8
 “，而對於黃族先

人之國學根柢、著述貢獻則充滿愐懷之意。 

黃賓虹畢生結合小學、金石學、文字學的傳統學問，研究當時新

興的古璽印學、古文字學，在語言文字方面，投注相當多的心力，如

果從他的家學淵源來看，則可以說他是繼承了潭渡黃族注重小學的學

術傾向。 

（二）、經世實學 

黃氏族中曾有一位黃曰璐（黃確夫），崇顏李之學，黃賓虹記其

事蹟說： 

確夫公，學尊顏李，譚仲修作師儒表，以顏李、劉繼莊比顧、

                                                 
8〈歙潭渡黃氏先德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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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王，確夫公從劉繼莊游，為輯《廣陽雜記》。
9
 

黃賓虹自傳說：”應紫陽、問政諸書院課。受知於浙杭譚仲修

山長”，可知他曾於紫陽、問政書院讀書，其時譚仲修為書院山長。

譚仲修也很重視顏元、李塨的學說，將顏、李的貢獻比諸清初大儒顧

炎武等，因此在書院薰陶下，黃賓虹對於顏習齋、李恕谷等屬實踐實

用主義的經世思想也很熟悉。所以一方面在考據樸學上，講究實事求

事的治學態度，一方面又有講求實際事功的用世志向。 

此外，對於黃賓虹之經世思想有所啟發的還有戴震、汪中與洪亮

吉等學者。在黃賓虹的故鄉安徽一代，徽歙鄉學多宗江戴，黃賓虹也

說自己” 弱歲應試返歙，讀鄉先生江、戴遺書”，前面提到黃賓虹

族中小學學者黃生的《字詁》、《義府》二書，是因為戴震基於認真訪

求才保留下來，否則早已失傳。戴震一方面對於徽歙小學的源流很了

解，一方面他的思想繼承了清初大儒顧炎武，故其治經尋求義理，能

在乾嘉學術之中，仍然保留著顧炎武明道救世的精神10，黃賓虹循著

徽歙學風先輩的為學濟世之進路，其早年內在思路已和經世思想密不

可分。 

                                                 
9〈歙潭渡黃氏先德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46。 
10 例如戴震重視史地的研究，作《水地記》、校《水經注》、主修《汾州府志》、《汾陽縣志》。主

修《汾州府志》以民生利病為旨歸，關注地理形勢、水利疏通。曾說：「府境雖廣，山川雖繁，

按文而稽，各歸條貫，務求切於民用。」、「政之大體於是乎在，民之利病於是乎在」有經世資治

的精神。見《汾州府志例言》，《戴震全書》之三十六《補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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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汪中與戴震一樣，也推崇顧炎武思想，汪中自道為學之態度

曾說：  

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常推六經之旨以合於

世用，及為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
11
。 

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延革、民

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 

洪亮吉則曾以直諫嘉慶，幾罹死罪，後發配邊疆，旋又赦還，從

此自號更生。黃賓虹很景仰他直言敢諫、光明磊落的人格，而且洪亮

吉是黃賓虹原配洪夫人族中先賢，黃賓虹與洪氏一族還有姻親關係。

洪亮吉一向對民間疾苦非常關心和同情，對於民生問題很有見解，曾

經對於當時十分嚴重的人口問題作了深入研究12，並提出自己的治平

對策，是一個有見地的讀書人。 

此外黃賓虹的老師汪仲伊更是一位兼具兵農禮樂之才的有志之

士。汪仲伊治禮秉江永、戴震之傳；治農則法顏李之學；治兵則研究

曾國藩武略。黃賓虹於一九二六年為汪仲伊作傳，說他， 

尤好兵家言與道家言⋯⋯尤好劍。⋯⋯.言國家將有外禍，非

                                                 
1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台灣商務，1995，頁437。 
12 參見洪亮吉，《卷施閣集》，甲集卷一，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45輯443第一冊，台北縣永和

市：文海出版社，1977。其中「生計篇」、「治平篇」有洪亮吉憂慮當時人口膨脹問題所提出的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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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民以材武，必至滅亡。時在甲午以前蒙蔽之世，聞者多誹

