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應酬與王鐸的人脈網絡
一一以受書入中的河南地方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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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除了買賣之外，王鐸的書法作品大量用於日常應酬，其受書人主要包括同僚、地方
官、書畫友等。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河南地方官員和清初新貴。前者可見書法應酬在主

鐸獲得特殊服務與家族便利方面，可能發生的作用:後者則可資探討王鐸入清之後如何

積極營構新的人脈網絡，這與清初貳臣之間的相互開脫形成絕妙的反差。

關鍵詞:明末清初，王鋒，書法應酬，受書人，人脈網絡

一、引言

除了一部分書畫作品用於售賣以補貼家用之外，王鐸

(1593-1652) 也通過大

量贈送(包括應求索)他的作品，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社會關係網絡 o (註 1) 這個網

絡所具備的能量，不僅使王鐸直接獲益，也惠及他龐大的家族 O
這裡所說的受書人，是指那些未經過購買而獲得王鐸書法作品的友人，他們
接受這些作品，如同接受了王鐸的一份禮物。(註 2) 我們所談論的書法作品，既包

*本文得到兩位評審委員的指教，在此特致以由衷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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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王鐸的書畫買賣，筆者另有〈王鐸的應酬與表演〉一文，待刊。張鳳翔〈王文安公墓表} (抄本)云:

「公生萬曆十九年王辰十二月初十日寅時，卒以王辰二月十七日，壽六十有一。」換算成西曆，生 1593 年
1 月 2 日，卒 1652 年 3 月 26 日。學界習稱 í1592-1652J '誤。參見薛龍春， <王鐸的生卒時間〉川書法

報) (武漢)

2.

, 2007 年 6

月 13 日。

王鐸的繪畫作品，其受贈人大多與受書人重複，故不再另為表出，相關材料亦在本文中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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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獨立的卷、軸、冊頁、扇面作品，也包括在古代書畫作品上的題跋。但本文所

進行的統計，未包括王鐸的信割與手稿，儘管它們也涉及到一些人物。王鐸的一
些信割，雖說在他活著的時候就被收信人當作作品收藏， (註 3) 但它們在書寫之時

並不具備將之當作禮物贈送他人的意圖。
在筆者搜集到的較為可靠的王鐸傳世作品(包括墨蹟與石刻)中，有一部分

具明上款者因資訊過於簡單一一如「皓老親家」一一暫時無法考證，在可考確切
身份的近 200 人中，以河南、山西、山東、俠西、河北等地的北方友人為多(尤

其是河南與山西，那裡是王鐸的家鄉與祖籍所在地) ，這些友人大多具有進士的功
名。根據統計，王鐸的受書人主要集中於以下的分類:

1.同僚 104 人。其中，同年進士 22 人 42 件，其他明代進士的人 178 件，清
初進士 16 人 19 件 O

2. 河南地方官及友人 32 人 75 件。
3. 從事書畫創作與收藏的友人的人 41 件。
本文不擬對王鐸的受書人做全盤的分類研究，而擷取其中兩類受書人一一河
南地方官和清初新貴，來探討書法應酬在王鐸構建人脈網絡中可能發揮的作用。

二、受書人中的河南地方官

王鐸的受書人中，既多河南同鄉，也有很多河南地方官員，包括州、府、道、
縣各個級別。在王鐸的傳世作品中，為河南地方官所書作品甚多，目前可考的受

書人就有郭龍淵、張宏道、王漢(? - 1643) 、王萬象(圖一卜衛景暖、王章、申

佳瓶 (1603 - 1644) 、張福彥(1 599 - 1672) 、蔡鳳、蘇京、張燈、衛周 j亂(? -1660) 、

3.

王鐸在順治丙戌

(1646)

四月廿五日給戴明說的 一封信中寫道展觀七帖，手帶鞍療，不足當足下靈

囑也。堪以覆說，何以裝演以美繡被服之，彌益惶醋。.....七帖一冊姑留小齋一日，命小童錄其臆也，
不敢久稽。......時先生七書帖裝成也。 」 可知，所謂七帖、七書帖，實為王鐸致戴明說信割，時戴氏己

裝潰，囑王鐸複題。王覺斯， <法書卷〉第三幅， ì番正煒川聽帆樓續刻書畫記〉卷下著錄，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0) ，第 11 冊，頁 918 。無獨有偶，李化熙也將王鐸的信創

裝演成冊，王鐸順治己丑

(1649)

九 月 題〈三十三帖)

(原拓本)云書贖往來，俱本情憬，雖匆劇中

數行足胡績總之意，率爾酬應，五絃公一日攜以示予，同舍弟對柳蕉觀之，未得就稿追啄頓挫，當命僕
覆頓飯，不意其裝演之，斷井枯株，直希以青黃，能不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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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炳等 10 餘人， (註 4) 另外，孟津蔣勸善、夏

士譽，懷州史念沖，宜陽劉念柏等地方官員，
與王鐸亦有深入的交往。(註 5)
王鐸為河南地方官作書，大致可分為兩
種情形，一是因為居喪讀禮或是躲避李白成

‘圓一:
〈平生一首> '癸百( 1633) 作， <書道藝術〉第九卷。

4

郭龍淵， 1622 年進士，安陽令。王萬象，字新寰，山東
萊州人 '1625 年進士，嘗為河南道禦史。天啟四年 (1624)
季夏王鐸為臨〈王羲之采菊帖、增慨帖> '四川省博物館

藏。衛景暖，字仲玉，俠西韓城人， 1625 年進士，授河
南推官，曾為大同巡撫。崇禎乙亥(1 635) 五日王鐸為
臨〈玉羲之草書巾的，日本井上恆一氏藏。王章，字芳洲，
武進人， 1628 年進士，會補河南道。崇禎戊寅

(1638)

,

王鐸為臨〈王羲之帖> '北京榮寶齋藏。申佳 j亂，號素園，

其先晉人，徙永平， 1631 年進士，授河南儀封知縣。崇
禎戊寅

(1638) ，王鐸為書〈宿攝山同張湛虛〉扇，嘉德

拍賣公司 2002 春季拍賣會拍品。張緝彥， 1631 年進士，
河南新鄉人，授知縣，累官兵部尚書，會總督河北、山

西、河南軍務。崇禎十六年 (1643) 八月初四日，王鐸
為作〈枯蘭竹石圖卷卜後真賞齋藏 O 蔡鳳字威函，武進
人，崇禎間任聞封知府，李白成陷河南，死之。崇禎十

六年 (1643) 十月，王鐸為臨〈閣帖卷> '今藏日本。蘇
京，字臨祟，山東安東人， 1637 年進士，督師河南，詳

下文。張燈，字碟光，山西介休人， 1628 年進士，河南
道禦史。順治丙戌(1 646)

十二月，王鐸為書〈高郵作〉

軸，今藏日本。衛周!亂，字的孫，山西曲決人， 1634 進
士，歷任金華府推官，四川道禦史，巡按管河南道印。

順治丁亥

(164 7)十二月二十三日，王鐸為草書〈自作

詩卷> '嘉德拍賣公司 2008 年春季拍賣會拍品。霍炳'

字劍寒，山東青城人， 1646 進士，順治四年任河南府推
官。順治庚寅

(1650) ，主鐸為書〈文語軸卜藏所不詳。

張宏道、王漠，俱詳見下文。除了河南地方官之外，王
鐸每至一處，都以書法應酬當地官員。如在南京時為上

元縣令黃敬一作隸書，見王鐸， <擬山園帖>

(南京:江

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卷 6 '頁 215 。又為句容令作書，

見王鐸， <擬山園選集> (詩集)

年刻七十五卷本)

,

(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十

<對揚來小齋小酌甚快，酷嗜予詩

字，時為句容令，贈以長篇> '七言古卷 3 '頁 21a 。

5.

