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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目

27

謝鴻軒

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1L.揚我國書法藝術，應日本書道

協會與產經新聞社聯合邀請，至日本舉行「中華民國書法展」。在此光輝十月中，史

物館在美國已有數處同時展出館藏文物，並對日本另一書道團體提供館藏書畫，亦將

展出。為重視此吹「中華民國書法展J '何浩天館長在應邀之初，即商請鴻軒就謝氏

于聯齋所攝民國紀元以來名家書法選出若干件，提供展出，為贊襄鼎舉，鴻軒欣然同

意，全力支持。

日本主辦單位，決定以東京古代遠東博物館美術大廳為展覽場所，預計可以懸掛

展品約二百件，國立歷史博物館精選館藏約七十件，于聯齋初選一百八十家法書，經

史物館敦聘專家審查，選定一百三十七件。關於展出國文孫中山先生墨寶，更慎重其

事，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亦在審查委員五人小組之列，成以為國文在日本所寫「

天下為公」四字，或「博愛」二字頗多，此次臨大展出，決議再請于聯齋提供國文

手書: r驅除鰱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圈，平均地權J '同盟會誓詞十六字，析為八

言巨聯。綜計謝氏于聯齋提供展品凡一百三十八家各一件，其中對聯即有九十六副，

連同史物館所提七對，合為百有三聯，約占展品之半數。因此，鴻軒參與座談會，即

以「漫談中國對聯」為講題。就教於各位。

二、中國文字之特質

中國文字構造之義例，先儒歸納為六種，所謂六書，即是指事、象形、形聲、會

意、轉注、假借。研究文字學，亦即小學之專書甚多，無待贅述。但中國文字之特質

，厥有二端，一日孤芷、一日單音。由於一字一音之關係，則用以為文，臨易報成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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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之文辭，且又便於對杖，故造成無數之偶對，因而產生斯文、律詩及對聯，此可貴

之美文，為中國文學之一大特色，而為他國所絕無者也。

伏羲畫八卦，為我國文字之胚胎，八卦之象如下:

天為乾 - -坤為地 一-坎為水 - -離為火

- -震為雷 - -良為山 -兌為澤 一-龔為風

就上列卦象觀之，足見中國文字，先天即具有對仗之特性，陰妥興陽妥相對，使

見天對地、水對火、雷對山、澤對風。鴻軒恭撰國民大會祭告 國艾文(此文于1入抽

著元首頌言彙編卷首，並列入餅文衡論附錄)其中有一聯偶句對曰: r先澤降自堯天

、生靈胥悅。龔風被於禹甸、草木皆春。 J 即用梵澤與龔風屬對。

兩卦相重，合為一卦，遂有六十四卦，易經對此闡述甚詳。在六經中以易經製作

為最早。孔子五十以學易，因按讀之勤，乃至韋編三絕。孔子為易經所作十翼中，尤

以乾坤丈言及繫辭傳上下，最為精妙。劉彥和(線)文心雕龍麗辭篇曰: r易之文繫

，聖人之妙思也 oJ 據清儒阮芸臺(元)書雪是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所考，乾文言「一篇

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入，韻語凡三十有五。 J 因而推之為「萬古文章之祖J 0 阮氏所

作文言說，復申之曰: r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日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 o J 其子阮

福，承其家學，在文筆考原注中，亦謂「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

一百一十j 。

在斷散同源，奇個不分之古代一三代時期，聖經賢傳，類多儷語。逮至春秋戰國

，諸子百家爭鳴，學術大昌，辭藻尤瞻，拙著餅文衡論(此書五十萬言，台北廣文書

局印行，上、中、下三冊) ，特闢「五經騏偶學隅j 及「詳子騏偶學隅j 兩章。

其後整辭、漢賦，為餅體之先聲，文章之極則。而餅四儷六之文，乃六朝文學之

特色，于時作者如林，而以庚信、徐陵為泰斗。及至初唐，天下昇平，朝廷獎轍，繳

聲韻之學大興，非但騏文之法大備，而近體詩(律詩、絕句)亦應運用而生，唐代文

學鼎疇，更為詩之黃金時代，要皆與中國文字特質息息相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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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聯之起源

29

騏文由若干對句組合而成，每文所用對句多寡不同，或為長篇，或為短章。律詩

以八句四韻為常格，第一、二句為發端，第三、四句為領聯(即前聯) ，必有頁對杖，

第五、六句為頸聯(即後聯) ，亦須對仗，第七、八句為落句。十旬以上多至數十韻

或百韻者，則稱排律，除發端、落句可對可不對而外，餘皆必須對杖。至於對聯，自

成一體，始見於史籍者，去日宋史卷四百七十九，蜀世家所載吾吾王孟昶一則史事曰:

