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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黃賓虹古文書法之風格 

一、黃賓虹書法理論 

（一）道法自然之書法美學 

黃賓紅所希望達到的書法境界，是「道與藝合」。他認為道是藝

術最高的價值標準。 

道成而上，藝成而下。道與藝雖分，亦有取於合。一技之精，

可近乎道。故見道之士，苦心孤詣，力爭上流，動必與古為

期，不欲囿於時習。
1
 

他認為藝之至者，多合乎自然，此之謂道。這主要是源於老子「聖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書肇自然的思想漢代

已有之，蔡邕〈九勢〉說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

2。 

黃賓虹自題山水小品論書畫之道，曾說 

蔡中郎謂書肇自然，論者以為書當歸乎自然，作畫亦爾。3 

因此黃賓虹基本上是以傳統書論「師法自然」的觀念，作為藝術

                                                 
1《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50。  
2 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台北：華正，1997，頁6。 
3 《黃賓虹文集》，題跋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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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目標。老子美學思想以守拙為旨。所謂”大巧若拙”，宋代蘇轼”

精能之至反造疏淡”，黃庭堅”凡書要拙多於巧”，陳師道”寧拙勿巧”，

明代顧凝遠”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意焉”等說法，都是以守拙的

精神為依歸。明末清初，傅山因反對趙董帖學末流的柔靡而起，將拙

與巧更明顯的對立起來，提出”寧拙勿巧、寧醜勿媚、寧支離勿輕滑、

寧直率勿安排”，又以”正極奇生，歸於大巧若拙已矣”， 反駁董

其昌”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之尚奇的書論。傅山

於書法之中所追求的氣格，正是用拙存道的精神。劉熙載後來在《藝

概》中接著發揮傅山的寧醜論： 

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莊

子山水篇曰，”既雕既琢，復歸於樸”，善夫！怪石以醜為

美。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醜字中，邱壑未易盡言⋯⋯

書非使人愛之為難，而不求人愛之為難，蓋有欲無欲，書之

所以別人天也
4
。 

黃賓虹的書畫論中，也承襲以拙為美、以醜為美，求自然天趣的

思想，作為其書法的哲理基礎。他說 

宋人千筆萬筆，無筆不簡，元人寥寥數筆，無筆不繁。工者

易至，拙者難知5。 

                                                 
4  劉熙載，《藝概》，見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台北：華正，1997，頁664-665。 
5 〈筆法要恉〉，《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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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思翁謂畫要熟外熟，字要熟後生，殊不知畫亦須熟中生方

可為。太熟則俗，以是以生枯為上，所謂大巧若拙。筆如枯

藤，亦即熟後生也
6
。 

學畫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

莊子山水篇曰：既雕既琢，復歸於樸。怪石以醜為美。醜到

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醜字中，邱壑未易盡言，非同炫耀

尋常，脂粉塗澤，一覽無餘，便足稱賞
7
。 

從黃賓虹直接引用老莊、劉熙載之語，可以知道他亦不願以妍巧

悅人耳目，寧以古拙的面貌，表現道法自然的精神。 

 

（二）清代碑學書論之影響 

黃賓虹論及用筆總是提到包世臣的書論。 

承詢執筆之法，自鍥刀變為柔豪，器雖不同，而運筆之法不

易。  《安吳論書》傳完白山人之秘，習書法者，當奉為圭

臬
8
。 

包世臣師鄧石如之法，著《藝舟雙楫》，倡言北宗，崇尚六朝

                                                 
6 〈講學集錄〉，《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85。 
7 〈畫法臆談〉，《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78。 
8 〈答鮑梅林問〉，《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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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志，矯其流弊，學風甚暢
9
。 

昔鄧完白工書，肆力北碑，一洗前人南帖柔靡之習。包安吳、

吳讓之，揚波助瀾，學風所扇，家漢魏而戶齊梁，虞歐而下，

皆以為不足觀10。 

書法功深，通於畫學。清之道咸，自包安吳抉鑰六朝碑碣精

神，倡言萬毫齊力，小字用腕，方寸用肘，榜書以身運臂，

以臂使指，以究筆法
11
。 

道光、咸豐，碑碣金石之學昌明，包慎伯《藝舟雙楫》一書，

始揭出古人內美，不言畫而畫即在其中12。 

包安吳創論六法，研幾文字，隱括畫學，求真內美13。 

從黃賓虹論書，可以看出他受到清代碑學金石派書家的影響，他

認為包世臣的碑學書論不僅是洗去帖學末流的習氣，而且傳承了古人

用筆的方法，”揭示古人內美”。追求古法，正是黃賓虹追隨包世臣書

論的主要原因。 

阮元雖然提出碑學書法的南北分宗，但是除了書法風格分類外，

                                                 
9 〈書體之變遷及其派別〉，《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46。 
10 〈荀廔畫談序〉，《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74。 
11 〈與鄭軼甫書信〉，《黃賓虹文集》，書信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12 〈示詢畫法〉，《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92。 
13〈自題設色山水〉，《黃賓虹文集》，題跋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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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筆法闡釋不足。包世臣則針對執筆及運筆方法建立起碑學書法的理

論基礎。 

至於鄧石如曾在〈易疇聘君老先生八十壽序〉中曾感謝程瑤田對

書法的指導，自白受程瑤田《通藝錄》影響極大。  

先生（程瑤田）品學文章，浩然之氣，聳動一世。所著《通

藝錄》一書， 上下古今，精詳核實以探真源⋯⋯憶自庚子歲，

余學篆隸書於揚之地藏僧舍，先生適出都門，過此地，見余

臨古有獲，歸寓檢行匣中書帖數十事，借余鈔錄臨摹，徹晝

夜不休。並手錄所著書學五篇貽余，余朝夕揣摩，且時聆議

論，余書始獲張主。今余篆隸書頗見稱於世，皆先生教也
14
。 

《通藝錄》
15
談書勢分為五章：虛運、中鋒、結體、點畫、頓折。

從天道引申出書法的運筆原則，他以為日月季節之運行變動，以南北

極為樞紐，樞紐不動而天道運行，書法也是「以實運虛」的道理，「中

鋒篇」對中鋒的闡釋也說「筆不動，其鋒中焉」， 係以中鋒為體，及

其運筆，可用偏鋒而成點畫，強調中鋒用筆。 

中鋒者，作書之體也。其用偏鋒焉而已矣⋯⋯執筆何以謂之

中鋒也？曰，執之使筆不動，及其運筆也，運之以手，而非

                                                 
14 《鄧石如世界》，台北：明文書局，1990，頁188-189。 
15 程瑤田，《通藝錄》，引自鄧實、黃賓虹編，《美術叢書》，十八冊，四集，第六輯，台北：藝文

印書館，1975，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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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之以筆。 惟其然，故筆之鈍者，而可以使之銳；筆之銳者，

而可以使之鈍。是故筆不動，其鋒中焉。及其運之以手，而

使其筆一依乎吾之手而動焉 ，則筆之四面出其偏鋒，以成字

之點畫。然則鋒之偏者，乃其鋒之中者使之然；而其四面錯

出，依乎手之向背陰陽，以逞其能者，乃其鋒之中者使之，

不得不然。故曰，其用，偏鋒焉而已矣
16
。  

包世臣在《藝舟雙楫》承襲程瑤田筆用中鋒的道理，結合蔡邕所

講的澀勢，鄧石如所談的疏密安排之理，完成了他的執筆、運筆、布

白的理論。 

首先，他講究筆筆中鋒，萬毫齊力，認為使用中鋒時，筆管定而

筆鋒轉，任筆自然使轉，而筆力可達於八面，則八面皆有鋒。 

右軍以管為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

五指疏佈，各盡其力， 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

士卒之從旌麾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

管為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

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注毫端，其書必拋筋露骨，

                                                 
16 程瑤田，《通藝錄》，引自鄧實、黃賓虹編，《美術叢書》，十八冊，四集，第六輯，台北：藝文

印書館，1975，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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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而且弱17。 

筆尖著紙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鋒既著紙，即宜

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

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 ⋯⋯惟管定而鋒轉，

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毫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

字成篇
18
。 

談澀勢，則傳蔡邕〈九勢〉。比喻運鋒如用刀正下，要行處皆留、

留處皆行。 

中郎見刷牆堊痕，而作飛白，以堊帚鋒平，刷痕滿足，因悟

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墻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

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既凐，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

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

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滙帖已。余見六朝

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 直平過之處，行處也；

古人比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

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 擫筆使墨旁出，是留

                                                 
17包世臣，《藝舟雙楫》，引自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台北：華正，1997，頁601-602。 
18包世臣，《藝舟雙楫》，引自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台北：華正，1997，頁60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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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皆行也19。 

包世臣談結字則宗鄧石如「計白當黑」之論。他說： 

受法於懷寧鄧石如完白，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

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20。 

包世臣傳逆入、澀行之法，不只在起收兩端講究用筆，也特別重

視中段的書法線條能具有骨勢，亦即所謂「中實」之道。他說：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

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尚有跡象可尋；

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

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

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

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圓滿遒麗，其次劉文清，

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21。 

（三）黃賓虹書論 

黃賓虹在美學上，吸取道家自然美學守拙思想。在用筆章法上，

則闡揚鄧石如、包世臣所傳承的古法。   

                                                 
19包世臣，《藝舟雙楫》，引自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台北：華正，1997，頁603。 
20包世臣，《藝舟雙楫》，引自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台北：華正，1997，頁598。 
21 包世臣，《藝舟雙楫》，引自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台北：華正，1997，頁60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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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筆法 