如王鐸曾有長答。與蔣勸善，即王鐸， <與夢範手啟>
南省博物館藏，收於黃思源主編， <主鐸書法全集>

州:河南美術出版社，

2005)

，園 29 0

'

i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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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軍的暴亂，王鐸攜家於明末在懷州、輝縣、波縣等地短暫寓居， 一些地方官

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了種種方便。如崇禎辛巳(1 641) 春，王鐸因父母相繼去世，
蟄居懷州(今河南省沁陽縣)東湖 O 此年至第二年春，王鐸為駐懷州的河北道參
議張宏道作書 5 件，包括兩件巨軸和三個高卷，皆書自作詩。(註 6) 其中，東京國

立博物館所藏兩個行書詩卷與草書詩卷，被認為是王鐸重要的代表作。(圖二)張

宏道，字抱一，長垣人。初為壽光令，後補蘭陽，創建磚城。用是晉為刑部郎。
王鐸寓居懷州時，正值他出為河北道參議，駐懷慶府 O 除了這 5 件作品，王鐸還
曾為他撰寫〈公建抱一張公惠里碑> '記錄張氏在亂世數次捐棒，拯救故鄉長垣的

饑民， I 活士民千餘人，費錢一千萬貫 J 的事蹟 o (註 7)
懷慶府治在河內縣，時任縣令的王漠，亦時常與王鐸周旋 O 王漠，字子房，山

東披縣人 o ('1囊慶府志〉記其事蹟云: I 知河內縣，歲饑，人相食，公繪〈饑民圖>

'

慟心泣血，籲闕請獨，不報。築城以傭饑民，償以食，所活數萬。四方盜起，公
躬損甲胃，率死士，多方討平之。一郡廓清。公高視闊步，不屑屑切繩墨，然至

性能鼓勵人，故築城，人樂為用。討寇，人樂為死 o t翟禦史，巡按河南，假開府
節誠，兩河叛民，望風投誠，願效死者十餘萬。討逆并劉超，死之。 J (註 8) 從 1640

年冬至 1642 年春，王鐸為王漢作書畫 4 件，包括兩個行草立軸，一個手卷，一個

~JI'i秀品洽州扒拉
圖二: <贈張抱一詩卷> '王午( 1642) 春，東京國立博物館 'Z 王鐸的書法〉卷篇一。

6.

遣五件作品分別是<遊房山山寺詩軸> '山西省博物館藏， <王鐸書法全集卜圓 112;

<江浦縣龍洞山

作軸> '今藏日本<贈張抱一詩卷>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王鐸書法全集} ，圖 119;

<但作五律四首

卷> '無錫市博物館藏， <王鐸書法全集} ，圓 123;

<自 書 詩卷>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王鐸書法全集}

,

圓 128 。

7.
8.

<長垣縣誌} , <故宮珍本叢干的，第 128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 '影清康熙刊本) , <碑記> '頁 359 0

<懷慶府是;} (清康熙刻本) ，卷 5

'

<宜跡> '頁 6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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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軸 o (註 9) 他還應王漠之請，為宙泉老先生草書五言律詩一卷。(註 10) 王漢能文能

武，有奇特之事蹟，丁耀尤〈赤松遊〉一劇即以之為素材。(註 11) 在贈與王漢的草

書〈杜甫詩卷〉後的題跋中，王鐸讚賞他是「天下奇才 J

0

(圖三)王鐸在↑裹小小|生

活期間，還留下大量與王漢唱和的詩歌， (註 12) 王漢與王鐸等人共遊濟源，亦有詩

作傳世。(註 13) 此外，王鐸為王漢撰、書之〈河內縣修城記> '見載於康熙〈懷慶府

志〉卷十四。
王鐸以書作酬贈河南地方官員的男一種情形是:王鐸龐大的家族活動於孟

津，族人的經濟生活、鄉里糾紛、科舉考試等種種事務，皆須仰仗地方官員的庇

護與幫助。王鐸本身是在京做官的河南人，從地方官的角度出發，他們也樂於與

,

拉法子/彷
圓三: <杜甫詩卷> .辛巴

(1641) +一月十六日.{主鐸書法全集> .圓 117 。

9. 這四件作品分別是<同友至汝州北山下五律詩〉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收於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

(北京:文物出版社，

院藏，楊新主編， {王鐸繪畫珍品}

1991-2003)

，第 22 冊，頁 30;

<三樂圖軸> '北京故宮博物

(鄭州、 1; 河南美術出版社 '1997) ，圖 6 4;

<杜甫詩卷>

'

{王鐸書法全

集卜圓 117 ;王鐸， <臨 王羲之不審、清和帖〉軸，日本澄懷堂藏， {主鐸書法全集} ，圓 56 。此作後來

被主漢轉贈友人，軸下方有王漢小楷書跋識此宗伯手贈者，漢寶之數歲。今割愛贈冶父。冶父與漢
同心，寶在冶父猶在漢也。世盟小弟主漠。」鈴印「王漢原名應駿字子房」。
10. 瀚海拍賣公司 2000 千禧拍賣會拍品 O

11. 丁耀亢， <作赤松遊本末>:

["昔吾友王子房，慕漢留侯之為人，因自號子房。既通朝籍，見逆闖起于秦，

乃抱椎秦之志。明癸末，請兵滅闖而及於難。餘悲子房之亡，欲作〈赤松〉以伸其志。至甲申，而中原
淪於闖。我大清入而掃除秦寇，真有漢高入關之遺風矣。」見丁耀亢吋赤松遊傳奇}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所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集前附錄。

12. 王鐸， <東湖呈子房〉、〈珊瑚篇為王子房脫> '收入劉世英、何留根供稿、撰文， {王鐸詩稿}

南美術出版社，

1985)

(鄭州、1: 河

，頁 46 、 79 。

13. 王漠， <遊濟源北武當同王覺斯宗伯、段主屋太常、史念;中太守、楊循如別駕、李愧義學博、賈玉吾學博、
段蘭塘參軍、馬耳至五都閩、連靜宇守府，時余平j齊源亂後>

〈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9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 {主子房詩} ，收入陳濟生輯， {啟禎遺詩} ,
2000 '影清順治間刻增修本) ，頁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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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朝中頗有聲譽的官員結交 O 除了為這些地方官員在朝中協調一些人事關係之

外，為他們寫字作畫，當是王鐸方便且必不可少的應酬之一 O

在 1643-1649 這 6 年間，王鐸為蘇京及其家人作頌、碑記、卷軸 4 件。(註 14)
〈蘇侍禦誕孫頌〉為 1643 年十一月慶祝蘇京產孫所作， (圖四)

<文林郎蘇公墓志〉

則是 1645 年十月為蘇京之父蘇雨望(字潤吾)的逝世而作，這兩篇文章王鐸皆撰

並書之。(圖五)蘇京，字臨息，山東安東人， 1637 年進士，崇禎間督師河南。王
鐸次子玉無咎己卯(1 639)

舉於鄉，為蘇京門人 o (註 15) 我們雖不能確知主無咎之

中舉與蘇京的關係，但玉鐸曾為此專門請託地方官員，卻有據可徵(詳下)。而且
玉鐸也曾因科舉事接受他人的請託，對於其中的貓膩並不陌生 o (註 16)