「每葳除，命學士為祠，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撰祠，昶以其

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拉是聯作於宋太祖乾德三年，時當西元九六五年，迄已歷時干載。蜀禱韌[亦載其

事，清人梁輩輩且極聯叢話，以為此聯「實後來艦聯之權輿」。

衡山趙氏所藏宋陳希英(搏) I開張天岸馬，奇遭人中龍」一聯，故宮博物院存

有朱晦庸(熹)所書四言聯(蘭干山館舊藏) ，皆為靠衣樣，其原書非檻聯也。宋元

書家對聊，不但未能保有真蹟，即影印聯語，亦屬罕見。

明太祖雅好斯道，相傳於除夕日微服出巡，參觀民間春帖，典之所至，輒御筆書

賜，傳為佳話。上有好者，于必甚焉。由此風氣一闊，演用範圍日廣，學凡亭臺、樓

閣、祠廟、廳齋、名勝、古蹟，以至酒肆、茶館、商店、民居，多懸掛對聯，傳至清

代，撞事增華，乾嘉以後，蓋尤星害，焉，名流學者，靡不檀於此道也。

四、對聯之用途

晚近對聯之用途，約略可分下述諸類:

(一)春聯一新年張貼門廳及適當處所，往日於土地、富神供奉處，均貼聯語。

(二)儘輛一懸掛於廳齋、桐罵街、古蹟、機關等處。

(~)賀聯一壽龍、婚腸、開業等喜慶所用，往日登科亦用之。

(閻輛輛一哀悼死者所用。丁似庸(治理專)先生為撰近代名賢墨蹟五輯序，嘗云:

「清代學者且競以為喜慶喪祭致情之作，妥之者則審慎品評，以張懸之地，第其甲Z

，曾文正輔胡太夫人一聯，特書示其弟云，胡家聯必多，此可望前五名否，以文字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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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之厚薄，此可知矣，今茲其何如也。 J 讀之亦有同感。

(司題贈之聯一頌揚、推許、勸勉、飽贈他人用之。

(六)戲作之聯一多屬文士設諧之作。略舉二則:

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談及四川將領劉文輝之娃婚娶，控為長兄之子，其兄已殼，

文輝排行最末，娃呼之日么叔，劉文輝竟與寡蟬聯名印發請束，時有文士劉師克戲作

一輛，聞者莫不捧腹，其聯曰:

大體有心當太太。 么叔增點做公公。

民國初年，江都方地山，自署大方，擅作對聯，時人號為「聯聖J (此次展出館

攝一聯、千聯齋亦藏有二對) ，為袁世凱西賓，葉子克文、克夏均師事之，歲惠、詢

以是否南歸度歲，大方對客揮毫，自書一聯曰:

出有車、食有魚、當世孟嘗能客我。 妻雙未敞、金未盡、今年季子不還鄉。

接是聯名為春聯，實係游戲文章。

五、對仗之方法

劉產和(融)別對仗之法，為言對、事對、正對、反對四種，其文心麗辭篇曰:

「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旁J 。並各學實例以明之。

唐人上官儀有六對、八對之名目。

所謂六對者:一日正名對、二日同類對、三日連珠對、四日雙聲對、五日疊韻對

、六日雙擬對是也。

所謂八對者:一日的名、二日異類、三日雙聲、四日疊韻、五日連縣、六日雙擬

、七日回文、八日隔句諸對是也。

日本高僧遍照金開II (金剛宰寺禪念沙門)研究中國文學，造詣極深，著有文館秘、

府論六卷，以天地東南西北，則其卷吹。東卷(即第三卷)論對，精心探究，分對仗

之方法為二十九種對。茲節錄其目吹如左:

」日的名對、二日隔句對、三日雙擬對、四日聯縣對、五日互成對、六日異類對

、七日賦體對、八日雙聲對、九日疊韻對、十日迴文對、十一日意對。

右十一種，古人同出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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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平對、十三日奇對、十四日同對、十五日字對、十六日聲對、十七日側對。