中鋒用筆 

黃賓虹用筆全用中鋒，他認為中鋒即為古法正傳。 

筆法之妙，純在中鋒，順逆兼用，是為得之，此皆言用筆之

實處也 。至於虛處，前人謂為分行間白，鄧石如有以白當黑

之說，歐人稱不齊弧三角為美術，尤貴多觀書法，自能得之
22
。 

筆貴中鋒，全自毫尖寫出，始得正傳
23
。 

執筆之法，虛掌實指，平腕豎鋒，詳於古人之論書法中。善

書者必善畫，筆用中鋒，非徒執筆端正也。鋒者，筆尖之謂。

能用筆鋒，萬毫齊力。端正固佳，偶取側鋒，仍是毫端著

力。⋯⋯筆有工處，有粗頭亂服處，正鋒側鋒，各有家數⋯ ⋯

然用側者亦間用正，用正者亦間用側 ⋯⋯至明之啟禎間，側

鋒盛行，易於取姿，而古法全失，即是此意。後世所謂側鋒，

全非用鋒，乃用副毫
24
。 

黃賓虹用筆亦注重使轉須合度，承襲包世臣所謂筆筆中鋒、使轉

自然、八面有鋒的理論。 

用筆之道，宜以指轉筆，作篆尤非用轉不得靈活，但不可落

                                                 
22 〈虛與實〉，《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78。 
23 〈筆法要恉〉，《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64。 
24 〈畫法要恉〉，《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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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怪耳。25 

因此黃賓虹所闡釋的中鋒筆法，實際上是盡量保持筆鋒處於中鋒

的情況，但也適度的運用側鋒的技術。中鋒筆法雖是基本的，但是運筆

不會強制的調整筆劃兩邊勻稱，不斤斤計較筆劃外形的完滿，而重在表

現圓勁的精神，此種筆法的闡釋也很講求靈活，在合度的範圍之內偶取

側鋒而不失古法。 

  運筆五訣 

黃賓虹融包世臣之法，將運筆之法總結為五，即平、留、圓、重、

變。 

一曰平，如錐畫沙： 

沙之為物，雖易聚散，以錐畫之，必待橫直平施，始見跡象，

若用一挑半剔，必不成字26。 

何以言平，夫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今觀萬頃湖光，空明如

鏡，平孰甚焉。迨其因風激盪，與石相觸，大波為瀾， 小波

為淪，曲折奔騰，乃不平矣。然水之不平者，不過隨風之勢

使然 ，而水平之性自若也。故隸書之體，雖貴平方正直，論

筆法者，要以一波三折為備，知波折之不平為平，可以悟用

                                                 
25 《黃賓虹文集》，書信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35。 
26 〈虛與實〉，《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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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之言平也27。   

黃賓虹除了闡發「錐畫沙」的傳統筆法，又以水的性質比喻

用筆之平，對於「橫平豎直」的闡釋，增加了因勢而變的彈性，又將

「一波三折」的曲線之美，與「平正方直」的道理互為運用。 

二曰留，如屋漏痕：   

今日本人執筆，以左手托其右腕，筆欲左抵之使右，筆欲右

挽之向左，頗存古人順中取逆之意
28
。 

黃賓虹此種執筆，取澀勢，要訣在「留」，與蔡邕、包世臣、劉

熙載一脈相承，其以手拒之的方式，尤與劉熙載《藝概》言澀行之意

相似。劉熙載說： 

用筆者皆習聞澀筆之說，然每不知如何得澀，惟筆方欲行，

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與之爭，斯不期澀而自澀矣。澀法與

戰掣同一機竅，第戰掣有形，強效轉至成病，不若澀之隱以

神運耳29。 

三曰圓，如折釵股：   

善用筆者，如論篆書，似圓非圓，似方非方，形狀雖有零畸

傾斜之不同， 而筆意無不轉折停勻之各妙。 此妄生圭角與

                                                 
27 〈筆法要恉〉，《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64。 
28 〈筆法要恉〉，《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64。 
29 劉熙載，《藝概》，引自華正人編，《歷代書法論文選》，台北：華正，1997，頁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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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淒迷者，皆不知用圓之害也
30
。 

黃賓虹論「用圓」的道理，將外表的形狀和筆意分開來，中鋒行

筆時，隨著筆鋒的提按使轉，筆劃外表的形狀可能方圓皆有，但是筆

意用圓，則不致” 妄生圭角與破碎淒迷”。 

四曰重，如高山墜石：   

何謂之重，物之重者莫如金與鐵若也。如金之重，而有其柔，

其重可貴。如鐵之重，而有其秀，其重足珍，柔則無枯硬薄脆

之嫌，秀則無倔強頑鈍之態。唐人之鐵線皴、金錯書，皆善於

言用筆者31。 

包世臣所謂「中實」之感，黃賓虹則喻為金鐵之重。而且黃賓

虹似更強調「重」、「實」之中含柔韌之勁，則更可貴。   

五曰變，如四時迭運： 

惟能變者，不囿於法。不囿於法者，必先深入於法之中，而

惟能變者，得超於法之外32。 

在運筆五訣最後，黃賓虹以「變」為終，表示他的用筆之論雖然

是從包世臣上溯古法，但是其意不在一昧復古，最後還是要「變古」。

所以他雖然受到清代碑學書論極大的影響，又不能完全以清代碑學書

                                                 
30 〈筆法要恉〉，《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64。 
31 〈筆法要恉〉，《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65。 
32 〈筆法要恉〉，《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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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概括他的想法。 

（2）章法   

黃賓虹講疏密虛實，如擔夫爭道、如牝牡相得，道理都相通。他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除了講疏密合度，又特別強調虛處的處理。他認

為黑白巧妙的對比，能使虛處生亮白、實處生亮黑。 

有關疏密之道他說：  

凡作書有虛處，有實處，起訖波磔提頓，皆實處也。……分

行布白，此虛處也。鄧完白謂以白當墨，又密不容針，疏可

行舟，皆虛處之用功，篆隸於虛處之妙尤易見，細參之其味

無窮33。 

古人作字，其方圓平直之法，必先得於心手，合於規矩，惟

變所適，無非法者，是以或左或右，或伸或縮，無不筆筆卓

立，各不相亂，字之相錯，各不相妨。所以遒斂之至，而出

精神，疏散之極，而更渾淪，字中字外，極有空處，而轉能

十分完全，以造大成而無小疵34。 

黃賓虹比較特別的是他強調虛處，他認為處理虛處正可見功力所

在。 

                                                 
33 〈答鮑梅林問〉，《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09。 
34 〈增輯古印一隅〉，《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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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鄭雪湖丈珊，年八十餘。聞其於族中有舊，余持自作畫，

請指授其法。鄭丈云：唯有六字訣，曰：實處易，虛處難35。 

黃賓虹認為虛處最難，但是正是達成內美境界的關鍵。   

畫言實處易，虛處難，虛是內美，六法虛於八法通之36。 

道生論書，言疏中密，密中疏，南田為其從孫，亟稱之，又

進而言密中密，疏處疏。余觀二公真跡，尤喜其至密處，能

作至密，而後疏處得內美，于甌香館似遜一籌。37 

黃賓虹重視疏密虛實的對比，經由黑白巧妙的對比，則虛處更顯

明亮，如眼如炬。 

巖岫杳冥，一炬之光，如眼有點，通體皆虛，虛中有實，可

悟此境38。 

另外黃賓虹強調虛處要能以氣貫之：  

古人書法，其心得最多。字之心得，即書之心得。第一講實，

第二講虛，其中即以氣為主也。⋯⋯書畫必明用筆之虛實，

再加以”氣”力，不黏不脫，即以氣聯之，所貴實中虛，虛

中實，可得書畫之妙矣
39
。 

                                                 
35 〈自敘〉，《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561。 
36 〈自題山村野趣圖〉，《黃賓虹文集》，題跋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3。 
37 〈題柳溪泛舟圖〉，《黃賓虹文集》，題跋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9。 
38 〈自題山水冊〉，《黃賓虹文集》，題跋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3。 
39 〈講學集錄〉，《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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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法之法 

黃賓虹談筆法最後仍強調要變，入手雖自古法學起，而不變則成

為書奴。他說： 

易曰：變則通，通則久⋯⋯善因者深明所守，而善變者會觀

其通
40
。 

變其所當變，體貌異而精神自同；變其所不當變，精神離而

體貌亦非也。此變遷之故，宜加審慎也
41
。  

黃賓虹為求古拙而又能變化，在形態上，他發明了「不齊之齊」

的「內美」之說。所謂不齊之齊的境界，實際上就是不受到法度束縛

的境界，故能有所變化，合於自然變化萬端的形貌，他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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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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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新畫法序〉，《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88。 
41〈中國山水畫今昔之變遷〉，《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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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
42
。 

形之整齊，為外表之整齊。布白應成弧三角形，切忌全方全

圓，始為天然之整齊。在精神上之領悟天然與人工之分別，

在不方不圓間
43
。 

三代彝器，陽款陰識，文字之迹，著明分行布白，於不齊之

中，倫次最齊，表見章法，是為書畫同源之證
44
。 

黃賓虹認為自然形態有不齊之齊之美，因此最上乘的藝術最後都

必須從法中脫化，法如虛空粉碎，則藝可變化至極，為真內美。而此

虛空必先由古拙入手，古拙而能變，變又能古拙。 

至於逸品，超然規矩之外，而不失於規矩之中，南田稱為”

