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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面的書法名跡為例

1.西周《虢季子白盤》

2.漢朝《禮器碑》

3.東晉王羲之《蘭亭序》

4.唐朝褚遂良《雁塔聖教序》

5.宋朝黃庭堅《花氣薰人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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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虢季子白盤》

商周朝的青銅器，是以銅和錫依一定比例熔

成合金所鑄造的器具，這就需要有從礦物提

純金屬、調製合金和鑄焊大型器皿的科技；

刻鑄在器皿上的銘文，也足讓後人可以藉此

探究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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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青銅器的作用

1. 祭器--獻侯鼎、呂方鼎

2. 征伐紀功—虢季子白盤*、競卣(音友)

3. 賞賜錫令--命簋、小臣艅(音余)尊

4. 書約盟誓--散盤、舀(音繞)鼎

5. 冊封訓誥臣下—大盂鼎、毛公鼎

6. 稱揚先祖--師望鼎、大克鼎

*將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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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季子白盤長132.2厘米，高41.3厘米，寬82.7厘米，

重215.5公斤，四壁外鑄有8個銜環獸首，現存中國國家

博物館。銘文共111個字，大致上為四字一句，為韻文

。銘文記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虢季子白

在洛河北岸大勝獫狁（匈奴的先祖），殺死五百名敵人

，活捉五十名俘虜，宣王舉行隆重的慶典表彰他的功績

，賞賜了馬匹、斧鉞、彤弓、彤矢。虢季子白特製造此

盤來紀念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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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
季
子
白
盤
銘
文

佳(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作)

寶盤。不(丕)顯子白，壯武於戎工，經維四方。

搏伐玁狁，於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

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馘於王。王孔加子白

義 (儀)。王各(格)周廟宣榭，爰鄉(饗)。王曰：“

白父，孔顯又(有)光。”王賜乘馬，是用左(佐)王

；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鉞)，用政(征)蠻

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

這是一個有關周代科技、歷史和文化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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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禮器碑》

碑文記載了東漢魯國宰相韓勅，因尊崇並感念孔子為後世奠定了

禮制、倫理、仁政等中華文化基礎，與官民合力捐資重修孔廟的

事蹟。

韓勅依照舊時的規制，重新塑造了許多祭祀用的禮器，裝修粉飾

宅院、殿堂和修造了兩輛新朝車，並疏通了河道，引入了清淨的

水源。

當禮器安放到孔廟廳堂時，天空同時普降甘霖，潤澤大地萬物，

百姓見到這樣祥瑞的景相非常歡喜，舉國同慶，並將這件事蹟刻

石立碑，傳頌於後世。

碑末、碑陰及碑石兩側刻滿了捐資的官吏及地方人士的姓名和捐

款金額。 7



關於禮器碑的一些資料

現存山東曲阜孔廟內。

碑高234厘米，廣105厘米，16行，每行36字。無額

永壽二年（公元156年)魯相韓勅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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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陽的誌文：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嘆，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

，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育孔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

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𩥉𩥉思，嘆卬師鏡

。顏氏聖舅，家居魯親裏，並官聖妃，在安樂裏。聖族之親，禮所

宜異。復顏氏並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

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丘。君於

是造立禮器，樂之音苻，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

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玄污，以注水流。法舊

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

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敬詠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𢑃𢑃之思，乃

共立表石，紀傳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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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陽的銘文

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大

一所授。前闓九頭，以斗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

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

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製作之義，以俟

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逴越絕思。修造禮樂

，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殷勤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漆

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污，水通四注。禮器升堂，天雨降

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

永享牟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燿。長期

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10



明初 「古」字下僅有石損細綫

明中業 「古」字石泐僅微連及字劃，石泐間
存旗狀黑塊

明末 「古」字下石泐已侵及字劃，石泐間
所存旗狀黑塊已泐去，下二角成雞心
形

乾隆間 「古」字下石泐已與字劃全連，雞心
形黑塊也泐盡

故
博
所
藏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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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 「古」字下僅有石損細綫