圓四: <蘇侍禦誕孫頌> '站定安未( 1643) 十一月，遼寧省博物館， <主鐸書法全集> '圖 155 。

14. 王鐸， <蘇侍禦誕孫頌> '遼寧省博物館藏， {王鐸書法全集卜圖 155;

拓丹<杜甫詩卷〉吋書法叢刊~
鐸書法全集~ ，圍 277;

'1

(北京:

2005)

，頁 70-72;

<文林郎蘇公墓志> '孟慶星收藏

<吹夢但作五律軸> '上海朵雲軒藏， {王

<臨唐太宗帖〉上款題「潤老先生 J '很可能是蘇京之父蘇潤吾。遼寧省博物館藏，

〈王鐸書法全集~ ，圍 309 。
15. 王鐸， <送禦史臨舉蘇公復命還朝序>

(手稿)

16. 弘光時期，王鐸〈致冒襄創〉有云

I 昨奉旨，覆閱詣廷試卷，在閣中日哺時得門下佳卷， ......此番雖

0

有特用，即昨管誠老欲特題借重寡修，知皆非我辟疆所肯俯就，不若留待明年作龍飛榜首也。」王鐸未

能在 1644 年的考試中幫上冒襄
《同人集~

,

(1611-1693)

的忙，特作書解釋，並許諾其來年將其拔為榜首。冒裹，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85 冊( j齊南:齊魯書社， 1997' 影清康熙間冒氏水繪應刻本)

卷 4 '頁 139-14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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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文林郎蘇公墓志> '乙百( 1645) 十月，孟慶星收藏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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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鐸存世的一些信剖，顯示他與河南地方官員有著密切的聯繫， <與叔父創〉
互之.

何物走狗，乃公然為黎丘鬼，怒甚，即寫一主送永寧縣、處，且監之，恐
逸，即為綠林客也。秘秘。......王加祿一主奉去，密密送之官。(註 17)

所謂「黎丘鬼 J '是指古代傳說中黎丘所出現的奇鬼，喜歡裝成別人的子佳兄弟，

戲弄和災害他人 O 從文義可知，在河南永寧縣(今洛寧) ，有人冒充王鐸的族人，
做一些有損其家族利益與名譽的事情。王鐸知道後勃然大怒，遂請託縣裡的父母
官，欲將這樣的人投入監牢。王鐸並未直接與永寧的地方官聯繫，而是讓他的叔
叔遞上密函。(註 18)

王鐸的家族甚為龐大，但除了一位叔祖王價會中進士，仕為南京戶部郎中之
外，在明亡以前，王鐸是這個家族中唯一出類拔萃的人物，這就註定了他的出仕
必然承擔幫襯整個家族的義務。除了經濟上的幫襯，日常事務上的關照也必不可
少。王鐸的父親有一個親弟名本惠，又有堂弟若干，下面這封寫給叔父的信中就

提到了一位 「十叔J

:

鈺事，諸人供有歷可據，一一拘來審明，未有學空坐人者。此事奇之又
奇，當時只托運船，竟偷閉門盜家中物，開箱盜賣俱盡，糧主~數百石、
麥豆委主百皆撞行也 'JL 命運船一百五十金不典，孰命各莊糧與物使鈺管

乎?必證者一一詳明，不僅草草 O
王明福孟縣、以恨胡行，乃敢擅及十叔手?重究之，以雪此憾也。孟縣張
公處，叔討出原副放一覽，使十叔見過，可封還張公也，急急。一一教
言，敬道愛之，愛之。

鈺雖一千三百金作四次抵完，亦可一放，恐奔之矣 o (註 19)

這封信討論了家中所出的兩件大事，一是託一位名「鈺」的人運送貨物，誰知此

17. 裴景福等編， {明清名人尺贖墨寶)

(上海:文明書局，

18. 王鐸傳世〈與叔父割〉數件，或即他的親叔王本惠。
19. 裴景福等編， {明清名人尺贖墨寶) ，第 1 集，第 6 冊。

1922)

，第 1 集，第 6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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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書人中的河南地方官與清初新貴為例

人竟然擅自開門，將家中糧食、物品悉數盜賣一空。為解決此事，需要地方官出
面將所有知情者一一緝拿審問，以查明真相 O 同時王鐸擔心「鈺」會逃跑，所以

希望在他分次償還損失之後，將其釋放。二是王鐸的十叔似乎與孟縣人王明福產

生糾紛，王鐸打算「重究 J '為十叔撐腰。他要求叔父先前往孟縣縣令張公處瞭解
官司的相關內情 O 顯然，王鐸遠在北京，要處理這些具體而麻煩的事情，他都需

要地方官的大力襄助 O
或許這個龐大的家族，有著沒完沒了的要求，需要王鐸不斷向這些地方官施
加壓力，或是求情;或者，他們乾脆打著王鐸的旗號，狐假虎威，直接與這些地
方官周旋 O 王鐸在一封寫給地方官的信中，要求他們不要理會這些請託，公事公

辦，甚至要求將他的意思通過刻紙印版的方式，轉達給河南其他各處父母官:

忍讓為善，是第一義，若有人地土事請托老父母，勿從，從公可也。奉
去刻紙數條，印圖書數紙，老父母勞致之宜陽、但師、永寧、仗 :Hi 、登
封、鞏縣、、孟縣、、新安、濟源、河池、嵩縣、洛陽眾父母，以此驗之，
以此杜之。(註 20) (圖六)

我們對這封信的興趣，並不在於王鐸是不是真的下定決心，杜絕家族成員對於地
方官員的「無厭之請」

這種可能性實在不大:我們感興趣的是，他竟然一口

氣提到 13 個縣治，可知其時王鐸及其家族在河南一地勢力之廣，能量之大。
上海圖書館藏王鐸〈信創> '也是寫給地方官員的:

又承華翰，深成注存，前翰密諭，數數同薛行老深講，先不斷葛藤，後
半月弟欲下拜楚、求，始曰罷了罷了，見其堅止，始相信，告之令弟，告

之商老先生，先生公平博大，真聖賢也。事平始敢報命 O 家中多仗庇，
皆老父母福庇也。(註 2 1)

此割的內容較為晦澀，前半部分似為地方官有事託王鐸向他的至交、同為河南人

的薛所蘊 (1600-1667) 求惰，王鐸頗費周折才將此事擺平 O 後半部分，則感謝此

20. 王鐸， <創子> '上海圖書館藏，收入《明清名家書法大成)
2 1.王鐸， <信脅。>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0)

0

清

522

華

昆主
~

f
WE 4棒，
必是

z 3 就 剩諺

嗎私
去
j
J炒占?