粉碎虛空”，釋石濤謂之”法本無法”。蓋無法者道之始，

而有法者藝之終
45
。 

用筆腕力平而且圓，纔能墨可上紙；留則墨能入紙，重則力

透紙背。兼上四者之功力而變之，有若無，實若虛，南田所

謂虛空粉碎，又名水上飄，是變化之極，逸品也46。 

不知新羅者，只知其表面輕靈，但新羅法宗南田之筆法，乃

                                                 
42 〈國畫之民學〉，《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50-451。 
43 〈講學集錄〉，《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68。 
44 〈章法論〉，《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135。 
45 〈國畫中外之觀測〉，《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30。 
46 〈畫學通論〉，《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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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拙入手，而為虛空粉碎。虛空粉碎者，外表之變，而內

容不變。如仙佛然，必先修煉，而後始能脫胎也
47
。 

 

二、近代篆書發展與古文字書法之興起 

明末清初，文人有感於宋明理學空疏之弊，明亡後，學術風氣遂

大為轉變，考據學逐漸興起，在治學的方法途徑上，形成以漢學取代

宋學的趨勢，講求實事求是的精神。清朝初年文字獄對文人的言論，

又形成嚴厲的箝制，更加速文人紛紛轉向考據學。由於考據學的發展

促進金石文字出土實物與經史研究的結合48，有助於對金石器物上篆

隸體的認識和整理，因此金石考據之學的興盛是清代篆隸體書法能長

足發展的一大因素。 

傳統篆書以李斯書風為主，其發展自唐李陽冰（圖12）、五代宋

初徐鉉（圖13）等篆書家以後，逐漸失去新意。而雜體篆書在字形

上求裝飾性，誇飾趨俗太過，如北宋釋夢英所擅之《十八體書》（圖

14）已可以反映雜體篆書體的發展狀況。元代篆書家趙孟頫、明代吾

丘衍等雖然不可忽視，而大體上並不出李斯、李陽冰的風格之外。較

為特別的是，明代書家趙宧光據傳曾創「草篆」，其好友朱簡遂以此

                                                 
47 〈講學集錄〉，《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69。 
48 清初顧炎武著有《金石文字記》，朱彝尊著有《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能運用金石文字證經訂

史，開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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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草篆」入印。「草篆」與二李篆書風格之端正圓潤大相逕庭，開

啟了逸宕灑脫的一類篆書。 

明代篆書藝術也表現在篆刻方面，自篆刻家文彭、何震相繼而

起，使篆刻很快發展到高鋒期，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篆刻流派也有陳

陳相因的流派習氣出現。明遺民篆刻家程邃力矯時俗，在篆刻上師法

古璽、漢印，歸於醇古質樸，因此在篆刻上，程邃一派印人已略能使

用古璽中的古文字入印（圖15），注意到古文字的藝術性。 

此外，由於明末清初干祿之用的館閣體，壓抑了書家的個性、情

志的表現，從書法風格的內部發展來說，也需要走向變革。當時，明

遺民書家傅山尤以富有反抗意識的書論，反對明清以來的館閣體，他

曾提出「寧醜」論：  

全祖望云，先生（傅山）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嘗

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

山墨跡，愛其圓轉流利，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愧之

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

其日親者。松雪何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

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

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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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先生非止言書也49。 

傅山批判趙董之後專求妍媚的柔靡書風，其背後隱含有民族思想

的成份，又如徐渭、黃道周、倪元璐、陳洪綬、八大、石濤等書法，

皆有擺脫帖學、不同流俗的表現。明遺民書家在書論與創作上的啟

發，加速清代碑學書法思想的興起。在篆書方面，傅山採取趙宧光變

化書體的手法作草篆（圖16），另一方面，程邃
50
（圖17）、朱耷（圖

18）、石濤（圖19）的書法，也具有篆隸行草融於一爐的表現手法，

都是大膽突破書體界限，能盡情發揮個性，擺脫束縛，因此風格特異，

擴大了表現的途徑。同時又皆以拙為妍，能自帖學末流之弊中解脫出

來。 

清初篆書大體而言，尚無法脫離以二李書風為篆書正統的情

形，而其所參照者多為五代徐鉉摹刻之《嶧山碑》或李陽冰之宋代翻

刻本51，因此去古已遠，例如清初最有名的篆書家王澍（圖 20），書

法李斯，清代中期維持正統派書風的書家，大多是學者包括江聲（圖

21）、汪中（圖 22）、洪亮吉（圖 23）、孫星衍（圖 24）、張惠言（圖

25）、錢坫（圖 26）等，例如江聲、汪中在學術上屬清代考據學者惠

                                                 
49馬宗霍編，《書林藻鑑》，卷十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65，頁346。 
50《書林藻鑑》評程邃：「思舊錄云：昔趙寒山作篆如草，一時推為獨步，穆倩於分書亦然。」，

請參見馬宗霍編，《書林藻鑑》，卷十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65，頁。 
51 參考吳兆璜，〈漫談清代的篆書〉，見馬國權選編，《名家談書法》（一），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1，頁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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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一派，治經以漢學為主，崇漢好古，小學方面以說文為家法。正統

派書家正統派書風趨於保守，為求篆書端正婉通、勻稱工整的風格，

也有改造書寫工具以求精美者， 例如王澍剪筆毫用禿筆作篆，孫星

衍以卷綢作篆，以筆墨韻味而言，不免失之造作。由於清代金石碑版

出土數量大增，加上考據學者也運用金石資料來考證經史，在小學方

面則用以證明《說文解字》，所以正統派書家也研究金石
52
，但是在書

法上他們以說文小篆為正統，對金石文字引入篆體也有相當排斥者，

例如錢大昕（錢坫為其從子）主張學古文者不用說文以外古文，認為

金石訛誤多，不如說文可信。錢大昕在學術上使用金石資料，只限於

在注釋考證中佐證說文之用，目地在於證許，不在金石文字本身的研

究。錢大昕曾說： 

古文籀篆體制雖變，而形聲事意之分，師傳具在，求古文者，

求諸說文足矣。後人求勝於許氏，拾鐘鼎之墜文，既真贗參

半，逞鄉壁之小惠，又誕妄難憑，此名為尊古，而實戾於古

者也。
53
 

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鼎真贗雜出，可采者僅

                                                 
52 例如王澍《虛舟題跋》、《竹雲題跋》，孫星衍《寰宇訪碑錄》、《金石粹編》，錢大昕《潛研堂金

石文字目錄》、《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都有金石類的著述。 
53錢大昕，〈小學攷序〉，《潛研堂文集》，國學基本叢書， 卷24，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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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之一。
54
 

因此以文字而言，正統派書家對於從金石資料中探源古文字書

法，抱持著相當保守的態度。當時鄧石如（圖 27）以一介布衣置身

書壇，雖博參金石碑刻55，筆力不凡，矯正時人描畫作篆之失，但是

也曾遭不究六書、筆法不對的譏諷56，其實鄧石如與張惠言曾於《說

文》多所切磋，所作文字也仍以《說文》為主，只是所作不合乎正統

派的風格規範而已，因此正統派書風當時不僅壓抑了鄧石如金石派書

風的傳播，也使古文字入書受到阻力。  

不過清代中期金石學的發展正值方興未艾之際，古文字研究的基

礎資料，很自然的隨著金石學的著錄整理而增加。乾隆年間，曾詔令

編《西清古鑑》、《寧壽古鑑》，等於是官方承認原本只有民間學者在

研究的金石學，因此也打開了乾嘉之後金石研究的風氣。乾嘉年間，

阮元輯《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和吳榮光輯《筠清館金文》，大規模

的收藏古物。他們與一般書家零星的取資金石不同。而是以收藏鑑賞

者的態度作整理蒐集的工作，並且開始對款識文字蒐集考釋，其收藏

                                                 
54錢大昕，〈跋汗簡〉，《潛研堂文集》，國學基本叢書，卷27，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414。 
55 包世臣，《藝舟雙楫》卷十三《完白山人傳》說鄧石如：「乃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刻石、

漢開母石闕、敦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煌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

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

其勢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

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校官、孔羨、受禪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參見

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1996，頁107。 
56包世臣，《藝舟雙楫》卷十三《完白山人傳》記錢坫與錢伯坰詆鄧石如之事，見崔爾平編，《歷

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1996，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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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和著錄方法比顧炎武、朱彝尊更進一步。 

阮元於乾隆年間，任官山東、浙江、廣東等地，所至之處必普

查當地金石資料，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任山東學政時，曾輯

《江左金石志》、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任浙江學政時，又輯《兩

浙金石志》，對清代後期金石學發展助益實多。阮元督粵期間，又引

漢學入粵，設學海堂，是清末民初嶺南學風發展的重鎮57。《山左金石

志》和《兩浙金石志》編成後影響甚廣，尤其促進山東、浙江地區金

石學研究的風氣。 

在書論上阮元之南北派書論，可說是碑學書論得以和帖學書論

相抗衡的首篇重要理論。在阮元幕僚中金石學者書家很多，例如張廷

濟（圖 28）、朱為弼（圖 29）、徐同柏（圖 30）、屠倬（圖 31）、趙次

閑（圖 32）、達受（圖 33）等人，多擅臨寫鐘鼎金文款識。以金文集

為楹聯者，嚴謹者如徐同柏，其聯句必字字有來歷。在風格上，能擺

脫小篆拘束，表現金文之大小錯落的是朱為弼，且能自出己意，不一

昧模仿金文。此外與阮元來往密切的書家還有。這些書家日夕摹拓金

石，以金文入書誠屬自然，又能開始考釋器物款識，對於古文字書法

的發展有推進之功。 

清代中晚期以後，在篆書風格上，經由阮元的肯定與包世臣《藝

                                                 
57 參考王章濤，《阮元傳》，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46-5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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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雙楫》的倡導，逐漸樹立鄧石如作為書法風格典範的地位。 到了

