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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序〉是南宋君臣鍾情、公卿爭藏的書法名帖。由於〈蘭亭序〉的摹
臨拓本品類繁多、真贗並存，在南宋形成一種以品題〈蘭亭序〉為主的特殊
文化活動；除了集結同好，對蘭亭序帖進行把玩鑑賞、品評優劣外；士人們
也藉由這樣一個休閒怡情、交流情誼的機會，擴展自身的人際關係。
本文選擇以南宋中期蒐藏、鑑識、品評〈蘭亭序〉的四位名家尤袤、沈
揆、王厚之、汪逵為研究對象；先建構他們的生命歷程與收藏情形，再透過
大儒名宦品題〈蘭亭序〉及詩文唱和，掌握其人際關係，並從若干側面進行
觀察與分析。
尤、沈、王、汪四位能成為〈蘭亭序〉收藏名家，有其共同背景，一是
出身豪富，收藏〈蘭亭序帖〉量多且質優；二具寬闊視野與鑑賞能力；三都
曾任職祕書省館閣的清要官，對文物見多識廣，並得與相同能力的僚友相交
流，增強其鑑識能力。在南宋，藉書畫文物的游賞，除了個人性的交流之外，
也有集體性觀賞〈蘭亭序帖〉的雅集方式，建立人際關係。

關鍵詞：蘭亭序、尤袤、沈揆、王厚之、汪逵

-----------------------------------------2016 年 3 月 30 日收稿，2016 年 10 月 8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8 月 14 日通過刊登。
 作者係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專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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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國書法碑帖發展的盛世，而士人實是推動此一發展的關鍵角
色。碑帖之刊刻、摹、臨，肇興於唐代；到宋代由於朝廷的倡導與士人的雅
好，自《淳化閣帖》之後，官刻私摹風氣浸盛，帖學大興。士人官員在承擔
文化傳承與社會教化的同時，也因經濟發達，帶動書畫收藏的風氣，並以此
作為彼此交流、游賞、聯誼的媒介；因此，對書畫乃至文物的蒐藏研究與相
互品題討論，成為時代風尚。迨金兵入侵、開封淪陷，大量官私圖籍、書畫
文物遭受浩劫；在江南重建的趙宋政權，為體現國運中興，積極徵購書畫、
圖書，乃至文物，由中央或地方官府加以整理刊刻出版，使得金石考據學大
1

興。 加以高、孝二帝均為書法名家，鍾情王羲之的書法，推崇〈蘭亭序〉；
王羲之的〈蘭亭序〉遂在南宋的政治文化脈絡下，發展出如姜夔有關〈蘭亭
序〉的研究、桑世昌的《蘭亭考》
，和俞松《蘭亭續考》等專門論著。同時掀
起出版、收藏的熱潮，出現不少著名的收藏家。由於遍及各階層的士人熱烈
參與，以此為賞玩之資，並透過題跋表達其意見、品評其優劣，為蘭亭學奠
2

下重要基礎，是南宋文化的特色之一。

〈蘭亭序〉是南宋士人參與討論最多的書法碑帖，不僅刻、摹、臨本類目
繁多，且經由題跋留下豐富多樣的文獻資料。由於涉及領域廣泛，成果相當
豐碩，像陳一梅博士《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一書，針對〈蘭
亭序〉宋代版本、收藏、研究及幾個與藝術有關的重要問題，進行深刻的討
論，是藝術史界具創見的著作。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一書，專門探討南宋
書法發展，揭示延續北宋的尚意主流風潮及以鍾、王為法的復古思潮匯集，
並提出以題跋論書法，名卿爭藏〈蘭亭序〉的時代特色；書中對〈蘭亭序〉
亦有深入探討。這些藝術史與書法史的專著，都顯示〈蘭亭序〉在南宋的重
要性。然受專業領域之限，其所揭示及討論的要點，較重書法、藝術的內涵

-----------------------------------------1 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1(2011.9):
3-8。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79-283。
2 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8-30、282、3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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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格的表現。然而，任何一件像〈蘭亭序〉這樣經歷曲折、評論眾多的經
典藝術，對傳統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絕對超過藝術品本身的價值、內涵和
風格。因此，對〈蘭亭序〉的討論更值得從人的角度與人的關係等廣泛的社
會文化現象去探討。
〈蘭亭序〉在南宋的影響與士人關係密切。
〈蘭亭序〉在南宋受到的關注，
除皇室倡導，尤與官僚名儒參與鑑賞品題討論所帶動之風潮有關。參與科舉
考試的士人，書寫是學習舉業過程必經的訓練，及當具備的基本素養；書法
風格被視為個人學養、才能的一部分，因此，與詩詞一樣，書法也被視為士
人才學的一環。收藏世所稀有〈蘭亭序〉書帖的士人，若具備書寫與鑑識能
力，並將擁有的珍稀書帖於聚會時供友人、同僚共賞，以題跋或詩詞的唱和
抒發己見，不僅有助於眾人休閒怡情，且能擴展人脈。因此，
〈蘭亭序〉除了
是書法史或是美術史專業學者所關注的議題外，也應該是歷史學界從社會文
化角度切入，觀察士人活動的議題之一。
本文擬以南宋士人對〈蘭亭序〉的討論為中心議題。本文透過南宋中晚
3