笑之，不悟其為至言也。既歸隱，歷掌紫陽、中江、敬敷諸

講席，所至必提倡尚武。
13
 

與黃賓虹同為國粹學報成員的劉師培，也曾撰有一篇《汪仲伊先

生傳》，對於汪仲伊的經世長才有很詳細的描述：  

（汪仲伊）益好經世之學，討治兵農禮樂諸大端，作《禮樂一

貫錄》。東南亂定，以所作謁湘鄉曾文正公。時文正公督兩江，

延任忠義局編纂。⋯壯喜論兵，輯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武侯八

陣兵法輯略一卷、衛公兵法三卷，附錄一卷，併曰三家兵法。

以曾胡左行軍方略，俱見三公奏疏文集中，輯為三湘兵法。⋯⋯

先生雖治經稽古，然志存濟世，恒欲推經術施之用。以所學禮

樂兵農之實，補濟世變。⋯⋯庚子之夏，衢州變作，徽民蠢迪

思逞。先生不避艱險，募鄉兵得百人，日居僧寺訓練，儼成一

軍。又購浙西桑秧數百株，移植徽歙，迄今邑人收其利。⋯⋯

先生覃研禮經，洞悉樂呂，克秉鄉先生江、戴之傳，若推學於

用，則上法顏李。
14
 

由此可知汪仲伊崇經世之學、上法顏李之學，也受曾國藩用兵濟

                                                 
13〈汪仲伊先生小傳〉，《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500。 
14 劉師培撰，〈汪仲伊先生傳〉，見許承堯撰，《歙事閑譚》，合肥：黃山書社，2001，頁46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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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影響。於是汪仲伊講學多啟發學生經世之志，後來汪仲伊組織團

練、農墾籌餉一類的行動，都讓黃賓虹參與其事。由於汪仲伊的的關

係，黃賓虹曾經以八年時間，投入族田豐碣、仁德莊義田的開墾和義

學的興建。黃賓虹談起這段經歷說：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之春，余以外艱服闋，將遠游，出鳩江，

聞亂作，歸歙中。汪京卿弢廬師講學皖公山，會大憲扎辦團

練，募鄉兵，駐防我村對岸之聖僧庵。大通兵變，黟祁皆告

警，余與鄭搢書文學共襄軍事籌餉尤絀。邑宰許公屢言地方

積穀欠款，負者無以償，日暮急需，計無所出，邑東豐碣，

其尤鉅也。搢書因言豐碣田畝，潭渡黃氏居多數。許公顧余

曰：獨非貴族田乎？子盍理而董之？余將請諸大吏以薦。未

幾，許公諭下。余偕搢書屢循溪流，詣壩，度水勢之高下，

量田畝之肥瘠，協力籌資，因以試辦之牒進。
15
 

黃賓虹墾田成效卓著，證明他也具有經世之才，但最後被人

所忌，只好離開：   

余嘗蜷伏里門， 獨任祀事， 闢已荒義田三百畝， 儲金量材， 

從事興學，旋為忌者所撓，不得已而出走，事亦中輟。16  

                                                 
15〈任耕感言〉，《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76。 
16〈歙潭渡黃氏先德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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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氏一族中，開墾義田者的代有其人，黃賓虹記其事曰： 

我族有義田，最初創於燕翼堂遠祖算之公。譜稱其少時讀宋

人《義田記》，興感於中，過吳瞻拜范文正祠，益奮然欲為其

所為。積四十年，置豐腴田百餘畝，竊附古人賑族之義。曾

建會給之堂，藏粟之廩，後堂易名為影祠，仍呼曰義倉。⋯⋯

清康熙中，以祚、以正兩族祖，業鹺維楊，富甲大江以南，

村中義舉，如改造三元橋，興建壺德祠，修葺黃墩向杲諸祖

墓，德業不可勝述。郎中公履昊，以正公之子也，其所置東

西莊義田，尤嘖嘖人口
17
。 

於是黃賓虹一方面秉持良善的家風從事鄉里建設的實務，一方面

又在精神上遙接顧亭林、劉繼莊等明季大儒的氣節與才學，他對於自

己投入田墾一事，曾說： 

嗚呼！有明末造，顧亭林生於南，劉繼莊生於北，皆為一代

大儒。夫亭林籌畫西北，繼莊籌畫東南，所志所學，當無不

同。而蹤跡互異，余心竊疑之。及讀其書，皆具抱時濟變之

才，主於經世實用，而不徒一代一方之利病，顧以所期遠大，

非一人一時所能成，而人亦無以應之者。乃不得已，著書終

老，又未嘗不心儀其人，哀其志，而嚮慕久之。余生東浙，

                                                 
17 〈任耕感言〉，《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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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髮從師，即知有亭林先生。弱冠旋歙之潭渡村，綜覽家乘，