晚清，碑學書法一派因此凌駕帖學末流與篆書正統派之上。由於鄧石

如也是「書印合一」的印人，不論書壇或印壇，篆書風格都受到鄧石

如的影響。晚清兼擅書印的後繼者還有程荃（圖 34）、吳讓之（圖 35）、

莫友芝（圖 36）、胡澍（圖 37）、趙之謙（圖 38）、等。印人書法與

篆刻印風多半相似，有刀筆相參的情形，對於文字的處理特具藝術感

染力。 

在鄧石如之後，吳廷康（圖 39）、吳咨（圖 40）、楊沂孫（圖 41）

的風格有別於吳讓之、徐三庚以筆姿取勝，能以金文融入篆書，表現

為凝練勁健，在文字上融會大小篆，印人吳咨又能以古璽風格治印。

皆影響後起書家吳大澂（圖 42）、黃士陵（圖 43）等。吳大澂曾以大

篆作長篇如論語、孝經，又與陳介祺等金石學者以大篆尺牘通信，黃

士陵之書印皆精，影響民初安徽、嶺南一代古璽派印人。 

晚清金石學極為興盛58，書家趙之謙、何紹基、黃士陵也都有金

石著作。但晚清之金石學之所以能超越傳統金石學，進入古文字學研

究的階段，必須歸功於晚清金石學者陳介祺（圖44）、吳式芬、潘祖

蔭、吳大澂、孫詒讓等人。這些晚清金石書家，除了研究金石碑版，

                                                 
58 書家趙之謙《六朝別字記》《續寰宇訪碑錄》、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等金石類著作，陳介

祺有《簠齋吉金錄》、《十鐘山房印舉》、《封泥考略》、《莆齋藏陶》等、吳式芬有《攈古錄金文》、

潘祖蔭有《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有《愙齋集古錄》、《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等、孫詒讓有

《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契文舉例》等、黃士陵有《續說文古籀補》。 



 95

對於甲骨、陶、璽、兵、泉之類的古文字研究的材料，都有超過以往

的認識。他們對出土古器物收藏之富，品類之廣，前人不及。而且他

們之間基於世誼，交流切磋頻繁。在古文字學的認識方面，超過阮元、

吳榮光一代的學者，能在阮、吳整理搜集的基礎上，提昇了研究分析

的層次，啟迪民初以後古文字學研究甚多。他們仍然重視說文，但是

完全脫離拘泥於說文的情況，將傳統金石學變為以古文字研究為主

體，對古文字書法形成專門之學居功厥偉。 

清末民初篆書家吳昌碩59，篆書蒼茫雄渾（圖 45），所作石鼓文

開一新境界，在篆刻方面，又參封泥入印，以古為新，其創新的面貌

皆為前人所未有，因此成為清末民初聲名最高的篆書家。在吳昌碩之

前，有印人王石經（圖 46），屬於古璽派印人，能參古璽入印。在吳

昌碩之後，比黃賓虹年長的篆書家還有王懿榮（圖 47）、陶濬宣（圖

48）、曾熙（圖 49），齊璜（圖 50）。 

民初雖有書家陶濬宣、曾熙、李瑞清仍以碑學書家聞名，但清代

以來之碑學書法的高峰已經過去，獨尊碑學的現象也因為後勁無力而

漸趨消退60，書壇漸又興起重新正視帖學的風氣，以于右任、沈尹默

                                                 
59民初最大的篆書流派，以吳昌碩為首。吳昌碩一派有王个簃、鄧散木、陳衡恪、壽石工、潘天

壽、朱复戡、諸樂三、費硯等書家。 
60關於碑學書法流弊的看法，參見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鄭州市：河南美術出版社，1996，

頁67-76。此外，黃賓虹與陳柱書信中曾經批評民初碑學書家陶濬宣等人過於枯硬刻板，反而不

如趙之謙有其筆墨韻致，他說：「譬若趙撝叔學北魏，與陶濬宣、張廉卿之一味枯硬不同，不但

善用筆、而且善用墨。」，見《黃賓虹文集》，書信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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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蔚為民初兩大流派61。民初篆書家除了以吳昌碩為風格典範之

外，有的直接學習清代書家鄧石如、吳大澂、楊沂孫、黃士陵等大家

的風格62。只有少數斯冰風格的追隨者63。值得注意的是，有越來越

多的書家直接從考古發現的金石實物之中探索新的風格，留下不少古

文字書法的作品64 。因為民初的篆隸體書法雖然不再是一枝獨秀，不

過古文字書法的發展不但沒有停滯不前，反而處於方興未艾之際。尤

其在甲骨文65、先秦古文方面，民初書家都比清代有更高的建樹。這

些字體的書寫，是伴隨著檢閱古文字工具書的出現，以及古文字學的

研究發展66而與日俱進的。 

有關黃賓虹與晚清民初書家之交游與活動情形，首先最重要的是

黃賓虹曾經拜訪過晚清篆書家黃士陵，獲得觀看黃士陵印作的機會。 

黃賓虹於〈黟山人黃牧甫印譜敘〉一文說：  

吾宗牧翁家於黟，客游於粵。庚子（1900年）北擾，南方振

                                                 
61 此兩大流派一是于右任與其「標準草書社」成員，二是沈尹默一派重新評價帖學、帶動回歸二

王的書家喬大壯、汪東、章士釗、馬公愚、潘伯鷹、鄧散木、白蕉、曾履川等人。 
62 例如師法鄧石如的有蕭蛻、王福庵、鄧爾雅；師法吳大澂、楊沂孫有陳含光；師法黃士陵的有

馮康侯等。 
63 例如王福庵、鄧邦述、馬公愚、馬一浮等書家。 
64 例如童大年、謝覲虞、賀培新、高拜石、金梁、應均、陸維釗、朱复戡、方介堪、顧廷龍等。

還有古文字研究者如著有《凡將齋金石叢稿》的金石學家馬衡。編有《金文編》的金文家容庚，

著有《五鐙精舍印話》、《那羅延室稽古文字》、《臨淄封泥文字》的古璽印學者王獻堂。 
65 王師北岳曾經提出民初甲骨文風格的四種面貌，詳見呂國祈，〈甲骨文書法篆刻面貌述要〉，《談

印拾零：西泠印社第四屆篆刻作品評展入選短文匯編》，杭州：西泠印社，頁30-31。第一種面貌，

以小篆筆法寫甲骨文，如羅振玉、葉玉森、丁佛言、王襄、鄧爾雅。第二種面貌，以甲骨文字契

刻原來形貌書寫，如丁輔之、商承祚、孫儆。第三種面貌，以大篆筆法寫甲骨文，如易大庵、楊

仲子、簡經綸。第四種面貌，以書寫於甲骨上未刻以前的原遺迹為依據，如董作賓。 
66 有關民初古文字學的研究著作書目，請參照第參章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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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余往黟，偕邦人謀守羊棧嶺。牧翁時由粵歸黃山，一見

如舊相識，因獲觀其所治印章，不失先正矩矱。 

同時，受到黃士陵風格影響的印人易憙、黃石（黃士陵之子）、

李尹桑、鄧爾雅等，都與黃賓虹結識，並曾為黃賓虹刻過自用印（圖

51）。此外還有許多印人也以古璽風格為黃賓虹刻過自用印，包括趙

仲穆、童大年、湯安、簡經綸、鄧散木、金禹民、張祥凝67等（圖 52）。 

至於和黃賓虹有書信往來的篆書家有陳師曾、金梁、丁輔之、馬

公愚、容庚、陳巨來等人68。此外黃賓虹晚年與齊璜69、馬一浮70、謝

覲虞71也有來往。 

此外，在社團活動方面，黃賓虹與易憙、壽石工同為南社（成立

於 1909年）社員。與吳昌碩同為「上海書畫研究會」（成立於 1911

年）成員，與宣哲、易憙、高奇鋒、鄧爾雅同為「貞社」（成立於 1912

年）成員，與吳昌碩、曾熙、趙淑孺、童大年、王个簃同為「海上題

襟館」活動之書畫家，與李瑞清同在「文美會」（成立於 1912年）活

動，與吳昌碩、曾熙、吳敬恆同為「停雲書畫社」（成立於 1921年）

成員，與方介堪、潘天壽同為「寒之友畫會」（成立於 1925年）成員，

                                                 
67 《黃賓虹特集》，《名家翰墨》，香港：翰墨軒，1991年4月15號。 
68 參見《黃賓虹文集》，書信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 
69 參考趙志鈞，《畫家黃賓虹年譜》，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頁166。 
70 參考丁敬涵，〈黃賓虹巧得祝壽詩－馬一浮與書畫名家交往散記〉，《中國書法》，北京：中國書

法雜誌社，1997年第4期總60期，頁72。 
71 參考趙志鈞，《畫家黃賓虹年譜》，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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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昌碩同為「海上書畫聯合會」（成立於 1925年）成員，與陳師曾

同為「中國書畫保存會」（成立於 1929年）成員，與馬公愚、方介堪

同為「中國畫會」（成立於 1931年）成員，與潘天壽同為「百川書畫

會」（成立於 1935年）成員，與馬公愚、潘天壽同為「力社」（成立

於 1936年）成員，與王个簃同為「藝舟社」（成立於 1948年）成員72。

由此可知，黃賓虹與晚清民初重要書家幾乎都有交往。 

 