期輯〈蘭亭序〉題跋的二本著作，及桑世昌的《蘭亭考》 、俞松的《蘭
4

亭續考》 及當代大儒名宦為〈蘭亭序〉收藏與研究名家所撰寫的題跋，觀
察他們藉著觀賞、品題、評鑑，呈現士人之間的互動及所建立的人際關係等
社會文化屬性較強的歷史問題。由於專業之限，本文雖多參考藝術史與書法
史的研究成果，但不涉及〈蘭亭序〉版本真偽、價值優劣及筆法理論等書法、
藝術的內涵及其爭議。
本文選擇尤袤、沈揆、王厚之、汪逵四人為研究對象。尤、汪、沈、王
四人，是南宋中期蒐藏、鑑識、品評〈蘭亭序〉的名家，袁說友（起巖，

-----------------------------------------3 《蘭亭考》的作者桑世昌，字澤卿，天台人，是陸游的外甥，博雅工詩，喜集古今名
人書籍及遺文軼事，與當代名士李庚、尤袤、楊萬里、樓鑰、葉適均有交往，有文集
三十卷。《蘭亭考》十五卷於宋人題識援據甚詳，高似孫刪存二卷，今存十二卷，見
喻長霖修，柯華威纂，
《台州府志》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 74 號，
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卷 99〈桑世昌〉
，頁 14a；清．紀昀總纂，
《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卷 86，頁 2235-2237。
4 《蘭亭續考》的作者俞松，字壽翁，錢塘人，仕履無考，是書為續桑世昌之作，凡二
卷，上卷載松所自藏與他家藏本；下卷皆松所自藏；後刊於淳祐四年。有李心傳作序，
見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86，頁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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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204）在〈跋汪季路（逵）太博定武本蘭亭修禊序〉中說：
「余留都下
九年，士夫家所有，幸數見之，……余雖隨羣嗜此，而所儲殊未確，僅有一
5

二可以備遺，然必求有以頡頏於尤、沈、王、汪之門可也。」 周必大也說：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殫見洽聞者，莫如沈愚卿、尤延之、王順伯，予每咨問
6

焉。」 顯示這四個人，不僅是蘭亭序帖的收藏、研究大家，也是對文藝文
物有興趣的官僚，他們提供收藏的〈蘭亭序〉與友人共賞，在南宋諸多士人
文化活動中，是頗具特色的。不過，現存史料有關這四位大家生平事蹟的記
載，相當片段、零散，彙整、梳理不易，世人難有全面的認識。因此本文首
先廣泛蒐集資料，從每個人仕途變化與政局發展的角度，建立其較完整的生
命歷程；並透過題跋掌握名家間如何藉雅集賞玩，及討論〈蘭亭序〉的源流、
差異；更結合四人對書畫文物蒐藏研究能力，探討其以任職祕書省的機緣發
揮文藝職能，建立以怡情為主的人際關係。最後再從若干側面進行綜合性的
觀察分析。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雖以〈蘭亭序〉為主要探討對象，但尤袤、王厚之、
沈揆、汪逵四人，對書畫金石等文物有廣泛興趣，視野寬闊，能實質提升〈蘭
亭序〉的鑑識、研究能力；因此討論的內容將結合他們擁有的相關文物的學
識。同時，由於尤、汪、沈、王與〈蘭亭序〉的資料零散，
〈蘭亭序〉的題跋
及與四位收藏家有關的資料，較集中於知名度高及文集內容豐富的樓鑰、朱
熹、周必大等名儒大臣；本文討論內容不免側重他們的觀點及凸顯彼此的關
係。

˟ăαҜĲᜋܩԔĳќᖟᄃࡁտ̂छ۞Ϡπᄃ።!
（一）尤袤
尤袤（1124-1193）是南宋著名的詩人、藏書家、書目專家。尤袤，字

-----------------------------------------5 曾棗莊、劉琳主編，
《全宋文》第 274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卷 6208
〈跋汪季路（逵）太博定武本蘭亭修禊序〉，頁 324。
6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30 冊，卷 5123〈題修禊帖〉，頁 247。時間作淳
熙乙酉正月五日，淳熙無乙酉年，疑為己酉（十六年，1188）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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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之，號安溪，又號遂初居士，無錫人，曾祖、祖與父均不仕。袤生於宣和
六年（1124），早年入太學，嘗從楊龜山（時）的學生喻樗及樗之女婿汪應
7

，二十二歲中王佐榜進士，是朱熹的同年兼好友。
辰游， 紹興十八年（1148）
後歷知泰興縣；紹興三十一年冬，金兵來犯，守禦有功，改江陰軍學官；因
相貌不揚，個性靜退，久未為時用，其後獲陳之茂、胡沂、汪應辰等人之薦，
8

召除將作監簿， 改大宗正丞；乾道七年（1171）五月，任祕書丞兼國史院
9

編修官；八年五月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 淳熙三年（1176）因諫張說，改
任知台州；在台州與樓鑰、王柟、錢象祖、石墪、石應之、彭子復等人締
10