見族祖確夫公之軼事，著於《廣陽雜志》，而知有劉繼莊先生。

衣食奔走，垂二十年，言歸里門興修豐碣，積劬八載，惟先

賢之義舉，不克紹述是懼。
18
 

顧亭林先生為一代大儒⋯⋯先生既負用世之略，所至每小試

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即饒足。⋯⋯中華自古以

農立國，故經世有用之才，莫不端本於力檣。今者國家貧瘠

極矣，生計不足，方虞人滿，然而土田廢棄，荒蕪不修。人

人且共希於非份之求而不為怪，患難日迫，不又大可危乎。
19
 

在光緒年間，黃賓虹在經世思想和實務的投入，使他跳脫了傳統

文人應舉求仕的道路，成為一個積極關心時局、甚至投入反滿行動的

義士，辛亥之前，他又在任教新安中學期間，與許承堯等人組織「黃

社」，明為研究黃宗羲學問，暗中從事革命宣傳，之後赴上海，與鄧

實、黃節等人辦《國粹學報》，亦是在宣傳革命。 

三、明遺民思想 

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反滿立場和經世之志，其實是一體

兩面，對於黃賓虹有相當深刻的影響。晚明時宦官敗壞朝政，東林、

                                                 
18〈任耕感言〉，《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89。 
19 〈零縑斷褚〉，《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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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社名士，積極投入當時反對閹黨的政治鬥爭，但是終究不能阻止明

朝的敗亡。清兵入關後，黃宗羲、顧炎武等東林、復社文士，曾經奮

勇抗清，因為勢不可為，才歸於潛心研究著述。此外還有許多明遺民

文士，在明末主張積極經世、明亡後積極反清，歸隱避禍時，則於學

術、藝術上復興古學20、啟發後人。明遺民對於處於晚清亂世，不滿

異族統治的黃賓虹，不但在政治上有所啟發，在藝術上影響亦深。 

黃氏一族中不乏有明遺民之風者，黃賓虹均曾記於《歙潭渡黃

氏先德錄》之中，例如 

義烈先生，順治乙酉，張總鎮兵下令改服，不肯薙髮。
21 

明邦，字君亮，以丹青雕鏤自給，清兵下令改服，不肯薙髮，

自斷其喉而卒，里人私謚之曰義烈先生。22 

白山公（黃生），以諸生高尚不仕，⋯⋯與龔賢、屈大均交。⋯⋯

山居不出者三十年，一意著作。⋯⋯惟以屈翁山、周崑來諸

賢，交誼往還，幾罹禍患
23
。 

前面已經提過的黃生明亡後不仕於清，歸隱山林，當時他與著名

                                                 
20 復社發起人張溥曾說復社之名的由來，是為了「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

用，因名曰復社。」，參見陳鼓應等，《明清實學思想史》，濟南：齊魯書社，1989，頁871-886。 
21
〈歙潭渡黃氏先德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38。 

22 〈黃山畫苑論略- 歙西黃氏諸畫士〉，《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332。 
23〈歙潭渡黃氏先德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42-44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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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民畫家龔賢、遺民詩人屈大均交往密切。而義烈先生則是黃氏族