三、黃賓虹自治印與書法的關係 

有關黃賓虹篆刻、藏古璽印、書法之間的關係，他的學生回憶他

曾說： 

我（黃賓虹）習篆書是從金石古璽銘刻入手，從刀書的清剛

悟出杵書筆法渾厚之風，行筆多變，八面有鋒。
73
 

筆法之分，約有兩種：一、杵書， 筆法渾厚者。二、刀書，

筆法清剛者。前清陳簠齋云：古文字之渾厚者屬杵書，其中

至堅至樸；其清剛者屬刀書，其中之真精神，至奇至矯至變，

不弱不纖。
74
。 

黃賓虹自治印數量不多，其自作印有仿古璽者，如白文印《黃質

                                                 
72 有關黃賓虹社團活動情形，主要參考裘柱常《黃賓虹傳記年譜合編》、趙志鈞《畫家黃賓虹年

譜》、王中秀發表於《榮寶齋》雜誌的〈黃賓虹十事考〉系列文章、孫洵《民國書法史》、林木《二

十世紀中國畫研究》等。 
73  石谷風，《古風堂藝談》，天津：天津古籍，1994，頁21。 
74 〈國畫分期學法〉，《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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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虹》、《虹廬》、朱文印《黃山山中人》，有仿漢印，如白文印《黃賓

虹印》、白文有邊框印《黃賓虹》、白文印《鄧實》，另有朱文印《冰

上飛鴻館》（圖53）。 

有關黃賓虹治印的風格來源，首先必須說明他對於徽派的看法。

黃賓虹對於徽派印人程邃、巴慰祖最為推崇。他與李尹桑切磋金石，

曾說，”吾鄉垢道人、巴予藉二公，非特開西泠之祖師，而且闡古璽

之閟奧”。 他推許程邃，巴慰祖二人早在陳介祺、王懿榮等人之前，

就有先知灼見，能於古人金石遺跡心摹手追，其法古又遠甚浙派諸

子，雖當時經儒多宗說文，對於鐘鼎字體參入篆刻，多有爭議，而程

邃獨能探源於古。 

吾鄉垢道人、巴予藉二公，非特開西泠之祖師，而且闡古璽

之閟奧，能於陳簠齋、王廉生諸子數百年之前具此慧眼。75 

三代古印文字，發明近世，學者咸知籀古留傳，雖單辭剩義，

其可寶貴，實出漢魏官私諸印之上。垢道人篆刻朱文，早已

抉其神髓，發其奧竅，直探原於殷周文字，其卓越文壽丞，

何主臣諸人，固自遠甚。雖當時有謂，不應以鐘鼎字體參入

繆篆者，不無多所貲議，此愚山因有詰曲迷離之感。然上古

文字，藉以篆刻不廢，後人研究，且可大為古籀遺傳之證，

                                                 
75 《黃賓虹文集》，書信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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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竟不在《說文》以下。
76
 

又在〈董巴王胡合刻印譜序〉中說，”穆倩上闚周秦，極工古鉨，

予藉尤精漢魏，多摹官印。”在〈廣西夏令講學會金石學講義〉中又

推重巴慰祖摹漢印得其神似，”巴慰祖予藉摹漢印文，得其神似。”

而且他對徽派程巴的評價高於浙派西泠諸家。他說”明清之間，程穆

倩摹秦印，乾嘉之際，巴予藉仿漢印，皆出西泠諸家之上
77
。” 

另一方面，黃賓虹族祖黃鳳六、黃桐谷皆宗程邃之法。於是黃賓

虹以黃鳳六得程邃正傳，意謂自己效法前人，亦傳自程邃一派。他說： 

有明以來五百年中，篆刻之學，所可言者，皖南之宣歙，明

季何震，最富盛名；胡曰從，務趨醇正；程邃自號垢道人，

朱文仿秦小璽，最為奇古。殆於康雍，黃呂鳳六、黃宗繹桐

古，力師漢法，得其正傳。乾嘉之時，汪肇龍稚川、巴慰祖

予藉、胡長庚西甫、程芝華羅裳，成《古蝸篆居印譜》。鄧石

如頑伯稍變其法，大倡厥宗，至黃穆甫又為一變
78
。 

國初程穆倩精深漢法，而能自見筆意，擅名一代。高西堂、

黃鳳六、鄭松蓮得其正傳，桂未谷、黃仲則、楊吉人、鄭基

成皆宗尚之，文秀之中，特含蒼勁……新安巴予藉、胡西甫，
                                                 
76 〈篆刻塵談〉，《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78。 
77《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62。 
78 〈古印概論〉，《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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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篆刻名，稍趨工緻，而神彩煥發，巧麗精絕，雖董小池

諸君，莫不心折79。 

對於徽派的風格，他認為程邃治印風格，在於師漢法而能” 自

見筆意”，黃鳳六等得其正傳者能”文秀之中，特含蒼勁”。至於巴慰

祖、胡唐亦擅工緻之作，” 神彩煥發，巧麗精絕”，故影響所及不

限安徽一地，董洵亦為其心折。徽派的風格，黃賓虹認為至鄧石如為

一變，別立皖宗。至黃士陵又一變。黃賓虹十一歲即曾摹刻家藏鄧石

如印，曾說他自己較欣賞鄧石如之白文印：”皖派折心石如，白文為

佳。”。 

在黃賓虹自作印之中。白文仿古璽《黃質賓虹》布置疏落自然，

筆意用圓，與程邃《   閣》、巴慰祖《董小池》（圖54）相近。《虹

廬》亦樸拙而富有筆趣。白文《黃賓虹印》用徽人仿漢印之法，例如

程邃《徐旭齡印》、黃鳳六《啟淑私印》、鄧石如《讓泉過客》等，圓

渾充實，在平正之中使轉筆意（圖55）。白文仿漢印《鄧實》與程邃

《程邃》相似（圖56），也是在表現漢印質樸的一面。仿漢之白文印

《黃賓虹》方剛平直，似取自鄧石如《春涯》、《太羹玄酒》、《子才父》

（圖57）之筆法，某些漢玉印也作此類平直筆法，但筆劃精美，黃

賓虹則是表現為平實簡勁。仿古璽朱文印《黃山山中人》與鄧石如《古

                                                 
79 〈敘摹印〉，《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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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子》（圖58）之古雅秀勁、方中寓圓的手法相近。 

此外，安徽歙縣一地，自明代以來出現許多有名篆刻家，在程邃

之前尚有印人朱簡。朱簡與李流芳、趙宧光為好友，是第一位以趙宧

光所創之「草篆」入印者，他參合鐘鼎古文，所作印能表現筆勢的動

態和使轉的筆意。又開始以碎刀之刀法治印，魏錫曾曾說：”修能碎

刀為鈍丁（丁敬）濫觴80”，因此朱簡不僅對徽派有影響，也啟發了丁

敬等西泠印派的刀法。黃賓虹在西泠印派之中對丁敬頗為欣賞，他寫

信給李尹桑曾說，”僕於西泠，差喜龍泓（丁敬），餘子圭角太甚，似

傷和雅。”在〈敘摹印〉一文中說，”浙中丁敬身（丁敬）魄力沉雄，

筆意古質，獨為西泠諸賢之冠81”。 

黃賓虹之朱文印《冰上飛鴻館》所體現的動態和筆意，就是源

自朱簡《質父》、《龍友》、《半日  》、《元春》、丁敬《石  老農印》82、

《寶所》、《右泉》（圖59）等，這一類筆意與刀意兼具，在錯落疏宕

之中不失古拙質樸的風格。 

從黃賓虹的自作印風格，可看出平實質樸、疏落自然、方圓並用、

古雅挺勁的特色，這與黃賓虹古文字書法（圖 60）所表現出的特徵

                                                 
80 魏錫曾，《績語堂論印彙錄》，見黃賓虹、鄧實編，嚴一萍補輯，《美術叢書》，第三集第二輯，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頁279。 
81 〈敘摹印〉，《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236。 
82 關於此印的風格，黃惇〈黃賓虹先生印事〉曾說「此印直取浙派首領丁敬「石□老農印」之法，

形制、章法、字法均似之，惟用刀較前爽利，隱去碎刀短切法，雖仿丁敬，而取舍之意彰然。」，

見趙志鈞，《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頁31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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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通的。 

 

四、黃賓虹古文字書法風格分析 

黃賓虹篆書的風格來源有二，一是清代書家風格的啟發，二是古

器物的文字風格。 

清代大篆書法的概況，第一節已經敘述，在此節則是要舉出一些

書家，其作風與黃賓虹有若干相似之處，擬藉風格之比較，更清楚黃

賓虹對清代書家風格的借鑒與取捨。 

此外，黃賓虹長期收藏研究各種古器物，包括鐘鼎碑刻拓本、古

璽印、陶文、封泥、古貨幣、古兵器等等，其中以古璽印之收藏研究

最多。黃賓虹與清代碑學書家一樣，喜歡直接取法金石，而且受到民

初古文字學發展的影響，他特別喜歡作古文書法。可惜古代墨迹之大

量出土，時代多晚於黃賓虹生存年代，因此他主要還是參考古器物。

過去有關黃賓虹的研究，亦多重視黃賓虹的「金石氣」，本文則嘗試

更具體討論「金石氣」在黃賓虹的風格中存在的方式。 

（一）與清代書家風格的關係 

在第肆章第三節，已經討論過黃賓虹在書論和筆法上受包世

臣、鄧石如、程瑤田影響的情形。但是比較黃賓虹（圖 61）與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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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62）書寫的大篆，仍有相當大的差異。主要在於黃賓虹所作

