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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摩耶经残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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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方法
艺术的根本贵在创作，

篆刻也一样，但篆刻区别于
其他艺术门类，是以汉字为
载体，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
传统艺术。学习汉印的最
终目的是创作出具有个人
风格的篆刻作品，但是一定
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
摹刻了一定数量的汉印作
品之后，应有针对性、有选择
性地临仿一些明清流派印
章，这是篆刻从临摹走向创
作的中间环节。

一、仿刻

一是确定刻制文字，然
后在汉印中查找相应的文
字，同时还要使用《汉印分韵
合编》等工具书进行查找，按
照汉印的风格设计自己的
印稿，然后镌刻。

二是以古代经典印作
的某一两个字为基础，确定
所要仿刻的印章风格，再以
此风格安排自己所需要的
文字，最后取得与原印风格
基本一致的效果，即可达到
目的。

三是对优秀的经典作
品进行意象的模仿，这是仿
刻的最高阶段。这个过程
是在充分把握了古代经典
印章的章法、笔意、刀法或印
章的趣味等方面的整体艺
术特色后，有目的地模仿其
风格、意象。篆刻家后期的
艺术风格也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二、创作

篆刻学习的目的是创作出个人特色的艺
术作品。在较好地掌握篆刻相关知识的基础
上，经过相当数量的仿刻后，进行初步的创作
练习。初期创作可以从规整做起，取得一定效
果后再逐渐追求独特的艺术效果。同时不断
地加强古文字学、古代印史、印论、书画以及文
学等方面的修养，逐渐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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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
敦煌楷书写卷墨迹技法探究

书法艺术是多元、丰富的。如果把书
法艺术比作女子，那么传统经典作品就如
同大家闺秀，而敦煌写经则更像小家碧
玉，它们各具其美。与同时期的代表书法
文化前沿的经典相比，敦煌写经尽管显得
民俗、自由、不规范了一些，但正因为如
此，它少了些刻意矫饰的痕迹。笔者对魏
晋南北朝时期写经书法反复研究，认为早
期敦煌写经既不过分追求严谨的法度，也
不过分讲究用笔的工拙，无矫饰做作之
态，无意于书法而尽得书法之风流。当代
书家若能借鉴敦煌写经的艺术风格，深入
到敦煌写本的研究中去，定会中得心源，
独获裨益。

下面就以几卷有代表性的典型经卷
墨迹为例，从其书体演变、用笔技法等方
面作以探究。

一、简隶余韵，古意盎然

魏晋写卷，承接秦汉简隶，是一种处
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体，而楷书成
分已经大于隶书成分。既具有隶书平整、
匀称的特征，也留有汉简潇洒、自由的
韵味。

（一）《道行品法句经》是由隶向楷过渡
中的“蝇头小楷”，可谓“敦煌书风”中最早
的代表作之一。它是在汉简隶书的基础上
加以简化、规范和创造，形成魏晋时期寺院
主要流行的类似楷书的“经书体”。它显得
生动、拙朴、率意，富有乡土气息。

从用笔来看，横画起笔尖锋直入，收
笔重按但不做挑势，保持有较浓重的隶书
捺笔的余韵；点画则一点即到，快入快
收；竖笔淡化悬针，钩趯向右夸张；转折
处没有唐楷那样明显的调锋提按，而是顺
势一弯带下，自然劲疾，极具张力。（图1）

此卷书法书写轻松自如，潇洒随性，
笔力劲健爽快，节奏感强烈，形成一种质
朴敦厚而又灵秀生动的意态美，为早期敦
煌写经中重要的珍品墨迹。研习它对于
书法创作具有极好的示范、参照与借鉴
意义。

（二）《三国志·步骘传》为稍早于“二
王”时代的东晋写本。此卷为敦煌早期文
献中“简味”颇浓的珍品写本之一，字形
偏纵，结构欹侧，略见右倾。用笔厚实，

古意盎然，偶见连带，笔法犀利，给人一
种桀骜冷峻的审美感。

从用笔来看，作品横画尖锋直入而末
尾重顿，竖画抢锋斜下而顿收，长撇弧扬
出锋，捺笔出挑，钩画圆健，一些虚出尖
锋乘势曲掠，可见在快速书写过程中强化
楷法但仍沾隶意的过渡痕迹。（图2）