中的一位畫人黃明邦。 

在藝術上，黃賓虹畢生都致力於搜集整理徽浙一帶明遺民書畫家

的資料。對於明遺民的品格、筆墨、逸氣與金石氣都很景仰。漸江、

程邃這些重要的畫家、篆刻家，尤其影響黃賓虹的藝術觀念。黃賓虹

曾整理的明遺民傳記有：一九○九年〈梅花古衲傳〉、一九一三年〈冰

谼雜錄〉、一九三五年〈新安派論略〉、一九四○年〈漸江大師事蹟佚

聞〉、一九三九年〈黃山丹青志〉、一九四○年〈石谿石濤畫說〉、一

九四三年〈垢道人佚事〉，一九二六年〈黃山畫苑論略〉，另有〈新安

畫派源流及其特徵〉，〈歙黃山支流二溪南之人物〉等。藝術上黃賓虹

標舉明遺民之取境高潔，多寄寓孤臣孽子之感慨。 

明季俶擾，滄桑變易，黍離麥秀之感，孤臣畸士，思托零縑

片楮，抒寫幽思，故取境益高，造詣益進。
24
 

有明鼎革，士夫崇尚氣節，修明道德，不汲汲於功利，隱遯

林泉，招集儔侶，嘗以詩文書畫自娛。甚或離群索居，形影

相吊，不為世屈。時遠年湮，當代薦紳，無有能稱述之者，

僅稍稍見於山人墨客之遺集，其藝事弗可深攷，為可深惜
25
。 

                                                 
24 〈黃山畫苑論略〉，《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22。 
25 〈冰谼雜錄〉，，《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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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談到程邃之筆墨，他說： 

（程邃）嘗從漳浦黃道周、清江楊廷麟遊，所談論皆國家急

要。名公卿多折節之⋯時當明社既屋，淚灑新亭，其有難言

之隱，於筆墨中猶或見之，今觀其畫，沉鬱荒涼，澀老生辣

之味，俱從身世感慨中而出，耿耿非可磨滅，安得不重為之

寶貴？
26 

黃賓虹感嘆明遺民藝術不為世所重，因此平生一直不斷的蒐藏

明遺民書畫與藏印。一方面是保存明遺民的精神，一方面是學習明遺

民的藝術格調。明遺民對於金石學的研究，也啟發了黃賓虹對金石方

面的興趣。例如黃生的《義府》卷下附有趙明誠〈金石錄〉、洪適〈隸

釋〉等篇，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

開清代金石研究的風氣。在璽印篆刻方面，程邃、巴慰祖等徽派印人，

多能取資金石，以古璽、漢印入印，都對黃賓虹藝術觀念的啟發有深

刻的影響。 

從樸學、顏李之學、明遺民思想等方面來看，雖然黃賓虹早年

亦參加科舉求取功名，但是他的思想中隱含有反滿的傾向，因此其

「士」的理想性格，遠超過一般人汲汲干祿的心態。同時他受到先人

典範的影響，有經世則立功，隱於世則潛心著述以立言的傾向。 

                                                 
26〈黃山畫苑論略〉，《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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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賓虹與清末民初學術 

在「黃賓虹家學淵源」一節已經將其家學、師承與徽浙學風、

樸學、實學、經世之學、遺民思想大致說明，主要在呈現黃賓虹所懷

抱的士大夫理想和黃賓虹在文字、璽印方面的傳統學養。這一章則是

要討論黃賓虹在清末民初之際，中國現代學術思辨的過程中，他所採

取的思路，以突顯他如何聯繫傳統士大夫學養與現代學者的知識，並

且從藝術的角度參與發言的情形。 

（一）、國學、古學、民學 

一九○五年黃節、鄧實共同創辦《國粹學報》，黃賓虹是《國粹

學報》早期成員之一，《國粹學報》第一年一月第一號發刊辭，對於

辦報所持的學術立場，強調”觀會通以御世變”。所謂會通，除了會通

中國舊有的學問之外，主要是會通中學與西學。清末民初之際，中國

積弱不振，西學衝擊之下，使時人對於中國傳統學術多存貶抑之心，

黃賓虹與鄧實，黃節、章太炎、劉師培等《國粹學報》成員，正是針

對這種文化價值變遷的情況，採取迴異於提倡西學一派的立場，致力

於重新發掘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義，去蕪存菁，以有益於世用，因此與

流於一昧守舊者又有所不同。《國粹學報》成員一面熱心引進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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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著眼於中國古學的復興。 