篆體，並非端整工穩一路，頗有運用草法的情形。因此要討論他與清

代書家的關係，首先必須探討清代書家自明代趙宦光創草篆以後，以

草法寫篆體的風格。 

「草篆」相傳是趙宧光所創。趙宧光認為草書源出於篆體，曾

在其書論《寒山帚談》說： 

字體原流同門異派，故草書或取於篆，或取於隸，或取於真，

無法不具，世人謂草出於真，此淺俗之見
83
。 

趙宧光草篆頭粗尾細，而線段中末段常製造飛白效果（圖 63），

他論飛白說： 

古人興到作飛白書，是以白而不飛者有之，飛而不白者有

之。⋯⋯字字求飛，畫畫求白，渾身是假，古意蕩然，此正

飛白不傳矣。作飛白書，當有餘地無餘墨，當有餘情無餘形。 

黃賓虹曾讀趙宧光的書論，對於趙宧光講求興到作書，自然不

造假，也頗為贊同，但是對飛白沒有予以特別注意。在〈冰谼雜錄〉

一文中有一段論趙宧光說： 

明趙宧光自號寒山子，作《寒山帚談》。自言古有以白堊帚作

字，一時興到，遂得佳書。及以善毫褚墨更作，翻覺去之遠

                                                 
83 《寒山帚談》，見黃賓虹、鄧實編，嚴一萍補輯，《美術叢書》，第七冊二集第五輯，台北縣：

藝文印書館，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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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故知興到作書，乃書第一義。⋯⋯余觀其中引證佚事，

采輯遺聞，多有足供藝林審擇者錄之。⋯⋯言善學書者，多

於敗處為功，始見名家脂髓，一經改綴，雖若無漏罅，瞞人

多矣，不特無以求作者用心，真境亦以索然。⋯⋯今觀寒山

所為書，有明叔季，洎乎清初諸老，皆師其意，名曰草篆。

謂以續飛白之脈，任率自好，前無作者。或詰之曰，大小諸

篆，何有此法？既謂之篆，惟古是遵，何得改轍？（趙宧光）

答云凡事取真不取假，用實不用浮，貴自然，不貴勉強。
84
 

黃賓虹作篆，和趙宧光的想法一樣，使用較自然的筆法，但不

同之處在於趙宧光收筆較纖銳，而且飛白常自筆畫中段的部份即已出

現，至於黃賓虹主要用中鋒鋪毫，起收之尖細更有參差、不計工拙的

意味。同時黃賓虹的運筆澀行，得包世臣「中實」之法，同時用墨較

淋漓，不刻意作飛白，和趙宧光就有明顯不同。 

由於趙宧光開草篆一體，清代書家也有作草篆者如傅山、楊法、

何紹基、朱為弼等，然所作不多。清早期的書家傅山以行草名世，也

有草篆作品（圖 64）。傅山是黃賓虹敬重的明遺民書家，黃賓虹對明

遺民書家多有研究，對於傅山寧醜論的內涵，也能深得弦外之音，在

第肆章第一節也討論過黃賓虹書論以拙為妍的思想，正是來自老莊哲

                                                 
84 〈冰谼雜錄〉，《黃賓虹文集》，雜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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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傅山的書論。所以在美學意識上，黃賓虹延著與傅山相同的路徑

前進。 

趙宧光之書論基本上是以晉唐為法，只是他在帖學的影響下，

能重視篆隸，法古以避俗。而傅山於書論則直詆趙、董帖學，推重顏

真卿之剛健正直，評書有「人書合一」的傾向85。在文字方面，趙宧

光曾作《說文長箋》，精通說文，草篆文字仍以說文小篆為主，而傅

山作草篆受到傳鈔古文之影響，例如「官」、「金」字，與《汗簡》、《古

文四聲韻》相合，「口」字的變化也與傳鈔古文的三角字形有關，起

收纖銳之筆法亦相似。整體來看，傅山用字頗奇，字形的變化表現出

奇峭古勁的特色。在用墨方面，傅山的作品中，使用王鐸（圖 65）

以來的漲墨手法，筆劃牽絲連帶，展現墨韻之神采。 

清代早期有一位草篆書家楊法（圖 66）的風格，黃賓虹曾經加

以評論。 

自明代趙宦光、董其昌，皆作草篆，學風所播，及於前清，

康雍尤盛。……其時潭渡黃族有字近垣，名以鍵者……工草

篆，不亞於寒山、玄宰。今觀遺蹟，雄奇渾灝，無險怪之惡

態，以視後來楊巳軍法、張老薑鏐所作篆書，應有雅鄭之分

                                                 
85 傅山有《作字示兒孫》詩曰：「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此詩並注曰：「⋯⋯然又須知，趙

（趙孟頫）卻是用心於王右軍者；只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

哉！爾輩慎之！毫釐千里，何莫非然。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

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參見傅山，《霜紅龕集》，卷四，台北：漢華，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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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86。 

楊法的線條中弧曲與扭動的部份，是有意識的加強文字的裝飾

性，受到漢繆篆以來的裝飾性篆體之影響，例如辵部弧曲的角度有一

致性，豎畫扭動的手法每次出現都很相似。黃賓虹講究運筆自然的律

動，不會效法楊法運筆結字的屈曲，所以雖然無法得見黃以鍵的草

篆，但從黃賓虹與楊法的比較，大致可以了解黃賓虹心目中草篆的「雅

鄭之分」。 

 至於清代中期大篆書家，與黃賓虹風格較有相通之處者，有何

紹基與朱為弼。 

何紹基認為「篆分真草本一事」，臨金文的草篆作品亦不少（圖

67、68）。黃賓虹的用筆與何紹基有相似之處，幾乎全用中鋒是兩人

最大的共同處，黃賓虹和何紹基所作大篆，其筆劃的柔韌的力量都是

蘊含在運動中。黃賓虹晚年作品例如「詩心畫趣無疆界，近水遠山有

性靈」（圖 69）、「和聲風動竹棲鳳，平頂雲鋪松化龍」（圖 70），和

何紹基的面目較為近似。不過何紹基在執筆上相當特殊，用迴腕圓空

之勢，此外，何紹基時有戰行之法（圖 71），黃賓虹的筆劃則比較挺

直，尤其黃賓虹三○、四○年代的作品，筆劃比較平整，不如晚年放

逸。例如「壯士有行佩罍鼎，幽人之居賦考盤」（圖 72）、「韋孟五言

                                                 
86 〈藝觀書畫小識〉，《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書畫出版社，頁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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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清詠，晉唐八法為工書」（圖 73）、「醉有詩能飲一□，丐餘潤足了

十人」（圖 74）、「朝夕用饗寶彝厥多朋友，官私惟得古璽長宜子孫」

（圖 75），與何紹基就於同中有異。 

朱為弼（圖 76）臨寫金文富於書寫趣味，大小錯落，不受到小

篆形式風格的束縛，這種書寫錯落的金文書法，筆劃澀行而不平滑，

和黃賓虹相似。但是朱為弼時用側鋒，而何紹基、黃賓虹則善於運用

中鋒的筆力和彈性。 

（二）與古器物及出土墨迹的關係 

（1）取法古器物多，而受出土墨迹影響，亦不獨尊金石氣。 

黃賓虹喜作古文書法，和清末民初可以見到許多出土古物有

關。由於清末民初對戰國文字的認識比以往進步很多，因此黃賓虹亦

對六國文字特別有興趣，這是他超出清代書家的地方。不過民初研究

戰國文字，大多從春秋戰國的銅器銘文、璽印、泉幣、陶文以及說文

古籀、傳抄古文等，去揣摩先秦文字的風格筆法，當時能見到的出土

文字墨迹不多。大批春秋戰國出土墨迹，出土年代多半晚於黃賓虹的

年代。例如《信陽長臺關竹簡》一九五七年出土、《侯馬盟書》一九

六六年出土，《青川木牘》一九七九年出土，《睡虎地秦簡》一九七五

年出土，《溫縣盟書》一九七九年出土，八○年代以後先秦文字墨迹

出土更多。但是這些墨迹都不是黃賓虹的時代所能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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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賓虹生存的年代，他能看到的出土墨迹只有四種，第一種

是甲骨朱書墨書墨迹，第二種是一九○七、一九一七年出土的《敦煌

漢簡》，第三種是一九三○年出土的《居延漢簡》，第四種是一九四二

年出土《長沙子彈庫楚墓帛書》。 

黃賓虹曾經臨寫《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圖 77，原簡圖

78），字體為八分，已有波磔，若干竹簡有連筆的草意。因此黃賓虹

從此一實證，可以得知書體變遷的過程，又知漢碑與漢簡為兩種面貌。 

黃賓虹在〈虹廬筆乘〉一文的「西陲簡牘」一節中說： 

近年漢魏書法墨跡，發現於古磚陶器者，時有所聞。英吉利

人斯坦因博士，發掘羅布淖爾北古城後，日本西本願寺大谷

伯爵光瑞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繼至其地，復事發掘，所得簡紙

頗多。……古簡文字最難識，其時最先者上承篆書，下接章

草。邊檄急就之書頗多譌略，斷爛之餘，不能求其義理，而

可見事實者不少，又藉知書體之變遷。又斯氏昔遊和闐，於

尼雅河下流廢址發掘晉初木簡數十，其所著《古於闐廢址考》

中，具寫其真，沙畹博士復為之考釋，具有條理。近代漢字

木簡之出土，實以此為嚆矢。茲攷釋敦煌、海頭等處所出木

簡畢，遂並致之上虞羅叔言參事，因成《流沙墜簡》一書，



 110

俾傳於世
87
。 

因此黃賓虹雖然受碑學書法理論影響深刻，但是並不獨尊碑學，

除了碑帖相參之外，出土墨迹皆能留心。他說： 

道咸以來，鄧包倡言北碑，蓋欲梂乾嘉人學董、米者柔滑之

弊。 今人漸知帖不可廢，已稍稍加意及之矣。前十餘年，敦

煌所發現晉魏人真蹟寫經頗多，可悟書法變遷之大因88。 

乃自前清同光以來，又數十年，齊魯封泥、殷商甲骨、周秦

陶器、漢晉簡牘、隋唐寫經之屬，屢有文字奇古，器物詭異，

至多且精，恆為前人所未睹。後世出土，千形萬狀，且駕疇

昔而上之。言攷古者，抱殘守闕，旁搜博引，加以攷釋，前

後成書，不啻數十家，因知古代制作，民俗遷移，歷史所傳，

俱可徵實。而周代古籀之文，大小諸篆，或沿六國西秦之舊，

或開三唐兩晉之先。窮流溯源，因文變質，名稱既異，物類

尤殊，有非金石可概者焉
89
。 

黃賓虹固然十分重視金石氣，但是黃賓虹所取於金石者，仍是在

自然古拙的境界，他強調在手書墨跡時，用筆應自然使轉，方圓並用，

方中寓圓，不刻意模彷銘文刻辭的外貌，而能發揮毛筆軟毫的彈性與

                                                 
87 〈虹廬筆乘〉，《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09。 
88〈答鮑梅林問〉，《黃賓虹文集》，書畫編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09。  
89〈金石學〉，《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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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王壯為先生曾說： 