此卷写经书法风格独具个性，体现出
技巧上的稚拙生动和形式上妍质并蓄的
审美境界，表现出书法天然精神和艺术创
造精神。对当代书家来说，书法创作时若
能参考、借鉴此卷书法的风格精神，必能
开辟出一片书法创作的新天地。

（三）《十诵比丘戒本》为敦煌文献中
戛戛独造的珍品之一。书法显然具有汉
简意味，无疑是由隶而楷过渡中的“隶楷
书体”。其结体、用笔皆自然率意，一些
字的写法十分稚拙生动，古朴自然而前后
有别，越到后面越见变化和进步，轻重提
按愈来愈明显。字形大小不等，参差有
致，欹斜避让、疾迟徐缓尽展眼前；横画
则楷（魏碑）隶相杂，捺笔多见隶之挑势，

“日”字形的折笔顿按之势极似《泰山金
刚经》写法，且不少笔画可见少量连带，
显示出刚劲古拙、生动有趣的个性风格。
（图3）

由此墨迹中，我们完全可以感悟到十
六国时期寺院文化的韵致和先贤们那种
真诚质朴的书法精神，无疑对当今的书法
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吸纳魏碑，拙朴自然

北朝早期的写经书体改变了隶书波
磔的笔法和平整的结构，笔法更加丰富。
北魏形成的魏碑，也很快影响了敦煌写
经。该时期写经笔法刚健，结构险峻、雄
奇，与龙门造像的仪态风神极其相似，具
备了魏楷的雏形。

（一）《大般涅槃经残卷》是北朝早期
的精品写本之一，书写严谨，字字珠玑。
字形略扁，结构紧密多见欹侧；用笔遒
劲，精到娴熟，干净利落，富有弹性，笔迹
分明，韵致生动。长撇扬弧虚出，显然是
回环走笔引启下笔的一种动感态势；

“日”字形四角挺出，铁骨崚嶒，转折处可
见明显提按；竖画劲挺外张，钩画多隐忍

内敛，形成不滞不露、稳定内敛的姿态。
（图4）

此卷书法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谨严的
章法和清朗的疏密关系，有如深山古刹幽
然传来的平稳和谐而又性情的梵音佛曲。

（二）《妙法莲花经卷第六》是敦煌文
献中的“行楷”佳作之一。其最鲜明的特
点是“篱高不挡醉红枝”，凡“目”字形写
法，横画往往左边出“墙”，形成梳齿之
状。字形趋方，有纵有扁，右脚微倾，结
构紧密而收放自如。用笔敦实而见连带，

“行楷”意味十足，但与前面《大般涅槃
经》的写法拉开距离，已然向“魏楷”靠
拢。横画轻入重收且主笔较长；撇笔写法
独特，往往扬弧带挑，颇为潇洒率性，像

“者”“光”等字穷尽变化，“法”字末部用
三笔写成；捺笔的写法重顿出锋者已近唐
楷，重顿下带者已近草法，穷尽变化。
（图5）

由此可见，此卷是敦煌书风中充满抒
情意味，颇具变化，独具风格的行楷作
品。悉心领会其中奥妙，必然会对当今的
书法创作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毛诗残卷》系敦煌文献中具有
代表性的佼佼者之一，其写法与同时代的
释经作品《胜疏》异曲同工，皆与魏碑十
分接近，保持了质朴灵动的原始风貌。北
魏刻石多以方笔取胜，极少见圆笔之痕。

《毛诗残卷》毕竟是纸上墨迹，真实地
反映了北魏楷书在未经刀刻錾凿之前的
笔致情态。字形趋扁，结构谨严。用笔刚
健，浑厚妍美，自然流畅，笔画线条少见
隶意，已吹起了向唐楷进发的号角。章法
颇似《大慈如来告疏》的风格，显得舒朗
有致，落落大方。（图6）