明中業 「古」字石泐僅微連及字劃，石泐間存
旗狀黑塊

明末 「古」字下石泐已侵及字劃，石泐間所
存旗狀黑塊已泐去，下二角成雞心形

乾隆間 「古」字下石泐已與字劃全連，雞心形
黑塊也泐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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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禮器碑的一些評述

• 清楊守敬《平碑記》：此碑…寓奇險於平正，寓疏
秀於嚴密，所以難也。

• 清王澍《虛齋題跋》：此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
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 清郭尚先《芳堅館題跋》：漢人書以《禮器碑》為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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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器碑重刻者有：

•光緒十四年吳中重摹本

•常州張太平重刻本

•光緒間長沙徐氏新拓摹刻本

•山東劉氏重刻本

•蘇州唐仁齋重刻本

皆石花呆滯，字劃軟弱，極易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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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器碑碑陽的銘文揭示了漢朝時尊崇孔子的風尚

、重修孔廟的源起、祭禮所用到的器具；碑陰則

揭示了捐款的官民極為踴躍。

誌文中「青龍在涒嘆」，提到木星（或稱歲星）

當年在黃道十二宮中的「涒灘」座緩慢前進，是

用木星紀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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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王羲之《蘭亭序》

唐代書法大興，有科舉、教育、任職三大原因

；又因唐太宗酷愛王羲之的書法，取得蘭亭序

後，命書法出眾的官員歐陽詢、虞世南、褚遂

良等臨摹蘭亭，賞賜功臣，益助書風。

蘭亭原跡傳說已隨太宗葬於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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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永和九年（353年），農曆三月三日，

王羲之和謝安、孫綽等四十二人在紹興蘭亭

修褉（一種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動）時，眾

人飲酒賦詩。最終二十六人留下《蘭亭》詩

，王羲之作四言及五言詩各一首。眾人之《

蘭亭》詩匯成詩集，王羲之即興揮毫為此詩

集作序，記述了當時文人雅集的情景。這便

是有名的《蘭亭詩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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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體現蘭亭原貌的摹本——神龍半印本

此本元代跋文記為唐代內府摹書人「馮承素等人

」摹寫，因其卷首處鈐有“神龍”二字的左半小

印，後世又稱其為“神龍本”，使用“雙鉤填廓

”摹法，為最接近蘭亭真跡的傳世摹本，因明末

收藏家項元汴跋文省略「等人」兩字，世稱此本

為「馮承素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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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體現蘭亭原貌的摹本——“褚本”

“褚本”為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所臨，因卷後有

米芾題詩，故亦稱“米芾詩題本”。此冊臨本筆

力輕健，點畫溫潤，血脈流暢，風雅灑落，深得

蘭亭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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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考證，東陽何氏《蘭亭序》拓本應為唐代大書
法家歐陽詢所臨的石刻拓本，是所有臨本中的上
上品，其筆法、神韻最接近王羲之原作。

關於東陽何氏《蘭亭序》的由來，有記載，發現
定武石刻原石為「靖康之變」之倖免餘物，獻給
當時在揚州的宋高宗趙構（當時稱康王）。後趙
構逃命又把這塊刻石悄悄投於揚州石塔寺之井中
，到了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揚州石塔寺僧
浚井，發現了《蘭亭序》定武石刻，又為皇帝賞
賜，此後幾百年，此蘭亭石刻一直存留在東陽南
上湖何士英的子孫後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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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延之《蘭亭始末記》是蘭亭故事的始祖，後世談論《蘭亭序》來龍去

脈的原始依據。讀者在網上搜索平臺亦很易找到這篇文章。

晉唐時代草書是文人日常慣用的書體，《十七帖》是王羲之寫給他親戚

朋友的三十多封信札，其中絕大部分是全草書，王氏其他傳世的雙鈎廓

填墨跡如孔侍中帖、憂懸帖等，也是行草相混，罕有全行書。王羲之在

擬寫這詩集序文稿《蘭亭序》時，怎麼幾杯黃湯下肚，反而一個慣用的

草體字都不見了？這分明就是有人故意製造一個「王羲之行書範本」，

或供後輩臨習，或以換取重金，或以此炫耀後世。

蘭亭序除了書法精鍊、稱為「天下第一行書」外，揭不了當時人的生死

觀，其流傳故事讓人認識到文人雅士曲水流觴、結詩成集等節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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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西元596～658）