今日所可見最古之墨跡，為甲骨上硃墨原書未刻者，為長沙

出土之帛書，為長沙出土之戰國楚簡，為西北發現之兩漢竹

木簡，凡此諸跡，論時代且古於若干金石刻辭；論筆意筆勢，

雖皆古而不今，然與習見前秦漢六朝金石拓本中之氣息，又

復大異其趣。其中較多圓渾，較少方峻；較多自然，較少造

作。因念古賢自已古矣，當其援筆為書時，自然有古氣流露，

然未必蓄意以為金石氣，有類懸鵠而擬之者也。是則所謂金

石氣者，實出自吉金樂石，出自鐘鼎盤盂，出自碑碣摩崖，

出自紙墨槌榻。易言之：非直接出於書者之手，實間接出於

器物者也。⋯⋯凡天然漸進之失真，仍必有其天然之美妙，

與人為摹擬者不同。此失真後之天然，可謂之為人天結合之

一新境，人天化身，別現妙相。此亦正愚所謂，金石氣自是

法書中至佳之一格之意。
90
 

因此「金石氣」雖有佳妙處，若專在外表執著於「金石氣」，反

而顯出人為造作。此種以「自然」為上乘的想法，正是黃賓虹已領悟

並實踐的方向。 

（2）先秦古文的影響 

                                                 
90王壯為，〈金石氣說〉，《書法叢談》，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5，頁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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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賓虹對於古文書寫風格的借用，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說：一

方面是前已提過的清代書家所寫的「草篆」。這類草篆多是用魏晉以

後的行草筆法來寫古文篆體，也就是說，實際上是用屬於今文字系統

的今草筆法，去寫屬於古文字系統的古文篆體。在書寫技法上雖然也

有法古崇古的傾向，實際上是書家揣摩古人的成份多。另一方面，黃

賓虹也可以在金文、帛書、古璽、兵器、貨幣上，看到較能表現自然

手寫習慣的篆書91，此種日常書寫的字體，運用於帛書、古璽、兵器、

貨幣上極多。 

首先，金文亦有以草篆刻成的事實，在阮元時已經發現。阮元

曾經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錄有《乙亥鼎》（圖79）的銘文，他

認為《乙亥鼎》字體為草篆，遼草而不能盡釋，而且其言下之意是，

《乙亥鼎》的這種荒率的篆體影響畢竟不大，予以著錄不過為了聊備

一體而已： 

當時固有草篆施之鼎彝，未免太簡，錄此銘以備一體。
92
 

黃賓虹曾臨寫許多西周金文，例如《大盂鼎》與《師寰簋》較

有興趣。黃賓虹的臨寫方式，也很強調自然疏落的書意。例如《大盂

鼎》（圖 80，圖 81）之肥筆的處理，多是一筆寫就，似乎在探究西周

大篆的書寫狀況，而非西周金文之外貌。又如他臨西周中期懿王時期

                                                 
91 有關篆體分正、草二體，草體為日常書寫體之說，參見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見華正人編，《現代書法論文選》，台北：華正，1984，頁333-360。 
92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四，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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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盤》（圖 82），亦是比原拓（圖 83）偏草。 

一九三三年，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一批戰國中晚期楚青銅器。

黃賓虹是安徽人，他很快就注意到這批銅器的出土，在一九三四年〈東

周金石文字談〉一文中他就提到這批出土物。其中特別提到《楚王□

□鼎》（圖 84），此鼎文為篆體，筆劃圓曲有草意。 

奇古雖不可盡識，要與古陶泉幣款識相類，於周秦璽印，尤

多符合。⋯⋯六國文字，上承甲骨鐘彝，下啟秦篆許書，歐、

趙未睹之文，籀古遞嬗之迹，為讀周秦諸子者，宜深研幾
93
。 

除了戰國時期的楚國，其他各國金文（圖 85）、以及黃賓虹所收

藏的戰國璽94（圖 86），都可以找到一些字體較近於自然書寫者。這

些篆書字體足以啟發黃賓虹，古人篆書如何在大小錯落、參差不齊的

自然書寫中，表達古質樸拙之美，同時在字形的變化中，發揮一種自

由的精神，這與黃賓虹書論所追求的「不齊之齊」的「內美」，以及

先秦「民學」的精神，是相契合的。 

（3）捨精巧的裝飾，取質樸的美化 

黃賓虹的所書寫的古文字書法，因為與古器物有關，因此也感

染了器物工藝的裝飾性。以字體的工藝美術性而言。其一是線條變為

縱長，或平直以求奇勁，或轉為流麗以求精巧。其二是使用鳥蟲書作

                                                 
93〈東周金石文字談〉，《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399。 
94 有關黃賓虹收藏璽印之分域，主要參考莊新興，《戰國璽印分域編》，上海：上海書店，2001。

及施謝捷，〈《古璽彙編》釋文校訂〉，《印林》，1995年10月第16卷第5期，頁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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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美化。黃賓虹表現出來的並不是南方精巧流麗的裝飾形態，也不

使用鳥蟲書，而仍然保有質樸的精神，在挺拔縱長的體勢中得清奇古

勁之美。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常將西周的大篆，拉長筆畫，此種縱長的

形態，具有裝飾性意味。而這種風氣，於春秋時代就由長江流域的楚、

徐、吳、越開始，最後普遍影響了黃河流域的中山國、齊、晉、秦等

地。楚、徐、吳、越文字之裝飾性奇詭華麗，線條婉曲精美（圖 87）

95。秦國由於有「史籀篇」作為字書，故周秦文字一脈相承。秦系文

字有用筆圓渾的特色，在金文上通常是以拉長字形來美化，很少加飾

點，具有端整的特色。一方面雖感染了南方裝飾美化文字的風氣，一

方面仍然保留較多的西周大篆的風格。如秦公鐘（圖 88）、秦公鎛（圖

89）。燕系文字有樸茂的特色，文字結構較鬆散，黃賓虹收藏了若干

燕系的朱文璽（圖 90）。至於晉系文字，黃賓虹曾臨寫春秋戰國的□

羌鐘（圖 91，原拓圖 92），□羌鐘或說周王室之器，或說晉器96，風

格上此器字形縱長，又具有裝飾性，只是格中的文字太過整齊。晉系

                                                 
95 有關金文分南北兩系風格的說法見於郭沫若一九三四年《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序文，參

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第二冊，上海：上海書店，1999。此外三○年代對於齊楚風格

加以區別者，有胡小石《齊楚古金表》一文，胡小石說：「齊楚兩派同出於殷，用筆皆纖勁而多

長，其結體多取縱勢。所異者，齊書寬博，筆畫平直而流為精嚴；楚書流麗，筆畫婉曲而流為奇

詭。」見於《胡小石文集》上海：上海古籍，1982，頁174-192。而戰國文字分為五系始於李學

勤，〈戰國題銘概述〉一文，刊於《文物》，1959年第7期，頁50-54；第8期，60-63頁；第9

期，頁58-61。 
96 有關□羌鐘的國別，叢文俊先生認為以周王室之器較為可信，見〈春秋戰國金文書法綜論〉，

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春秋戰國金文卷》，北京：榮寶齋，1997，頁12。沃興華先生認

為是晉器，參見沃興華，《插圖本中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2001，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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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璽也有整齊的特色，結體精嚴整齊，黃賓虹收藏晉璽亦多（圖 93），

只是黃賓虹書法尚不到晉璽之平直整齊。 

黃賓虹與齊系文字的裝飾傾向有相似之處，以璽印來說，齊系璽

印與晉系比較，不及晉系之嚴整勻細，但更多質樸自然。黃賓虹對於

齊魯的陶文亦有研究，所收藏的陶文多半出自齊魯等地，在（一九三

○年）《陶璽文字合證》，他提到陶文朱文一類的秀勁與奇肆（圖94），

他說： 

古陶拓片文字既可實證璽印之用，書體中有雄渾秀勁約分兩

種，皆足為書法源流之參考。又刻筆畫極細者，尤恣肆有奇

致
97
。 

觀察黃賓虹的書法，多是以清疏勁挺之致取勝。齊朱文璽（圖

95）、齊系金文（圖 96-99）、陶文，都出現黃賓虹所說的「秀勁」、「恣

肆有奇致」的特徵，這種字體代表齊系文字富於工藝設計意念的美術

字體。齊人尚質，其裝飾作風主要是將字形拉長美化，但和南方楚系

之修長擺動的長線條、婉轉流麗的曲線比較起來，相對之下樸素甚

多。與秦系文字比較，齊字線條更為挺直，但是平直的程度又不如晉

系《□羌鐘》、晉璽文字之易於落入程式化，所以在結構上雖不如其

嚴謹，但是符合尚質自然的精神。黃賓虹正是取其挺勁的外形和自然

                                                 
97 《陶璽文字合證》，上海：神州國光社，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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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格。 