鄧實、黃節在創辦《國粹學報》之前，曾經於一九○二年，在

上海創《政藝通報》，其旨趣是要致力於介紹西方的政治與科技，講

求政、藝二通之學。鄧實認為，中西強弱相異，原因不僅”其大在政、

其小在藝”，而且還在於西方”政藝合”，中國”政藝分”27。換句話說，

他們引入西學的目的，在於借鑒西方物質文明，使中國的科技與物質

文明能夠復興，如此則可救中國文明落後之危機。不過鄧實、黃節等

人不認為完全靠輸入西方的新知，放棄中國的學問，是救國的途徑。

他們認為引進西方新知主要在學習物質文明，亦即「藝」的範圍，在

文化精神上，他們還是以中國的學問為主體。對於當時一心西化的風

潮，他們認為只是徒然使中國成為外國文化的附庸，不能夠補救中國

所遭逢的危機。黃節在《國粹學報》創刊號就感嘆”痛吾國之不國，

痛吾學之不學”，他說：  

宇內士夫，痛時事之日亟，以為中國之變，未有其變中國之

學，誠不足以救中國，于是醉心歐化⋯⋯嗚呼，不自主其國，

而奴隸於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於人之學，

謂之學奴
28
。 

                                                 
27 參考鄭師渠，《晚清國粹派》，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7，頁9。 
28 黃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第一年（1905）一月第一號，台北：文海，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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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賓虹很同意這種講求文化主體的觀念，在一九一九年〈美術週

刊並言〉一文，黃賓虹曾經呼應黃節的話： 

國不自主其學，而奴隸于人之學。昔顏之推謂晉代兒郎，幼

效胡語，學為奴隸，而中原淪亡。
29
 

鄧實、黃節等人也認為，主張拋棄國學、追求西學的人，其立說

雖然偏頗，但是對於傳統學術之弊，的確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因此如

果主張保存國學，也必須有更堅實的理論基礎，才能因應西學的挑

戰，最重要的是必須闡揚中國文化精義所在，因此鄧實、黃節提出了

「古學復興」、「民學」的說法。 

他們主張，二千年來受君權利用之儒學，是「君學」，自然遠非

孔學之真。鄧實曾作〈國學無用辨〉，力辨「君學」與「孔學」、「國

學」不同，中國的學問並非完全無用，而是先秦諸子之道並未真正施

用於世。 

歷代所用者，僅君學乎。夫用之而無效，則謂其學為無用，

固宜。若夫其學猶未用也，而即囂然以無用名之，而烏知乎

其學之果無用也。是故無用者，君學也，而非國學
30
。 

國粹學報創刊之後第一年九月第九號，鄧實作〈古學復興論〉

                                                 
29
《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32。  

30 鄧實，〈國學無用辨〉，《國粹學報》，第三年（1907）五月第五號，台北：文海，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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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他認為”十五世紀為歐洲古學復興之世，而二十世紀則為亞洲