字登善，錢塘（今浙江省杭州）人，初唐書法家。博涉文史，

工楷、隸，書學鍾繇、王羲之，而成古雅瘦勁之體。太宗時歷

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後與長孫無忌同受顧命。高宗即位，遷

尚書左僕射，封河南郡公，帝將廢后立武則天，遂良力諫不納

，累貶愛州（今越南北境清化）刺史，後高宗欲褚書《雁塔聖

教序》，起為中書舍人，後再貶為愛州刺史，卒於任所。 後受

奸言所累，二子褚彥甫、褚彥仲流放愛州後亦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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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的褚遂良以完全脫離北碑習氣，創剛柔並濟、瘦潤華

逸的楷書風格，加上他位高權重，開啟有唐一代書風。

劉熙載《藝概》稱譽褚遂良為「廣大教化主」，王澍更指

出稍後之薛稷、顏真卿、柳公權等諸家皆受褚遂良影響。

23



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

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

是以 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

然而 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

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

故知 像顯可徵。雖愚不惑。

形潛莫覩。在智猶迷。

(述宇宙之萬象可觀而變幻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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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乎佛道崇虛。
乘幽控寂。
弘濟萬品。
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無上。
抑神力而無下。
大之則彌於宇宙。
細之則攝於豪釐。
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
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
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

故知 蠢蠢凡愚。
區區庸鄙。

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

(述佛法之廣大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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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 大教之興。

基乎西土。

騰漢庭而皎夢。

照東域而流慈。

昔者 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

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

及乎 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

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

於是 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

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

(述佛法之東傳) 26



然而 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

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

所以 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

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

(述佛義解說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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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

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

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

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故以 智通無累。

神測未形。

超六塵而逈出。

隻千古而無對。

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

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

思欲 分條析理。廣彼前聞。

截偽續真。開玆後學。

(述玄奘法師之慧質與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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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 翹心淨土。
往遊西域。
乘危遠邁。
杖策孤征。
積雪晨飛。途閒失地。
驚砂夕起。空外迷天。
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
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
誠重勞輕。
求深願達。

周遊西宇。十有七年。
窮歷道邦。
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飡風。
鹿苑鷲峯。瞻奇仰異。
承至言於先聖。
受真教於上賢。
探賾妙門。
精窮奧業。
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
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

(
述
玄
奘
法
師
西
行
之
艱
險
旅
程
及
學
習
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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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自所歷之國。捴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

譯布中夏。

宣揚勝業。

引慈雲於西極。

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

蒼生罪而還福。

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

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

是知 惡因業墜。

善以緣昇。

昇墜之端。惟人所託。

(述玄奘法師翻譯工作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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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夫 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

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汙其葉。

非蓮性自潔。

而桂質本貞。

良由 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

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

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

方冀 兹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

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述玄奘法師翻譯工作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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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塔聖教序和序記，不止書法結體謹嚴，運筆妍

麗，文章詞藻華美、音調鏗鏘、而且叙事明確，

揭示當時的宗教背景，中外交往，是值得後世高

度重視的一篇書法名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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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花氣薰人帖」

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

節灘頭上水船。

黃庭堅詩名滿天下，喜歡附庸風雅的駙馬王銑多次向他求

詩，黃庭堅不勝其擾。有一天，黃庭堅在家中參禪時，王

銑又派人送來滿屋子的花。因為黃庭堅答應送詩給他，卻

始終沒有收到，送花來提醒黃庭堅。黃庭堅靈感一來、意

隨筆轉，寫下了這首七言詩。

其實王銑有沒有收到黃庭堅的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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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短短一篇黃庭堅的「花氣薰人帖」，已可看到

當時文人的活動、後世收藏家的習慣、歷代王室

對書畫的愛好及名跡的留傳。可以說，這種墨跡

是我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必須好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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