拉 拉場部 等 i

e 存月
s
心
1
已 ρm

品 Jm 護已 i

， 峰會給
知

句“咐， 你h 飾

'!枷叫你辦咦? 修學

且 也有很

、石品啥，械、二

? ?莉軍

報

圍六<智l 子> '上海圖書館藏，<明清名家書法大成〉。

人對於王鐸家人的庇護。從「治弟」來看，收信者當為洛陽或孟津的官員。(註 22)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至都帖> '亦為王鐸致地方官員者，茲將相關內容移錄

如下:
家嚴至都，備道老父母賜禮 ， ì.天愛寒家，暨一切留神 O 小豚考事，必於

22. 崇禎間的孟津縣令中，夏士譽(號衷白，山東高密人卜張爾諜(號三函，謝江山陰人)等與王鐸有交往，
去日夏士譽募習義勇保城禦寇的碑記，即為王鐸撰並書。見張九紋， <紫視山人全集)

錦樓刻本)

,

<書值師志孝義志張煜後> '卷 10 '頁 14 。

(清咸豐元年張氏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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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難調停中撥之首卷，府道處節節曲成，竭盡老父母心事 O
戶部中托劉念彷諱應遇左右之面，屯院陳平若公祖，布以心騙，此公六

(疑當作“亦")經濟瑋人。憐才念熱，薦事首肯，又論以冬月觀事在遍，
培拉超揚，頗相領會。

舍弟王錫，統獲覆露深至 O

本府馬公祖詩淡遠古秀， ......以冗事.研集之時，尋一寺乃得捕，惟老父
母致意轉之，惜序不能闡揚耳。
家叔諱本目，勞成就。敝座師勞刻書。(註 23)

這封信涉及王鐸與地方官相互間的幫忙。除了感謝地方官對自己的父母關照有加

之外，王鐸此時還以兒子王無咎參加鄉試事不目託，希望對方在萬難之中，將之拔
為首卷。(註 24) 此外，王鐸又有叔父王本固、堂弟王錫、座師刻書等諸事相託 o 地
方官則託王鐸在京中為之操辦超躍之事，王鐸此時已經為他聯繫了 6 名相關的官

員，皆「心領神會 J '願意在冬日觀見之時為之交薦。另外，王鐸還答應為此地一
位馬姓地方官員的詩集作序。因為信創所涉內容較為私密，所以王鐸在信末囑咐
收信人「台覽既盡，幸付祖龍之焰」。但是，這位收信人並末照辦。如前所述，王
鐸作為其時知名的書家，其信創亦不失為有意義的藏品。
因為王鐸寫給地方官的信割，皆無收信人之稱呼，所以我們無法確知他們的

姓名，但他們很可能就在本節起初提及的那十幾位河南地方官之中 O 即使不是如
此，本文引用的兩封寫給地方官的信創都提到了與書法相關的內容，一云

I別

久相思'夢趣與同，率爾數作字，不盡依依。治弟王鐸頓首。落一字，為罪。」
(圖七)另一去: I 治弟王鐸頓首于疏。燈下匆匆，字未楷，恃愛恃愛，有罪有罪。」
(註 25) 皆因落字或是字跡漂草向對方道歉，可見王鐸對於信劉書法的慎重。(註 26) 我

23 . 徐邦達， (徐邦達集)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6) ，第 7 冊，頁 1400-1401 。

24. 王鐸一封寫給張鼎延的信中，提到「舍弟、豚子俱在拼隙，沾愛沐德意，弟子輩口之矣 J '則「豚J 是對
兒子的稱呼。村上三島編， (王鐸 ω 書法)

(東京:二玄社 '1992) ，卷篇二〈垠華館中的，頁 142 0 王鐸這

裡提到的兒子，很可能是王無咎 O 順治三年，無咎成進士，同考官劉正宗、王崇簡、白允謙、馮傑、郝
傑、孟明輔、張鼎延中，主鐸至少為四人寫過作品。
25. 前揭〈至都帖〉。
26. 事實上， 王鐸時常將信創當作書法作晶對待 O 王鐸有一件贈與澄瀾的〈扇面> '其簣，就是一封書信。(上

海道明拍賣公司凹的秋拍拍品。)王鐸給戴明說、李化熙、薛所蘊、龔鼎率等人寫的信，對方都也將之
當作書法作品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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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完全應該相信，王鐸不會忽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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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J 子> '上海圖書館藏。

書法應酬這一聯絡感情、培植人

脈的手段，地方官員應該也不會
浪費大好的索書機會。

三、受書人中的清初新貴

王鐸降清成為貳臣後，他的
一些友人為他百般回護 O 而為他

回護的人大多也是貳臣，他們在
為王鐸解脫的同時，也解脫自
己。(註 27) 儘管鼎革之際的人們對

於氣節有著超乎其他歷史時期的
要求，一個官員一旦逸出這一道

德底線，他很難在同時人中獲得
同情。但是，就貳臣這個特殊的
群體而言，他們有著共同的集體

記憶與身份體認，也有共同的消

釋這一恥辱感的內在要求。在時

人的描述中，王鐸入清之後，至
為頹廢，似惟求速死者。張鳳翔

(1 601 進士) <贈太保兼太子太保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文安公墓

表〉云:

歸或呼青樓，雜速桐陰梧月間，琵琶聲噪吸涼婉，衣垢不流，病不嘗藥，

親者怪之，胎書勸曰

r 素不過聲色者，今際間閥，曾無所光贊，而沉

27 這些友人包括錢謙盆、張精彥、張鳳翔、張鏡心、彭而述等，其中除張鏡心未仕新朝之外，其餘均為貳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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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少也貧，從未通吾欲，

今逢盛世，待老臣以不死，誡溢望外，客休矣。 J (註 28)

這段材料說王鐸入清以後沉洒聲色，不沐不潰，生了病也不吃藥，完全在糟蹋自

己的身體。因為在王鐸看來，他入清以後的身體是額外的，生命也是額外的，本
來在鼎革之際他就應該死去的。這種悲觀消極的人生態度，在錢謙益

(1582

1664) 、張鏡心(1 589-1655) 、張緝彥、彭而述(1 605-1665) 等人所作的王鐸傳
記記載中，也有類似的反映 O 值的)

儘管王鐸深知，投降清朝之後，自己從入仕以來一直努力營構的忠蓋之臣的
形象，將立即明塌。但是鼎革之際的玉鐸，其人生的現實選擇無疑占了上風。(註 30)

其實，對於王鐸性格中較為重視現實利益的一面，他的同年進士倪元聰
1644)

早就有所覺察，在寫給文震孟(1 574-1636)

(1593

的一封信中，他談到，王鐸

「總求南司成，庶子、掌院非其所屑。其意唯恐人不據之也。數日來始知此兄營求
可恥之狀，不忍言之」。但 31) 這裡所說的南司成一職，後來並未成功，崇禎丙子

(1636)

，王鐸赴南都掌翰林院事，想來非其所願 o

王鐸的現實，繼續表現在入清之後。順治二年(1 645) 秋天，王鐸到了北京
之後，於次年正月授以原官管內翰林弘文院學士，六年(1 649) 正月，又以禮部
尚書官禮部左侍郎事，直到去世當年(1 652)

春才得授吏部尚書，但任命到達孟

津時，他已經去世。仕清七年，王鐸官居開職，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因自己未
得實際的重用，王鐸積極與仕清高級漢官交往，符合其時的現實需要。清初大學

28. 張鳳翔， <贈太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文安公墓表>

29. 錢謙益， <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

(抄本)。

I 既入北廷，頹然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

新歌，宵且不分，悲歡間作。」見錢謙益， {錢牧齋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錢仲聯標校本) ，第 5 冊，頁 1103-1105 。張緝彥， <覺斯先生家廟碑>:

2003

'錢曾婆注、

I潤跡牛馬，寄惰。聲歌，衣垢不

滸，病不循醫，將種精其身，而懷禦風行吾餘生哉。公情見矣。 j 見張結彥， {依水園文集}

館藏清順治刻本) ，後集卷 1 '頁 76a-79a 0 叉， <王覺斯先生傳>:

(北京圖書

I 白是頹然自放， ......每與詩友酒徒

招歌僵，設果餌，酒甜歌吳騷，按節送和，每至雞鳴不寐。賓客潛散，亦不顧 o ....或以畜精神重養勸

先生，先生輒笑而不答，人終不識其意。 」 同書，後集卷 2 '頁 58a-63b 0 張鏡心， <贈太保禮部尚書王
文安公神道碑銘>:

I 時禦歎段過署，出則召歌童數十人為曼聲，歌吳斂，取醉，或宵分不寐，以為常 0

......間召青樓姬，奏琵琶月下，其聲噪蜈涼婉，輒淒淒以悲。居嘗垢衣跌足，不混不飾，病亦不肯服藥，
久之，更得念，愈則縱飲，頹墮益甚。......幸熙朝寬法網，哀憐老臣，待以不死，計此七年，皆餘生。 j

張鏡心， {雲隱堂文集}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奉思堂張清刻本) ，卷 14 '頁 12b 一 17a

30. 參見沈款， <以古邁俗:王鐸的繪畫觀念及其山水畫創作>
3 1.倪元碼， <致文震孟答恥，見〈有明名賢遺翰}

0

' {中國書畫} '5 (北京: 2008) ，頁 54-61 。

(清光緒T亥漢舉文淵書局刻本) ，卷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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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與六部尚書、侍郎中的漢族官員(他們基本都是由明入清的貳臣) ，王鐸幾乎一
網打盡。為這些官員作書畫，是王鐸重要的社交手段;作為其時重要的鑑定家，
王鐸為他們的藏品題跋亦應作同等觀。(註 32) 檢討王鐸入清之後的書法作品，並結

合相關文獻的鉤稽，我們可以列出以下這一長串的名單:

洪承疇 (1593-1665) ，字亨九，福建泉州人。萬曆四十七年 (1616) 進士，
崇禎時官至兵部尚書，前遼總督，松山之敗後降清，成為滿清開國重臣，任內翰

林秘書院大學士 O 清初開國規制，多為所定 O 終明之世，王鐸與洪承疇沒有任何
交往記錄。但在清初卻受命為作〈墨竹圓> '在一首七古詩中，王鐸得意地稱自己
為之所畫的墨竹「別有天機 J '頗有「神骨 J

(註 33) 如此自重，無非是希望洪承疇

0

能夠加以重視。

陳名夏(1 601-1654) ，字百史，江南漂陽人。崇禎十六年 (1643) 探花，崇
禎時官至戶、兵二科都給事中，曾投降李白成，後附福王，繼降清。順治五年(1 648)
清政府初設六部漢尚書，陳名夏授吏部尚書，這在其時是極重要的職位。此前，

他一直擔任吏部侍郎。王鐸雖未有為陳名夏作書的記錄，但陳集有〈王覺斯先生
為家舅書晉帖時將歸江南〉、〈王覺斯先生為叔氏作書三首〉等詩， (註 34) 可知王鐸

會應陳氏之請，應酬其親串 O 陳名夏對於王鐸的書法有著濃厚的興趣，他曾與金

之俊(卒於 1670) 、孫承澤(1 592-1676 卜張鳳翔等人眾觀王鐸作書。(註 35)
張鳳翔，字蓬玄，山東堂昌人 0 萬曆二十九年(1 601)

進士，在明仕至兵部

32. 李慧間在〈董其昌政治交遊與藝術活動的關係〉 一文中討論了董其且善於抓住機會結交權貴，以謀取職

位的升遷。見黃敦主編， (中團書法全集

董其昌卷)

(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1992)

，頁 23-33 。她的

論文對於筆者頗有啟示。但本文討論主鐸入清以後社交網路的建立，主要立足於其受書人的研究。關於

王鐸的鑑藏活動，

Alan Gordon Atkinson ,“ N ew Songs for Ol d Tunes: The Life and Art of Wang
Duo ," Ph.D. Di sserta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 1997) , ch.3 , pp. 192-246 '亦有所涉及。

33. 王鐸， (擬山園選集) (詩集)

(七寸五卷本)

, <亨九相公命寫墨竹大中酌，七言古卷 12 '頁 9a-b 0 此處稱

相公，知為洪氏入清任大學士以後。
34. 陳名夏， (石雲居詩集)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01 冊(影清初刻本) ，卷 1 '頁 619 、 620 。

35. 陳名夏， (石雲居詩集) ，卷 2' <豈凡席上同孫北海、張蓬玄、高岱輿觀王覺斯先生書，諸f童歌而紀之>

'

頁 658 。張緝彥， <王覺斯先生傳〉稱王鐸入清後「其議論多與深陽(陳名夏卜海宵(陳之遴卜安丘(劉

正宗卜孟縣(薛所蘊)相往復，雖錯出不倦也 J 0 見〈依水園文集) ，後集卷 2 '頁 58a-63b 。陳名夏、
陳之遴等新貴對王鐸也很敬重，褚人獲， <王覺斯前因〉云順治辛卯春，宋臨庭先生實穎初入都門，
海宵陳宗伯之遴延請署中，適是日為王文安公鐸錢行。文安儀表俊偉，學問瀨博，座中如孫北海承澤、
陳百史名夏先生皆以前輩禮事之。」褚人獲， <堅到廣集)

(清刻本) ，卷 2 '頁 2b 。但在官階晉升方面，

陳名夏等人並未對王鐸有所幫助。禦史張燈曾替王鐸資歷深不能升遷鳴不平，因此疏勁吏部俏書陳名夏。
陳名夏以「由尚書譚泰、侍良 lí 李率泰等遍詢九卿，莫有言鐸居中官優者」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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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吏部侍郎。當年六月初九，是他的生日，王鐸專門作

〈知音賦〉慶賀，賦體是王鐸文學作品中少見的題材。但 36) 此外，他還少見地用大
楷書寫五年前的七古詩成卷為贅。五年前(1 645)

的春夏之交，張鳳翔曾到南京

拜訪王鐸，其時弘光小朝廷炭炭可危，王鐸看不到任何希望，故此作有「家邦破，
休垂淚，今古興亡付夢寐，鐵簫一曲飛山翠 J 之語。(註 37) 王鐸與張鳳翔相識甚早，

萬曆四十六年 (1619) ，他受託書〈吳養充並孺人張氏基表> '表文即為張鳳翔所
撰 o (註 38) 入清以後，二人交誼益深 O 在王鐸去世之後，張鳳翔應王鐸次子王無咎
之請，為作墓表。

劉餘祐'字玉孺，順天(今北京)人。萬曆四十四年(1 616) 進士，崇禎時
為應天尹， 1644 年降李白成， 1645 年降清，任兵部侍郎，後為兵部尚書。王鐸〈答

玉孺〉云

í即字畫小事，猶勞足下物色，似有取於僕，然謂僕知己，美可也。

昨對松石清膠可人，但落墨不逮古，今人眼隘，恐終是蛇足我耳。 J (註 39) 即為劉氏
向王鐸索書，並得到玉鐸回應的明證。李元鼎

云

(1595-1670)< 題玉、劉二公字帖〉

í 往余在長安，日與王覺斯宗伯、劉玉孺司馬皆稱莫逆交。每退朝之暇，風

晨月夕，煮茗浮觴，相與揚吃古今，縱談(按，當脫一「入」字)世出世事，或
雜以絲竹，至丙夜不休。二公皆喜臨池，宗伯興到筆隨，掀醫潑墨，蕭乾素執樁，
一時俱盡，奔放橫逸，皆中古人法度......