三、行书笔意，灵秀生动

北魏后期的敦煌写经，行笔流畅而又
灵活多变，左右两侧的笔画放得较开，特
别是横撇捺画拉得较长，显得灵秀娇媚，
一字之中多有连笔，笔致迅疾处尤见变化
绮丽，使布若算子的小楷写经呈现活泼、
清丽之姿，既发展了隶书的典雅、优美的
精神，又一改其古朴、凝重的气息，行书
意味渐浓。

（一）《大慈如来告疏》系当时民间传

抄的宣传品。此卷墨迹在北魏书迹中以
质朴生拙名世，是典型的由隶而楷过渡中
略带“行意”的“行楷”作品之一。

它最大特点是字形趋方微见纵势，左
稍低而右略耸，结构紧密，半小半大。用
笔稚拙厚实，质朴工稳，横画多以楷书笔
法，捺画则带隶意且见挑势，折笔已见唐
楷提按之态，线条稚拙，敦厚本分。章法
舒朗，行气宽博，呈现出一派古茂凝重的
气象和夭桃秾李般的稚嫩美，在敦煌早期
写经中独具风采。（图7）

从书法审美角度严格地说，此卷写法
并不成熟，但正是这种不成熟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可作参照的古典范本，近年来“流
行书风”中的一些作品，就是借鉴了诸如

《步骘传》《戒本》《告疏》等之类的写法而
“推陈”“创新”的。

（二）《佛说八师经》是北魏写本，此卷
系北魏写经偏于“行楷”的作品。其最突
出的特点是横瘦竖肥，纵有行而横无列，
尤其是“日”字形的括弧状特征，为唐代
书法大师颜鲁公“颜体”的形成晒出了范
本。字形略扁趋方，结体宽博，大小随
意，长短无拘，栉比有变。用笔凝练，质
朴敦厚，天然无饰且中、侧兼施，尤其是
侧锋运用十分精彩，变化丰富，节奏分
明。笔画线条有如印章刻款，多不联结
（个别偶见连带），转折处多见断笔另起，
即我们常说的“笔断意连”，凡横画微带
隶意，竖钩则多作弧出，可见汉简的写法
尚未消失殆尽。（图8）

书法是写字，但不只是写字，需要有自
然率意的艺术创作意识，尤其在书法退出
实用舞台的今天更是如此。读赏此卷作
品，已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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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当花院里，书斋望晓开。”自古
以来，文人读书藏书做学问的地方统
称为“书斋”。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志
趣情操和精神风貌，不管自己的书斋
大还是小，华美还是简陋，往往要起个
雅号，或明志以自勉，或托物以寄情，
不仅寓意精深，而且妙趣横生，成为一
种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书斋名是“陋
室”。诗人曾在此专门写下脍炙人口的

《陋室铭》，以描绘自己书房的简陋和清
幽：“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
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
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把
自己的“陋室”与南阳诸葛庐以及西蜀
子云亭庐类比，乃君子之宅，表达了作
者洁身自好、不慕富贵的节操和安贫乐
道的情趣。“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则点
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在于“德馨”。人
生之路，坎坎坷坷。遭挫折而不颓废，
受冷遇而不沮丧，这是《陋室铭》留给我
们的人生启示。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晚年的书斋叫
“老学庵”，语出自刘向《世说新语》中
“师旷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陆游一
生致力于收复中原大业，终因主上昏
庸不明，无力回天，晚年隐居家乡，读
书赋诗，并将作品结集成《老学庵笔
记》，表示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书屋为“聊
斋”。蒲松龄一生与官场无缘，长期在
乡间做塾师，过着清寒潦倒的生活，在
创作《聊斋志异》时，为搜集素材，他常
喜欢请人到书房来闲聊神侃，说狐道
鬼，然后根据聊天讲的奇闻逸事加工
整理，写成小说。他的书屋“聊斋”便
由此而生，表现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思
考和憧憬，抒发了他一生的理想与
爱憎。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将自己的书
斋命名为“饮冰室”。他兴趣广泛，学
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
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各种著述达
1400万字，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饮冰”
二字出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
命而夕饮冰”，是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
臣，上朝时接受了皇帝交给的重任，事
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