整體來看，黃賓虹在理念上與趙宧光、何紹基「篆分真草本一事」

相同，皆能打破書體界限，在篆體中加入行草筆法。用何紹基的中鋒，

來表現遒勁的風格。同時參照金文、璽印等六國文字古文，流露先秦

書寫體的自然，發揮古文變化多端的特色。在體勢上，他同時受到清

代草篆書家行草結體，以及古器物金文、璽、陶中清疏勁拔一類篆體

的影響，故採取修長挺直的體勢、布置清疏的形態。但是為了不違背

「自然」之美的最高標準，因此他的裝飾性較為質樸，而且不過於整

齊，和齊系的裝飾精神較為相近。從黃賓虹的風格來看，可知黃賓虹

由於對古文字的認識，而能成為率先投入六國文字之研究考釋與書藝

發展的書家，將金文、古璽印、陶文等融入古文字書法，開拓出個人

書風的特色。 

 

（三）黃賓虹古文字書法風格之分期特色 

目前可以見到黃賓虹早期的古文書法作品，多是一九二○年代後

期的作品（圖 100），一九二○年代後期，古文字學已經逐漸形成一

學科。在第參章第二節，也討論過黃賓虹在一九二○年代印譜，已逐

漸跳脫傳統金石學的束縛。因此其古文書法作品的產生，與其古文字

學的研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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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代，黃賓虹的古文書法創作，在字形的變化上

頗為留意。同一個字會變換字形，以使每一次寫出面貌都不相同。例

如一九三八年「花錯尊罍金出治，筍齊劍戟玉成林」、一九四三年「花

錯尊罍參畫趣，光生璜璧見文章」（圖 101、圖 102），兩聯上聯文

字雷同，而寫法不同。又一九三九年「采繪成圖謀歲月，文辭逮古得

津梁」、 「采繪成圖謀歲月，樂章歌曲合華夷」（無紀年）、一九

四七年「寶繪成圖謀歲月，樂章製曲會華夷」（圖 103、104、105）。

也是上聯幾乎相同，寫法完全不同。其文字變化也考慮到與整聯文字

筆畫繁簡、形勢向背的配合，以達成整體的協調性。黃賓虹此時期的

書法結體內斂狹長，筆畫粗細任使轉而變化，但大體上是均勻而細勁

的。此時黃賓虹這種形態挺拔，筆力堅實的風格已經形成，與二○年

代後期的作品相比，個人的風格特徵已經更明顯。 

到了一九五○年以後，其線質有明顯改變，藏鋒更不明顯，中

鋒之力道運行於參差之筆劃中，使筆則各種方向縱橫恣肆，因此筆勢

運動的形迹，使線條由三○、四○年代略帶戰行的勻稱，變得更加遲

澀。布白則錯落無定狀，作到了黃賓虹一九四八年「國畫之民學」一

文所說的大篆「不齊之齊」的精神。例如，一九五O年「鈞天樂作魚

龍舞，大夏功成燕雀齊」（圖106），和一九四四年的「魚戲月華生

細浪，龍盤山勢向高原」（圖107）相比，起筆收筆更顯出不計工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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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狀。兩聯「魚」、「龍」等字寫法，即能顯示晚年結體更自由。

又如一九五二年「詩心畫趣無疆界，近水遠山有性靈」（圖108），

筆畫律動特別明顯，每一字個別看來似不穩，但是行氣在或左或右的

回轉中，最後又能達到通篇的平衡。因此在晚年，他的表現已經完全

不計較單字的安排，而是力道如何貫穿整個章法。一九五三年的「和

聲風動竹棲鳳，平頂雲鋪松化龍」（圖109），斜向的舒展與縱向走

勢的配合並進，比「詩心畫趣無疆界，近水遠山有性靈」更明顯。晚

年這種作品對縱勢的開張，以及線條的舒卷，頗逸出三○、四○年代

的挺直勁拔之外，「和聲風動竹棲鳳，平頂雲鋪松化龍」一聯用枯筆，

另一聯則與其繪畫使用宿墨之效果有關（圖110）。一九五三年「心

腸鐵石梅知己，肌骨冰霜竹可人」（圖111）。方圓並用，形迹有蕭

散之意。每字筆畫疏疏落落，似解脫再組合，時而方折，時而圓轉，

筆畫之繁簡不依賴粗細來調整平衡，而以大開大闔的章法來調整。早

年作品或有結字緊斂的狀態，如「文辭華美集羣玉，賓客雍和陳庶羞」

（圖112），晚年則密處仍有清朗之風，疏處則行無滯礙，拙意筆趣充

實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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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書家生卒年表 

 
李斯（bc.208） 
徐鉉（916-991） 
趙孟頫（1254-1322） 
徐渭（1521-1593） 
董其昌（1555-1636） 
趙宧光（1559-1625） 
朱簡（1570-？） 
黃道周（1585-1646） 
王鐸（1592-1652） 
倪元璐（1593-1644） 
陳洪綬（1598-1652） 
程邃（1605-1691） 
傅山（1607-1684） 
鄭遺甦（1607-？） 
龔賢（1610-1689） 
漸江（1610-1603） 
髡殘（1612-？） 
顧炎武（1613-1682） 
鄭簠（1622-1693） 
朱彝尊（1625-1709） 
朱耷（1626-1705） 
石濤（1642-1707） 
王澍（1668-1743） 
丁敬（1695-1765） 
江聲（1721-1799） 
程瑤田（1725-1814） 
汪啟淑（1728-1799） 
錢大昕（1728-1804） 
鄧石如（1743-1805） 
程荃（1743-1805） 
汪中（1744-1794） 
蔣仁（1743-1795） 
黃易（1744-1802） 
巴慰祖（1744-1793） 
錢坫（1744-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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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岡（1746-1803） 
洪亮吉（1746-1809） 
孫星衍（1753-1818） 
張惠言（1761-1802） 
陳豫鐘（1762-1806） 
阮元（1764-1849） 
張廷濟（1768-1817） 
陳鴻壽（1768-1822） 
瞿中溶（1769-1842）、 
朱為弼（1771-1840） 
吳榮光（1773-1843） 
徐同柏（1775-1854） 
包世臣（1775-1855） 
屠倬（1781-1828） 
趙次閑（1781-1860） 
達受（1791-1858） 
吳式芬（1796-1856） 
吳讓之（1799-1870） 
何绍基（1799-1873） 
吳廷康（1799-1888） 
陳潮（1801-1835） 
錢松（1807-1860） 
莫友芝（1811-1871） 
吳雲（1811-1883） 
曾國藩 1811-1872 
吳咨（1813-1858） 
楊沂孫（1813-1881） 
陳介祺（1813-1884） 
王國維（1817-？） 
方濬益（-1899） 
俞樾（1821-1906） 
胡澍（1825-1872） 
徐三庚（1826-1890） 
趙之謙（1829-1884） 
潘祖蔭（1830-1890） 
王石經（1833-1918） 
吳大澂（1835-1902） 
吳昌碩（184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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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榮（1845-1900） 
孫詒讓（1848-1908） 
陳寶琛（1848-1935） 
黃士陵（1849-1908） 
沈曾植（1850-1922） 
沈曾植（1852-1922） 
劉鶚（1857-1909） 
康有為（1858-1927） 
曾熙（1861-1930） 
端方（1861-1911） 
黃濬（-1937） 
齊璜（1863-1957） 
羅振玉（1865-1940） 
吳敬恆（1865-1953） 
宣哲（1866-1942） 
孫儆（1866-1952） 
吳隱（1867-1922） 
李瑞清（1867-1920） 
章太炎（1869-1936） 
強運開（-1930） 
易大庵（1872-1941） 
梁啟超（1873-1928） 
黃節（1873-1935） 
鄧實（？-1948） 
應均（1874-1941） 
趙時棡（1874-1945） 
陳漢第（1874-1949） 
童大年（1874-1955） 
陳師曾（1876-1923） 
蕭蛻（1876-1958） 
王襄（1876-1965） 
葉玉森（1878-1939） 
高劍父（1878-1951） 
于右任（1878-1964） 
丁佛言（1878-1930） 
金息侯（1878-1962） 
王福庵（1878-1960） 
馬宗藿（1879-1976） 
黃  石（1879-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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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含光（1879-1959） 
費硯（1879-1937） 
丁輔之（1879-1949） 
馬衡（1881-1955） 
章士釗（1881-1973） 
余紹宋（1882-1949） 
李尹桑（1882-1945） 
鄧爾雅（1883-1954） 
沈尹默（1883-1971） 
馬一浮（1883-1967） 
壽石工（1885-1950） 
楊仲子（1885-1960） 
錢玄同（1885-1939） 
簡經綸（1888-1950） 
高奇峰（1889-1933） 
馬公愚（1889-1969） 
喬大壯（1892-1948） 
郭沫若（1892-1978） 
郭紹虞（1893-1984） 
容庚（1894-1983） 
董作賓（1895-1964） 
王獻堂（1895-1960） 
于省吾（1896-1982） 
王个簃（1896-1989） 
謝覲虞（1897-1935） 
潘天壽（1897-1971） 
鄧散木（1898-1963） 
陸維釗（1898-1980） 
潘伯鷹（1899-1966） 
瞿秋白（1899-1935） 
朱复戡（1900-1989） 
馮康侯（1901-1983） 
方介堪（1901-1987） 
商承祚（1902-） 
顧廷龍（1904-） 
于希寧（1912-） 


	一、黃賓虹書法理論
	二、近代篆書發展與古文字書法之興起
	三、黃賓虹自治印與書法的關係
	四、黃賓虹古文字書法風格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