J (註 40) 可知王鐸在與同僚的聚會中，時常

當場揮毫酬應。

李化熙

(1593-1669) ，字五絃，山東惱博人。 1634 年進士，崇禎時官至兵部

右侍郎，總督三邊 O 順治初降清，先後任工部侍郎、兵部侍郎，是王鐸在清初的

重要友人 O 王鐸 20 封寫給李化熙的信割，後來被刻成〈二十巾的。此前，李化熙
將之精樣成冊，曾倩王鐸題識，時在順治己丑

36. 王鐸， <擬山園選集)

(1649)

九月十一日。就在同一天，

(河南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賦卷 3 '頁 16b-17b 。

37.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卜第 22 冊，頁 31 。王鐸與張鳳翔此次南京會面，當為春夏之交，
弘光朝廷尚未覆亡。因王鐸此時另有〈唔蓬玄白門南園，批相在軒，奇石錯峙，樓前有別意，言念今昨，

率爾投贈) ，據「批把在軒 J '可知其時的季節。主鐸， <擬山園選集)

4
38

(詩集)

(七十五卷本) ，七言古卷

'頁晶晶。

石刻現存河南省濟源縣濟潰廟。

39. 王鐸， <擬山園選集)

(文集)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5 '

影 i宵順治十年王鍵主鋪蘇州刻本) ，卷時，頁 655 。
40

李元鼎， <石園全集)

,

<四庫全書存自叢書〉集部第 196 冊(影清康熙間刻雍正間修版印本) ，卷 27 '頁

184 。北京圖書館藏劉餘祐崇禎十三年

(1640) 行書碑一件，可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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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鐸又為其作草書〈自作詩卷> 01651 年春，王鐸將

往西北祭拜華山，行前分別為李化熙、弟李重熙、
子李岱源 (1646 進士)書〈楊炯從軍行〉、〈詠陳路
若畫山水幅〉及〈文語軸>

0

(圖八)

李元鼎，字梅公，江西吉水人。王鐸同年進士，
仕明為光蘇寺少卿。李白成陷京師，降，順治初又

降清，累官兵部侍郎。順治戊子(1 648) 二月，王
鐸為李元鼎行書〈七律詩軸〉。另有〈武夷山中作五

律詩> '題跋云

I 此詩己二十餘年，不堪重書，然

亦志吾之不逮。 J (註 41) 王鐸任福建考試官，時在

1627 年五月，因此，這件作品亦當作於 1647 年以
後。王鐸為李氏所書作品並不止此，李元鼎〈跋王

覺斯宗伯墨刻>:

I 孟津王文安公送餘〈歸田序>

'

陳義甚高，書法尤極龍跳虎臥之致，與平時操筆迴
別。 J (註 42) 這件作品後來由李元鼎在江西刻石。在一

封寫給李元鼎的信中，王鐸還曾為他鑒定所藏〈米

帝墨蹟> '李元鼎認為此作是膺品，而王鐸「展觀方

二行，輒欣喜歡愛，若對海嶽，親見其運腕走毫」。
米甫的這件作品，連同王鐸寫給李元鼎的信一一米
市書作的鑒定書，今天都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註 43) (圖九)

孫承澤，號北海，直隸宛平(今北京)人。崇
禎四年 (1631) 進士，在明為給事中，先後降附李
白成與清，歷仕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孫承澤是清

~圖八: <文語軸> '辛卯二月(
人舊藏，{金石書畫>

1651) ,

~嗓縣用民一望山江

(東南日報副刊)。

4 1.上海朵雲軒藏， <中國古代書畫圖日卜第 2 冊，頁 61 0

42. 李元鼎， <石園全集) ，卷 27 '頁 185 。
43.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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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入清以後，又四次為視山齋所藏古代書畫、刻帖作跋 O 如跋米市〈天馬賦> '不僅
盛讚這件作品「矯矯沉雄，變化於獻之、柳、虞，自為伸縮 J '亦盛讚孫承澤嗜古
博通，堪稱米甫的異代知己 o (註 44) (圖十)

李若琳，字雍來，山東新城人。王鐸同年。在明官檢討，順治初和馮銓 (1595
-1672) 、孫之輝同為北京城最早剃髮迎降的明臣之一。順治丁亥

(1647) 十月十

三日，王鐸拜訪了這位時任禮部左侍郎(次年起擔任吏部尚書)的年友，為作草
書〈杜甫詩卷> '並為李氏收藏的趙孟頓〈詹儀之告身、朝諭二道一冊〉作跋，高

度評價趙氏這件晚年作品

I 老幹孤特，又一結法，當是文敏晚年筆也。觀之心

悍，譬之華霍'聳立巍竄，培摟之車，莫之頡旗。 J (註 45) 一天之內作一書一跋，自

非對待泛泛之交的方式。

高爾儼 (1605 一 1654) ，字中字，靜海(今天津)人。 1640 年進士，授編修。
福王時附李自成，入清官累官至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學士。 1646-1647 擔任禮部右
侍郎，王鐸此一時期有三件作品與之相關 O 其中，丙戌(1 646)

44. 順治三年丙戌
條;己丑

春日為高氏所臨

(1646) 春，王鐸為跋〈米市行書天馬賦> ;丁亥(1 647) 九月，王鐸為題〈淳化閣帖〉簽

(1649)

十三月，王鐸為題〈宋迪秋山間卷> ;庚寅

(1650)

夏，為跋〈汝巾的。上海博物館藏

跋〈汝帖> '內容與王鐸題劉元稜(字子穀)藏米友仁〈雲山圓卷〉類似，美國克旦夫蘭美術館藏，故存

疑。
45. 王鐸， <元趙孟棋書詹儀之告身勦爺二道一冊> '收於張照、梁詩正等編， <石渠寶笈>

館，

2006)

(北京:商務印書

，卷 28 。李若琳的收藏並不止此，遼寧省博物館藏陳淳〈行草詩卷> '後有李若琳一跋，知為

其藏品，收入遼寧省博物館編， <書畫著錄:書法卷>

(洛陽:遼寧美術出版社，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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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家住帖卷> '是王鐸入清後極有
特點的行書作品 o (註 46)

金之俊，字豈凡，江南吳江人。萬
曆四十七年

(1619)

進士，官兵部添設

右侍郎，出撫昌黎為李自成所獲，入清
仕為工部尚書 o JI買治六年

(1649) ，王鐸

為其文集〈息齋文〉作序 O 同為貳臣，
王鐸在一首記錄為金氏作畫的詩中，感

歎「千秋經幾變，身改是煙漁 J

0

(註 4 7)身

處京師的貳臣時常雅集，而書畫是其不

可少的內容。王鐸〈百史招飲北峙，同

豈凡、北海、匪石、默公紀意〉云: I 作
畫山山淚，臨池日晦冥。 J (註 48) 表達出貳

臣眾集宴飲，臨池作畫時的複雜心 '1育 O

趙京仕'字開吾，俠西城固人。王
鐸之同年進士，仕明為通政司左參議。
先為偽官，後降清，為工部侍郎。辛卯

(1651) 三月廿九日，王鐸嘗為臨〈王曇

‘圖+:
〈跋米育行書天馬賦> '順治三年丙戌(

1646)

春，遼寧省博物館，\王鐸書法全集> '圖 181 。

46. 另外兩件作品是:丁亥(1 647)