古學復興之世”， 國粹派所要復興的古學，是指未受「君學」利用，

純正而健全的中國文化。他們希望藉表彰周秦諸子，實現「亞洲古學

復興」。 

至於黃賓虹，是從藝術的觀點來呼應黃節、鄧實對於「國學」

的保存。一九一一年起，黃賓虹與鄧實開始編輯《美術叢書》，鄧實

在序言中將中國美術之學視為國學至寶可貴的一部份，提到當時上海

與中國各地古書畫、古器物外流，被網羅於西方博物館的情形，充滿

憂憤之情。而西方人之搜購中國古物，固然可嘆，也證明中國美術確

實珍貴，所以西方人不惜長途跋涉，冒著艱難險阻，前往中國考古發

掘、大量羅致古物。在西學東漸、國學為人忽視的情形之下，中國美

術獨能受到西方推崇，因此，國人更應重視自己文化的精粹，積極保

存中國美術。《美術叢書》編輯宗旨，即是希望藉美術之學喚醒國人

對國學的重視，阻止中國文物外流，這在鄧實與黃賓虹的內心，是一

項意義重大的工作。鄧實在《美術叢書》〈原序〉說： 

自歐學東漸，吾國舊有之學遂以不振。蓋時會既變，趨向遂

殊，六經成糟粕，義理屬空言，而惟美術之學，則環球所推

為獨絕。⋯⋯此則吾黃民之特長，而可以翹然示異於他國者

也。物常聚于所好，然必其物有可好之實，然後好之者不憚



 35

出萬死一生之力以求之。遠行掘地之隊，考古專門之家，其

綜跡所以不絕於吾中原者，必吾物固有可好者在也。今家有

至寶，不知寶貴，而遺於路人，不可惜歟？吾聞巴黎、倫敦

博物之院，其所貯吾東方之古物至夥。即吾所處之上海一隅，

年見吾宋元明舊畫之流出外國者，值至百數十萬。其他磁銅

諸器亦稱是古物，幾何得不網羅以俱盡乎。古物既盡，學無

所師，百工技藝，日趨於簡陋，而文化日退。而西方之民得

吾所有，方日日集會，以相研究，則他日吾黃民之長，安知

不為他人所有也？
31
 

在一九四八年黃賓虹作〈國畫之民學〉一文，他以「民學」和「君

學」對立，從美術方面來推衍鄧實、黃節的理論。他認為民學具有自

由的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封建破壞，諸子百家著書之說，競相辯難，

遂有了各人自己的學說，成為大觀。⋯⋯自後文氣勃興，學

問便不為貴族所獨有。師儒們傳道設教，人民乃有自由學習

和自由發揮言論的機會權力。這種精神，便是民學的精神，

其結果遂造成中國文化史上最光輝燦爛的一頁。 

具體談到美術時，黃賓虹強調「民學」合於「道法自然」的精神： 
                                                 
31 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鄧實原序〉，初集第一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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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學重在外表，在於迎合人。民學重在精神，在於發揮自己。

所以，君學的美術，祇講外表整齊好看，民學則在骨子裡求

精神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長的意味。就字來說，大篆外

表不齊，而骨子裡有精神，齊在骨子裡。自秦始皇以後，一

變而為小篆，外表齊了，卻失掉了骨子裡的精神。西漢的無

波隸，外表也是不齊，卻有一種內在的美。經王莽之後，東

漢時改成有波隸，又祇講外表的整齊。六朝字外表不求其整

齊，所以六朝字美。唐太宗以後又一變而為整齊的外表了。

藉著此等變化，正可以看出君學與民學的分別。 

黃賓虹將「道」視為文化的核心，對於先秦諸子他特別強調老子，

他說”老子是一個講民學的人”。他認為老子講道法自然，天生自然的

東西皆變化多端，有不齊之齊的美。「民學」之美正在於無人為造作，

不求外在的整齊，而求內在的美。 

同時，黃賓虹又認為，「道法自然」有不齊之齊的美，與西方現

代「美術」審美的精神內涵相通，因此他又推論中國「民學」的精神

與西方可以相會通。他在〈國畫之民學〉說到： 

當我在北京的時候，一次另外一位歐美人士去訪問我，曾經

談起”美術”兩個字來。我問他什麼東西最美，他說不齊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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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最美。⋯⋯凡是天生的東西，沒有絕對方或圓，拆開來

看，都是由許多不齊的弧三角合成的。三角的形狀多，變化

大，所以美；一個整整齊齊的三角形，也不會美。天生的東

西絕不會都是整齊的，所以要不齊，要不齊之齊，齊而不齊，

才是美。 

因此對黃賓虹和鄧實、黃節而言，所謂會通中西的道路，最後還

是會歸結於恢復中國文化的價值，最終還是要追求卓然獨立的文化精

神。 

（二）、傳統小學與古文字學 

一九一三年黃賓虹在〈冰谼雜錄〉「古學發微」一節說， 

近浙人某者著書立說，成《國故論衡》，自為淹博，世莫與倫。

而輕詆鐵雲，遂並數千年前古物棄之不究，瞽說盲論，遂疑

龜版為偽造……32 

此乃因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對劉鶚、吳大澂、孫詒讓等人研

究龜甲金石文字，不宗說文舊說的批評而起。黃賓虹本與章太炎同為

《國粹學報》成員，但在使用近世出土材料研究古文字這一點上頗存

爭議。 

                                                 
32 〈冰谼雜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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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曾於蘇州國學講習會〈小學略說〉一文中批評宋代與清代