右六種對、出元兢髓腦。

十入曰瞬近對、十九日交絡對、二十日當句對、廿一日含境對、廿二日背體對、

廿三日偏對、廿四日雙虛實對、廿五日假對。

右入種對，出較公詩議。

廿六日切側對、廿七日雙聲側對、廿八日疊韻側對。

右三種對，出崔氏唐朝新定詩格。

廿九日總不對對。

此書所論二十九種對，分別舉例釋明，以見作者之用心，或謂日本書家寫對聯者

絕少，而此吹展覽，則以對聯居多，何故?錄此，兼答詢者。

六、對聯之型態

前述對杖之法，論者多學古人詩句為例，作聯者固宜參考。聯雖小道，工之甚難

，必當精心巧構、字斟句酌、對於數字、色彩、虛實、方位，皆須留意，而平仄聲調

，亦不可忽，茲將通用對聯之型態，再學數端略述之:

付單句對一常用之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聯多屬之。此乃對杖之基贅，且應用

最廣。二言、三言聯，亦屬單句對，椎用之甚少。

(二)偶句對一又名雙句對，亦即前述之隔句對。上下聯各為二旬，入言聯以上多屬

之，即第一句與第三句對、第二句與第四句對之。

(~)長偶對一上下聯各為三旬以上者，在長聯之中，往往可運用當句對之方法。

(叫集字聯一寫王字者，多集俱帖(蘭亭集序)中字為聯，寫童安隸者，多集碑稿中

字為聯，略如吳昌碩喜集石鼓文為聯，羅振玉喜集甲骨文為聯。今春，友人影印新出

士中山王鼎銘、車銘資料寄來，鴻軒會集銘文得一百六十聯，尚未發表。

因集句聯一昔時大書家寫五言、七言聯，喜集古人詩句為之。寫入言聯，多集文

句。寫長聯，喜集宋詞。近人語言鎮有嬋花媚竹館宋詞集聯入卷。千聯齋曾于n高逸鴻書東

坡赤壁賦所附集聯，即鴻軒初集前後赤壁賦句得二十聯，由故友高逸鴻兄書成，其後

又集有十二瞬，並得高書，容他日續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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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嚴字聯一昔時商店春輛，或寺廟檻聊，多用單是字，近人亦有專愛斯道，鴻軒偶

為之，略舉二例:

民國六十一年夏，為鄉賢馬木軒壽華撰入秩壽序(是文刊入拙著美意延年粹編)

，序戚、復贈之以聯曰:

壽世宏丈，參天大木。 華堂集錦，愛日名軒。

按是聯臨嚴馬氏名與字，全文平仄均合，無一枷字。于時中國文化大學美術館，

名日木軒堂，創辦人張曉宰(其昀)先生見而稱賞，即集黃石齋(道周)字刻木為巨

聯，懸諸正廳。

鴻軒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講餅丈二十餘年，某歲、男生王誠一，與女弟子徐文

芹聯姻，求贈一聯，妥集經書四旬，嚴入二生名字以胎之，聯曰:

誠者自成(中庸) ，日定于一(孟子)。

文而有體(左傳) ，薄采其芹(詩經)。

此十六字，皆為古人語，雖偶有所得，然特向諸生聲明，下不為例也。

他回文聯一璇磯織錦，始於蘇蕙(若蘭)，歷代大家亦偶敷之，如東坡詩集，即

錄有數首。上官儀八對中，暨文鏡秘府論二十九對中，皆列有回文，椎所學詩例，尚

嫌有欠工整。近代大師博心會(儒)特擅回文詩聯，嘗書贈鴻軒一聯(收入拙編近代

名賢墨蹟三輯)，其聯曰:

低雲井水臨風晚，遠樹寒窗對月明。

迴讀是聯曰:

明月對窗寒樹遠，晚風臨水井雲低。

民國六十三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搏心會遺作展，鴻軒率諸見女前往參觀，命

見輩分鈔題畫詩及其行楷詩聯，得回文數首，讀之甚喜。厥後，鴻軒偶有教弩之作。

六十七年、張大干先生摩耶精舍落成，嘗登門拜賀，賦贈回文七律，錄之如左:

大于大師雙豁山居，賦贈回文:

清妻自淺潤兩宰奇。古樹芳花傍石移。

晴院小吟豪客醉。晚梅寒點倦翁詩。(對句)

薑高掩楓飛雲滯。竹密遞窗熙、月遲。(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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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世遠傳真妙筆。生平慰事樂歸期。

迴讀前詩:

期歸樂事慰平生。筆妙真傳遠世名。

遲月照窗遞密衍。滯雲飛棟掩高薯。(對句)

詩翁倦點寒帽晚。醉客豪吟小院睛。(對句)