便饮用冰水来解心中烦躁。梁启超以
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作为笔名，表
达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与焦
灼。后来台湾诗人余光中到“饮冰室”
参观时，留下一句话“其室名冰，其人
犹热”，确是恰如其分。

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的
书斋曾以“俟堂”和“绿林书屋”为名。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有个长官颇想
挤掉他，他就针锋相对，表示“君子居
易以俟命”，看这位长官如何动作。为
此，鲁迅就称自己的住处为“俟堂”，并
请陈师曾为他刻了一枚印章“俟堂”，
又将所集拓片编辑为《俟堂专文杂
集》。20 世纪 20 年代初，鲁迅先生支
持学生爱国运动，被反动文人诬为“学
匪”。他为反击，索性以牙还牙，遂把
自己寓居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
书斋取名为“绿林书屋”，以示“横眉冷

对千夫指”的大无畏战斗精神。
著名作家沈从文生前有两个书斋

名号：“窄而霉斋”和“小小窄而霉
斋”。1931年，沈从文在山东大学时，
住在福山路３号的小楼里，由于青岛
比较潮湿，他给自己的居室取了个雅
号——“窄而霉斋”。当然，这里相比
在北京东堂子胡同住的“小小窄而霉
斋”还是要好得多。北京的“小斋”，那
间小屋十分简陋，房间原是堆煤的，临
时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作窗，仅可容身，
又潮湿发霉，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小
窄而霉斋”。但其巨著《中国历代服饰
研究》就是在此完成。沈从文的好友，
诗人荒芜对此十分感叹，曾挥笔写道：

“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
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
彰显出一种不甘沉沦、向往阳光的奋
发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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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在书法作品上题款？怎

样题款为好？

最初，书法作品题款的作用仅仅是要注
明书写者的姓名、身份，随着书法艺术的发
展，题款成了书法艺术章法构成中不可缺少
的有机组成部分。惟有正文和题款都处理得
恰到好处，相得益彰，才算一幅完整的好的书
法作品，否则就会影响整幅书法作品的章法
构图和审美效果。

题款的内容和形式并无一定的格式，但
总结前人的经验，大体有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需要掌握。

首先从款式上，有单款、双款、上款、下
款、长款、短款之分，有的干脆以印代款。一
般情况下，单款只题下款，没有用单款题上款
的。双款包括上款和下款。款式的长短差别
也很大，有的书法作品题款可达数行，而有的
短款（亦称穷款）则仅作者姓名的几个字，甚
至仅用一个字或一个印章代替。

上款，一般是写在作品起首的位置，也有
接写在正文下面的。上款内容多为求书者的
姓名、称谓，或再加些客套话语如“雅属”“惠
存”“教正”等。下款一般写在作品结尾处，其
内容包括作者姓名、年龄、斋号、书写时间、地
点、书写内容的作者或出处，甚至书写时的环
境情况、作者心情、书写方式、自我感觉等，这
些内容在下款中并非每写必用，应根据书法
作品的章法布局情况和欣赏对象的不同，做
灵活的选择，可多可少，可增可减。在双款中
这些内容可根据书法作品章法布局的需要做
恰当的安排，以保持整体章法达最佳效果
为好。

题款的书体和字径的大小、多少、位置、布
局应与书作正文配合得宜。一般情况下，款字
要小于正文的字径，正文为篆、隶、楷书的，题
款不要再相应的用篆、隶、楷书写。正文为行
草的，落款一般也不用篆、隶、楷题写。总之，
落款是正文的陪衬和补充。它起到配合、调整
正文，丰富与深化作品艺术内涵和思想情调的
作用，以灵活多变、通篇谐调为上。

（节选自《书法知识千题》）

□ 崔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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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玺

（原印）

▲行□之玺

（刘洪洋临）

▲喜我无俗气

（刘洪洋作）

▲南门之玺

（原印）

▲南门之玺

（刘洪洋临）

▲与蝉相近

（刘洪洋作）

▲赵之谦 篆书《吉阳山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