的金文學。他說： 

今人喜據鐘鼎駁說文，此風起於同光間，至今約六、七十年。

夫說文所錄古文三百餘。古文原不止此，今洛陽出土之三體

石經、古文多出說文之外，於是詭譎者流，以為求古文於說

文，不如求之鐘鼎，然鐘鼎刻文，究為何體，始終不能確

知 ⋯⋯宋人、清人講釋鐘鼎，病根相同，病態不同。宋人之

病，在望氣而知，如觀油畫，但求形似，不問筆畫。清人知

其不然，乃皮傅六書，曲為分剖，此則倒果為因，可謂巨謬…… 

嘗謂鐘鼎款釋不得闌入小學，若與法帖圖象並列藝苑，斯為

得耳。 四庫書列入藝術一類，甚見精卓 ⋯⋯文字之學，宜

該形音義三者，專講說文，尚嫌取形遺聲，又何況邈不可知

之鐘鼎款識哉⋯故不求聲義而專講字形，以資篆刻則可，謂

通小學則不可⋯⋯夫以鐘鼎為古物，以資欣賞，無所不可。

若欲以鐘鼎刻鏤，校訂字書，則適得其反耳。至如今人嘩傳

之龜甲文字，器無徵信，語多矯誣33 ⋯⋯ 

在《國故論衡》 〈理惑論〉一文又說： 

                                                 
33 〈小學略說〉，見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1993，頁748-769。 



 39

然則吉金著錄，寧皆贗器，而情偽相襍， 不可審知。必令數

器互讎，文皆同體，斯確然無疑耳。單文閒見，宜所簡汰，

無取詭效殊文，用相誑燿，故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矣。穿

鑿之徒，務欲立異，自莊述祖、龔自珍，好玩奇辭，文致瑑

兆。晚世則吳大澂，尤喜銅器，亦有燔燒餅餌，毀瓦畫墁，

以相欺詒，不悟偽迹，顧疑經典有偽，說文未諦。迨孫詒讓，

頗檢以六書，勿令離局，近校數家，諒為慎密，然彝器刻畫，

素非精理，形有屈伸，則說為殊體，字有暗昧，而歸之缺泐 ，

乃云李斯妄作，叔重貤繆，此蓋吾之所未諭也。又近有掊得

龜甲者，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

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賢儒， 信以為質。34 

黃賓虹則主張近世出土之物，皆前代學者未及見之古文研究材

料，因此當代學者有責任在前人的基礎上，將新出土材料的發現，補

充入古文字的研究中，對於章太炎對新出土物所持的保守態度，他認

為會封閉學術發展，因此為文駁斥。 

在黃賓虹（圖 1）與章太炎的書法風格上，也可看出古文字學與

傳統小學之分歧。章太炎書法以小篆聞名，主要以說文作篆，守古文

經學家家法，梁啟超謂章太炎”謹守家法之結習甚深，故門戶之見，

                                                 
34 〈理惑論〉，《國故論衡》，中和市：廣文書局，1968，頁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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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能免，如治小學排斥鐘鼎文、龜甲文”。35章太炎早年亦有墨跡其

意在大、小篆之間者（圖 2），係參說文古文、魏石經古文等傳抄古

文而來，用筆豐中銳末、筆跡纖銳36。 

（三）、語言學與古文字學    

民初語言文字的改革是當時學界一項很重要的議題，牽涉到西學

對中國學術的衝擊，是中國現代化變遷的過程中，引起爭議很多的一

個文化問題。西語之傳入對中國文字造成啟發，可說是始於明代傳教

士利瑪竇。他為了便利外國人學漢字，用羅馬（拉丁）字母為漢字注

音，編《音韻字匯》一書。此書確實啟迪了明末清初不少有志改革漢

字切音繁難的人，例如方以智曾提倡漢字拼音化，劉獻廷曾作新韻

譜，合西語和梵語來研究中國漢語及各地方言。後因清初一度禁教，

乾嘉學者治小學仍走入經史考證之中，語言本身的研究停滯下來37。 

不過另一方面，民間淺近的白話普遍通行，晚清文人王國維、劉

鶚等，對於民間白話文學研究頗多。在胡適提出白話文運動之前，維

新派人士及革命黨人，都借由較淺白的文字，進行思想的宣傳，辦各

種白話報刊。古典語文體系，漸漸趨近西歐之語、文合一。 

隨著西風東漸，頗有知識份子有感於西方拼音文字的優點，漸漸

                                                 
3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水牛文庫，頁159。 
36 《章太炎篆書墨跡》，台北：聯經，1996。 
37 參考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上海人民，1987，頁34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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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漢字拼音化的意念產生。辛亥之後，一九一三年曾頒定公布注音