移石傍花芳樹古。奇宰兩i間淺給清。

七、贈聯答謝

33

中華民國書法展，承主辦單位籌劃周詳，並蒙盛情招待。中國諺語有去:r秀才

人情紙半張J '謹撰帳字回丈二聯，分別奉贈，藉答雅芳。因兩聯所分嚴「產經」與

「書道」字音，平仄有別，依對聯常格，迴讀稍異，並此陳明。

(寸贈產經新聞社回文聯:

產物新聞博士術。 經文古學漢家儒。

迴讀聯文:

術士博聞新物產。 儒家漢學古文經。

(二)贈日本書道協會回文聯:

書成好帖法顏柳。 道貫全經傳孟萄。

迴讀聯文:

苟孟傳經全貫道。 柳顏法帖好成書。

附錄:中華民國書法展訪日記事雜詩

扶搖鵬翼向雲天 直達東瀛降羽田

迎迂偏勞新舊雨 娛心翰墨締深轍

中華民國書法展，於七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日本東京舉行，國立歷史博物

館商請謝氏千聯齋提供展品百有三十八家各一件，訪日代表團於前一日上午

由中正機場起飛，未刻抵東京羽田機場，日本書道協會、產經新聞社、我國

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中山學會日本總會負責人及僑領丈亮先生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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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至機場歡迎。

千頃澄渡德望崇 滄瀛八渡播丈風

而今更覺空前盛 送展還逢雪夜中

中華民國書法訪日代表團團長程滄波先生，嘗八次東渡，弘揚書法，以為此

次盛況空前，二十八日晚宴致詞中，強調「雪中送提」之膏。

隨侍憲壇歷半生 尼山道貫古今行

更從海國聆高論 一得何當賜好評

孔子奉靶官、總統府資政孔德成先生，為名譽團長，孔氏累膺國民大會主席

團主席，此吹講述「中國文化與書法 J '至為精闢，博承細閱鴻軒講稿，面

賜嘉許。

欣然、浮海行吾道 少長群賢萃一堂

談藝揮毫曾竟 日 座無虛席到終場

十月一十日舉行紀念書道演講會句，上午由引躍三先生主講，余與姚夢谷兄在

下午演講，後由張君炳煌揮毫作各體書，與會約三百人，靜聽講譯，多作筆

記，竟日無一人退席，具見東鄰人士熱愛書道之精誠也。

單音孤立皆奇特 調協官商世更無

話到檻聯臻妙境 斯文獨具漢家儒

鴻軒講題為「漫談中國對聯J '詳見講稿，以「贈聯答謝」作結，分時日本

主辦單位嚴字回丈二聯，塗成後，由國立歷史博物館裝樣，是時懸於講堂，

講畢奉胎，所帳「產經j 二字回丈聯曰: r產物新聞博士術，經丈古學漢家

儒」。又嚴「書道」二字回丈聯曰: r書成好帖法顏棚，道貫全經傳孟萄」

。回讀從略。

餓籌交錯聽囂呼 追頌兀或德化敷

信是斯文同骨肉 弘揚書道至'I 東都

十月二十日晚宴酒會，場面略大，主人致詞，稱頌先總統 蔣公盛德，散會

前，一致歡呼「中華民國萬歲J '至為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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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展是山陰道 勝地宏開中正堂

疊石移花無俗韻 詩人身在自雲鄉

十月三十一日，先總統 蔣公謎辰，旅遊箱根名勝，恭弱中正紀念堂，此堂

為產經新聞社董事長所建，其夫人並於是日在紀念堂樓中歡迎，備有茶點招

待。

蝸諷西風蘆荻秋 淡雲接水兩悠悠

停車坐愛湖山景 紅葉凌霜入醉眸

箱根回程，道節蘆潮，停車觀賞，沿途紅葉滿山，、淘勝景也。

美雨東來洗樂園 移山填海證前言

忙中難得倫閒趣 友誼殷勤答壽曹

十一月一日，為訪日行程中唯一之自由活動，僑領丈亮先生陪余夫婦同遊迪

斯奈樂園，晚復邀宴，旅日立法委員韓灼豐先生在座。今春為撰文母符太夫

人百齡壽序，此番殷勤招待，至感熱忱。

翰札勤披兩百家 又從海外摟菁華

蒼天賦予書生任 衛道那堪對客誇

庚戌冬，因赴香港出席世界昭倫宗親大會 d 曾得黃氏憶江南館舊藏名人翰札

近四百家，此行在日本華僑張府，獲觀兩百家翰札，於是摘記目錄，分託友

人洽請惠讓，已有結論，亦樂事也。

發亥冬月 繁昌謝鴻軒識於干聯齋

A幽幽幽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