七月廿四日，王

鐸在萬壽宮與高爾儼、胡孝緒、主崇簡、張雲岫

道士等聚集，作〈花卉卷> '收於張照等編， (石
渠寶笈) ，卷 35 ;同年十月廿四日，同高爾儼、胡

孝緒在道院書〈春至但作〉軸，見韓國鈞藏， (止
旻珍藏孟津墨蹟﹒上冊) ，南京圖書館藏民國呵羅
版印刷本。

47 王鐸， (擬山園選集) (詩集) ，五言律卷 23' <為

豈凡畫> '頁 1922 。
48. 王鐸， {擬山園選集}

1921

0

(詩集) ，五言律卷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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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此外， <敬輿邀飲桃葉渡疊石山樓作五律軸〉、〈黃王屋青

陽山築西堂求作十首之一軸〉等贈與趙氏的作品，或亦書於此際。

孫昌齡，字三如，河北宵晉人 O 萬曆四十七年(1 619)

進士，官吏部主事。

順治時官至都察院左副都禦史 O 王鐸入清後與之交情深厚， <哭二如、素洲〉云:
「豈料良朋失，難禁老淚啼 o

J (註 49) 有知音零落之感。王鐸居官之暇時常與孫氏相

聚，在其詩集中，有〈岩畫在邀飲先農壇，雨中同北海、二如、岱雲〉、〈湖中央同

北海、眉居、海客、三如飲〉等詩。(註 50) 了亥(1 647)

八月初五日，王鐸為孫昌

齡臨〈顏真卿一行帖〉軸，就是在與羅欽膽、薛所蘊等人的一個聚會上書寫的 O
(註 5 1) (圖十二)

戴明說 (1605 - 1660) ，字道默，號岩瑩，河北滄州人。崇禎七年(1 634) 進
士 O 在明官至兵科都給事中，李白成陷京師，明說降之，後逃回原籍 O 順治初起
原官，累躍戶部右侍郎。明說善山水墨竹，與王鐸為書畫友，時有翰割往來，討

論書畫，其中一部分被刻入〈擬山園帖〉。王鐸與戴明說相識較早， 1639 年王鐸贈

送過他所臨〈虞世南、柳公權帖> 0 入清以後，王鐸也有三件贈送戴氏的作品:乙

茵

(1645) 八月夜臨〈庚翼帖> ;丙戌(1 646) 三月書〈杜甫詩卷> '五月十三日

夜再跋;同年夏孟， <臨淳化閣帖〉卷。

霍達(生於 1615) ，號魯齋，俠西長安人(一作武功人)

0

1631 年進士，崇禎

間官禦史，巡按順天。順治初授監察禦史，躍大理寺少卿，官至工部尚書。王鐸

入清之後為他書寫了 6 件作品。尤其是 1650 年九月，王鐸在 5 天之內，連續為霍
氏創作兩個立軸、一個手卷(時間分別為初五、初六、初九)

0

(註 52) (圓十三)

上述 14 位受書人的例舉表明，王鐸在清初通過贈送書法(包括繪畫) ，試圖
拉近與漢族高級官員之間的關係，頗非個例，亦非無意識的行為。下面我們再來
分析他與商丘人宋權(生於 1598)

交往的個案，或對理解王鐸的書畫應酬活動有

49. 主鐸. (擬山園選集)

(詩集) .五言律詩 21 .頁 1835 。

50. 王鐸. (擬山園選集)

(詩集)

(七十五卷本) .七言古卷 5' 頁 19a;

(擬山園選集)

(詩集) .七言律卷 7'

頁 26 l3 - 2614 。
5 1.此作今藏日本。
52. 這六件作品分別為: 1647 年二月廿四日〈臨淳化閣帖卷M 日本藏; 1647 年九 月 十九日〈自書詩卷> .河
南省博物院藏; 1647 年作〈消息但作之一事齡，藏所不詳; 1650 年九月初五日書〈杜甫空囊詩軸>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1650 年九月初六〈臨閣帖軸> .濟南市博物館藏; 1650 年九月重傷後書〈魯齋歌卷> .香

港私人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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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幫助。
宋權是河南商丘人，與王鐸是同鄉，又是

1621 年的同年舉人。宋權晚王鐸三年(1 625) 成

巡撫 O 京師破，帥所部降清，仍巡撫順天 O 後拜

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小棋紀年附考〉卷五

I當

日之起兵誅偽官者，猶有巡撫宋權、李鑒，禦史

夜 彰有 J銘md
Aa
S「
p OJ
朱
AW

援朱學依
不噗 Aq

令-de符 ，
卜 發﹒鴻咿你哲學，啥
?今得心加過啞，這

進士，初授令陽曲，後躍吏垣，崇禎末年為順天

曹溶等 o ......是皆以賊為蟄，投誠聖朝，攀龍鱗

而附鳳翼，立功名以自顯者。 J (註 53) 宋權是最早一
批降清的明代官員，故清初極受重用 O

早在 1634 年秋天，王鐸與宋權就有交往 O 王
鐸曾為宋氏所藏顏真卿〈爭坐位帖〉三次作跋，
並題「書家龍象」四字簽註 54) 這一年，他還為
宋權行書〈杜詩扇面>

0

(註 55) 此後直至明末，王鐸

與宋權交往資料罕見。
但入清以後，玉鐸與宋權關係驟然升溫。收

入玉鐸文集的為宋權家族所作傳、壽序、祭文、
墓誌銘多達 4 篇，時間集中在 1646-1649 年。
(註 56) 宋權亦有懷王覺斯詩: I我懷王宗伯，自號

‘圖十三:
〈杜甫空囊詩軸> '廣寅( 1650)

九月初五日，北京故宮

博物院， <王鐸書法全集> '圖 304 。

53.

t余肅， {小臉紀年附考} (北京:中華書局，

1957)

54. 日本藤井有鄰會藏， {書道藝術} (東京:平凡社，

，頁 153 。

1974)

，第

9 卷收錄。
55. 漸江天一 閣藏， {明清名家書法大成} ，圓 53 0

56. 這五篇文章分別為<賀相國玄平宋公壽序〉、〈宋母 T 太夫

人七十壽序〉、〈丁孺人傳〉、〈清贈光祿大夫內翰林國史院大
學士福山知縣玄平宋公暨一品夫人張氏 T 氏墓誌銘〉、〈祭宋

母太夫人文> '見主鐸，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 35 '頁 414 ;
卷 36 ，頁 415 - 416 ;卷的，頁 516-518 ;卷 70 '頁 805-807

卷 75 '頁 8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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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僧。一自出自刃，心事如寒冰。蘇門未荒廢，嵩岳何峻山曾 O 攜書一萬卷，幾

日偕君登 o

J (註 57) 似對王鐸在清代的境遇甚為同情。就在 1649 年，王鐸為宋權創

作了三件作品，皆與歌功頌德有關。一件是上巳日為〈范寬雪山蕭寺圖軸〉作跋，
這件藏品對於宋權有特別的政治意涵，因為它本為內府收藏，順治帝為嘉獎宋權
而特別恩賜。王鐸以大楷恭敬書跋。在激賞「畫之博大奇奧，氣骨玄邀......靈韻

雄邁，允為古今第一」的同時，也特地恭維宋權「以第一流人錫天下第一畫，懋
昭道德勳業，對揚休命。其博大亦可知 J

'

(圖十四)對於一位貳臣如此讚美，不

免肉麻 o (註 58)

一件是五月廿二日，宋權家的盆蘭於枯萎之後復發三花。王鐸為作圖，並題
長跋:

萎而花，比中有道，其發則蘭之為。其所以發皇者，呆蘭之為耶?蘭，

花卉中抱德者也，孤秀幽藏異乎街，無人清湛異乎才旬，不鬥豔于鼠姑，
將離異于爭映......凡後日千葉萬芋，兩恭先生為國家發無窮光莘，流馨
千祺，為王者篤材，不與凡卉伍. . . . . . (註 59) (圖十五)

枯蘭復花，王鐸將之視為了不得的祥瑞，借此機會，對主人宋權的德行於功績又

大肆鼓吹了一番 O 在這一年的夏天，他還與梁雲構(1 584-1649) 、黃于石、張結
彥、張鼎延(1 622 進士卜薛所蘊、傅景星

(1637 進士卜劉昌

(1625 進士)等一

干河南仕清貳臣及宋氏子{至宋學(1 634-1713) 、宋赤城共集宋府，再次觀賞他畫
的〈桔蘭復花圓〉。這件繪畫于卷的拖尾有多家題跋，顯然為宋權父子所鍾愛 050

年後(1 708) ，宋權之子宋瑩再次在畫卷之後作長跋，記錄諸觀畫人後代的生存境
況，猶追念當初集眾的場景 O

與此畫相聯繫的另一件作品是， 1649 年七月五日，在宋權生日這一天，王鐸
又送給他一件〈枯蘭復花賦〉冊作為壽禮， <枯蘭復花賦〉的內容白是為宋權而作，
但這件精緻的有烏絲欄界格的作品本來卻是自己家中的藏本， (註 60) 將家藏的作品

57. 宋權， <白華堂集>

(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頁 lla o

58.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 <故宮藏書大系>

59. 蘇州、|博物館編， <蘇州文物菁華>

(臺北:故宮博物院，

(蘇州、 1: 古吳軒出版社，

1993) ，第 1 冊，圖鈞。
2004) ，頁 228-229 0

60. 遼寧省博物館藏， <主鐸書法全集卜圖 267 0 是作標題有「垠華館藏本」字樣 O 王鐸使用烏絲欄的作品極

少，可見珍重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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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十四

〈跋范寬雪山蕭寺圖軸〉'順治六年 (52)上巳'臺北故宮博物院，《故宮藏畫大系》，第|冊，圖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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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十五: <枯蘭復花圖> ， )11頁治六年己丑( 1649) 夏五月廿二日，蘇州博物館， <蘇州文物菁華}

,

228-229 。

轉贈宋權，更顯出王鐸的珍重之意。(圓十六)入清以後，宋權這位身居顯要的河
南同鄉，究竟為王鐸做過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王鐸對於宋權的驟然殷勤，卻
形之於色，當然，這些都隱藏於書畫雅事的幌子之下 O

圖十六: <現華館藏本枯蘭復花賦〉什11頁治大載( 1649) 大月，遼寧省博物館， <王鐸書法全集〉
圖 267 。

在保持與貳巨群體密切關係的同時，王鐸也積極編織新的人脈網絡 O 值得重

視的是，王鐸此一時期也大量以書畫應酬清初新科進士，主要是河南、河北、山

東等地北人。如 1646 年進士:李岱源、單若魯、傅維鱗(? -1666) 、李!蔭曲、王
紫授、段昌祥、傅作霖、梁清寬、霍炳、劉健、魏象樞

(1617 - 1687) 、劉鴻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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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 年進士:宋瑰 (1614-1674) 、傅雲鵬;
1649 年進士:宋可發、孟棺祥等，王鐸都曾為

他們作書。尤其是 1646年的進士，與王鐸次子
王無咎為同年，許多又是翰林院同官。王鐸以
書畫作品酬應清初進士，除了希望未來能得到

他們的庇護之外，也在無形中幫助王無咎建立
他的社交網絡。如單若魯號拙店，山東高密人，

1646年進士，翰林院檢討，後官至國子監祭酒，

弘文院大學士 01649-1650 年春，王鐸共為他作
過 4 件書畫。有趣的是，對於兒子的同年，王
鐸總是以年丈、年家相稱呼 o (註 61) (圖十七)

顯然，王鐸入清以後，並不像他的友人所
渲染的那樣，是一個與物無競的厭世者。雖然，
降清而為貳臣，就王鐸一生的道德建設而言，

不育是覆水難收的行為。但基於現實人生的考
慮，王鐸之選擇亦在情理之中。且在清初不甚
得志的情形下，主動以書畫為媒介，結交一時
新貴，此舉不僅有在新形勢下重新尋求政治庇
~圖+七: <送周年棵圍還聞詩軸> '庚賈( 1650) 春，

〈王鐸作品展紀念集 P' 圓 33 。

6 1.這四件作品分別為: 1649 年書〈答問一首軸> '韓國鈞舊

藏，見〈止旻珍藏孟津墨蹟﹒上冊)
羅版印刷本)

(南京圖書館藏民國阿

: 1649 年書〈丙子南都攝山作，時偕張湛虛五

律詩軸> '甘肅省博物館藏， <王鐸書法全集) ，圍 271

:

1649 年作〈花卉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鐸繪畫珍
品) ，圓 73

:

1650 年春書〈送周樑園還閩詩車齡，今藏日

本 O 另外三件作品亦當為贈送單若魯者， 1647 年書〈贈單

大年家丈文語軸>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藏，收入杜三鑫主
編， <明末清初書法展

會 '1998)

:

書家)

(臺北:何創時書法基金

1647 年書〈杜甫贈陳補闕詩軸> '開封市博物館

藏， <王鐸書法全集) ，圖 229 0 單若魯熱中收藏當時名家的
作品，小萬柳堂藏 ， <名人書畫扇集}

(上海:文明書局，

191 7)中，亦收有陳名夏與魏象樞書贈單若魯的詩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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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考慮，亦為其子王無咎社會網絡之建設打開方便之門。

四、小結

王鐸是明末清初繼董其昌

(1555-1636) 之後的又一應酬大家，一生所書應酬

作品極多。他留下了近千件書畫作品，其中具上款的占了相當比例(且大多署有

年款) ，這使得研究他的受書人以及應酬書寫的功能成為可能 O 本文在對王鐸 200
多位受書人進行考證、歸類的基礎上，對其中兩類最為典型的受書人

河南地

方官員和清初新貴一一與王鐸的交往活動進行了較為細緻的分析，以揭示書法應
酬在王鐸獲得特殊服務與家族便利方面可能發生的作用;同時，入清之後王鐸通
過書法應酬，積極營構新的人脈網絡，不惟與仕清的貳臣高官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也發展出與清初入仕的青年官員的密切交往。王鐸的友人在為他所作的種種傳記
中，一致描述他入清之後沉洒聲色、縱飲頹墮，似求速死者，這和我們從王鐸的
書法應酬活動中所得出的結論形成絕妙的反差。因而，這些傳記不過是清初貳臣

之間相互開脫之詞，而非實本目的真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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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ddition to creating calligraphic works for sale , Wang Duo often used
them as gifts to fulfill certain social obligations. The main recipients were
his colleagues at work , local officials , and fellow artists. Among them , two
groups we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First , Wang gave calligraphic works to
local officials , which allowed him to maintain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important families and enjoy certain privileges. Second , Wang also gave his valuable works to powerful Han officials in the Qing court in hopes of establishing a social network in the new dynasty. This clearly conflicts with the
account of other former Ming officials in the Qing government , who de
scribed Wang as reluctant to serve the Manchus and as leading a decadent
life. Here , Wang Duo's actual social attempts are revealed by the whereabouts of his calligraphic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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