字母方案。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等發起文學革

命，提倡白話文運動，古典文言文之廢棄漸成勢之所趨。更有甚者，

不僅從事文字淺白之改革，更有思考以西方拼音文字取代中國文字之

議。例如一九二○年代有錢玄同、梁錦熙、趙元任、林語堂、劉半農、

瞿秋白等人主張中國之文字革命，激盪起學術界的爭論，曾經提出種

種國語羅馬字、漢語拉丁化的方案
38
，激烈者亦有廢除漢字之議。各

主張之倡議者之間，分岐亦多，然其初衷都是希望藉文字的改革，使

中國之現代化趕上西方現代社會的腳步。 

黃賓虹對於西方”佉盧蟹行之書”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影響，其實

早有體認，辛亥前後不斷在印譜中表達他的憂慮。從另一方面說，正

是這種文化環境，更使他致力於古璽印之蒐集與古文字之研究，其心

理背景是為穩固中國語言文化根基，盡一己之力。  

予痛時艱，薄世昧，丹鉛餘暇，蓄古璽印自娛⋯⋯繆篆雖微，

道藝是繫，茫昧遺制，國學寖替，佉盧梵書，今溥神皋，異

派同流，倉沮非遙，疑叢獵碣，饜欲饞鼎，吉金不渝，唯印

示信
39
。 

                                                 
38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上海人民，1987，頁348。 
39〈濱虹草堂藏古璽印銘並敘〉，《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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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佉盧蟹行之書橫被海內，中國國學日寖陵替。
40
 

我安韋布，抑又何求！中心忉怛，斯文將墜。佉盧梵書，派

衍殊類
41
。 

對於黃賓虹而言，研究文字、書法、繪畫、收藏古璽印，都有相

關聯、相貫通的目標。而文字是基礎，因為語言文字承載中國文化，

如果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系統，將更加速漢字系統所承載的中國文化

走向消解，而日益傾向西方文化，失去中國文化原有的獨特性。因此

在語言文字上，黃賓虹傾向於維持漢字系統，並且積極的提倡古學，

研究古文字。他所憂慮的不是中國語言不如西方拼音文字之簡便，他

並未否認拼音文字的優點，他所憂慮的是中國文化最為精深的部份，

會逐漸失墜不傳，也就是他所說的”斯文將墜”。從他的思維角度來

觀察，就可以了解他收藏古器物、古璽印，研究古文字，有嚴肅的文

化意義在其中。其動機、方法、目標都是學者型的，與一般金石收藏

家、鑒賞家、玩家不可同日而語。他說： 

鑒家以錮秘稱奇，拘儒以玩好詬病；二者交譏，吾無取焉42。 

曩昔言攷古者，每稱鐘鼎款識之學。士夫習尚，猶是好事與

鑒賞已耳。搜羅富有，真贗雜陳，好事家也。審定古器，椎

                                                 
40〈篆法探源序〉，《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50。 
41〈濱虹草堂藏古璽印銘並敘〉，《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57。 
42 〈貞社徵集同人小啟〉，《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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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墨本，鑒賞家也。一則鐘鼎尊彝，視同珠寶，一則古文奇

字，藏均法帖。⋯⋯近數十年來，自瑞安孫詒讓著《古籀拾

遺》，吳縣吳大澂著《說文古籀補》，金文之學，如有端倪，

得於好事、鑒賞二者之外，別具研究文字之興趣。⋯⋯今經

學者多方根究，又明《說文》言古文為戰國東土六國之文字，

籀文是春秋戰國之間西土秦國之文字。故鐘鼎文字不稱古

籀，稱為古文字可也。
43
 

這段話表示他研究古文字，是以孫詒讓、吳大澂、王國維等文人

作榜樣的。一方面他和晚清學者一樣，運用傳統金石學考證經史文

字，從傳統金石學走入古文字研究領域。一方面他對新興起的考古

學、社會學的觀念引入原本屬於小學、金石學的範圍，抱持著開放的

態度。例如對王國維用二重證據法，採取器物實證研究古史的成果與

方法，也予以援引。這個取向一方面承繼傳統中國學術的基礎，一方

面又具有科學實證的精神。王國維談論治學精神曾說：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

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

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

                                                 
43 〈金石學〉，《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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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44。 

這段話表明了王國維的治學態度，是要避免主觀，避免拘泥。從

這一點來說，黃賓虹和他是有相似之處的，黃賓虹所走的是一種入古

出新的進路，實際上充滿積極的態度，對中國的語言文字、學術文化

都抱持著較大信心，同時對重新恢復文化價值也具有深刻的使命感。 

                                                 
44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觀堂別集》，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民國叢書，第四編第93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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