11

； 除淮東提舉常平。七年改
交； 六年，為朱熹於南康軍立五賢祠作「記」
12

江東提舉，曾刊刻好友洪适《隸釋》
； 八年仲春為朱熹之叔父朱槔《玉瀾集》
13

14

作序， 並將朱熹在南康所行檢放苗米之法行之江東諸郡； 後因梁克家之
15

薦，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 十二年改右司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同
16

僚沈揆等進〈郊祭大禮慶成詩〉
； 十四年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太

-----------------------------------------7 汪應辰，〈答尤延之書〉，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15 冊，卷 4770，頁
72-73。
8 見宋．汪應辰，
《文定集》
（《叢書集成新編》第 6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卷
6〈薦尤袤剳子〉，頁 53。
9 參宋．陳騤，
《南宋館閣錄》
（北京：中華書局，1998）
，卷 7〈官聯上〉
，頁 89、90、
133，以下引用《南宋館閣錄》，直標於正文之後。
10 參宋．葉適，
《葉適集》
（北京：中華書局，1961）
，卷 23〈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
誌銘〉，頁 459。《南宋館閣錄》作「乾道九年十月知台州」，疑誤。《南宋館閣錄》
，
卷 7，頁 90。
11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622，以下引用
《朱熹年譜長編》，直標於正文之後。
12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13 冊，卷 4740〈池州隸續跋〉，頁 331。
13 宋．尤袤，
《梁谿遺稿》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卷 2，頁 528。
1983）
14 宋．朱熹，
《朱子文集》
（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卷 13〈辛丑延和奏剳四〉，
頁 429，以下引用《朱子文集》
，直標於正文之後。
15 淳熙十年十月三日，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職官〉
7 之 33，以下引用《宋會要輯稿》
，直標於正文之後，並簡稱為《宋會要》
。唯「吏部
尚書」應為「吏部郎官」。
16 時為淳熙十二年二月六日。參宋．佚名，
《南宋館閣續錄》
（北京：中華書局，1998），
卷 5〈撰述〉
，頁 212，以下篇稱《館閣續錄》並直標於正文之後。
《宋會要》
，
〈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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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左諭德（《宋會要》，〈職官〉7 之 34），為朱熹叔祖朱牟撰墓誌銘（《朱子
文集》，卷 98〈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頁 4795；卷 37〈答尤延之一〉，頁
1510），並與祕書監兼太子左諭德、國史院編修官的沈揆、將作監丞王厚之
參與當年貢舉（《宋會要》，〈選舉〉22 之 8）；十月除太常少卿（《宋會要》，
17

〈儀制〉8 之 22），與議高宗喪禮、諡號及配享諸臣； 由於嫻熟禮制，孝宗
稱「如卿才識近世罕有」（《宋史》，卷 389，頁 11926）。十五年六月，改權
，並舉陸游自代直學
禮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館閣續錄》
，卷 9，頁 381）
18

士院； 受命撰寫內禪制冊。尤袤對乾道、淳熙年間官僚集團攻訐道學，頗
為介意，曾向孝宗表明道學是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
設的基石，但「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
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
（《宋史》
，卷 389，頁 11926）期盼孝宗
能有所補救。
尤袤在光宗朝，建言朝政，抨擊近倖，維護善類，極為盡心。尤袤是光
宗為太子時的老師，光宗繼位後，他抨擊權要近臣壞舊法得美官，得罪當軸；
19

20

，知
且因曾受周必大舉薦， 遂以黨必大遭劾罷，與祠。 紹熙元年（1190）
，
〈職
婺州，改太平州；紹熙三年（1192）六月，任給事中兼侍講（《宋會要》
官〉6 之 71），與同時在朝的舊識樓鑰往返甚密，共同論救遭外放的林大
21

22

中， 一齊玩賞彼此珍藏的書畫文物； 並與趙汝愚等人檢討太學待補法（《宋
會要》，〈崇儒〉1 之 46），其後抨擊光宗不朝重華宮及李后族人推賞太濫、

-----------------------------------------7 之 33。
17 元．脫脫等，
《宋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7）
，卷 389〈尤袤傳〉
，頁 11925-11926，
以下引用《宋史》，直標於正文之後。
18 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336。
19 宋．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50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卷 139〈薦監司郡守狀〉，頁 205。
20 陸游為遂初堂題錄，見于北山，《陸游年譜》，頁 346。
21 二人共同的友人，時任侍御史的林大中，因論奏大理少卿宋之瑞不成，被外放，尤、
樓曾聯名籲請宋廷收回成命。宋．樓鑰，
《樓鑰集》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卷 26〈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郡〉，頁 482-483。
22 樓鑰，《樓鑰集》，卷 7〈題尤延之給事所藏仙翁徙止圖〉，頁 180；卷 70〈跋石曼卿
古松詩〉，頁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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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侍姜特立用事等問題；四年一月，任禮部尚書兼侍讀兼實錄院同修撰；五
23

月以疾乞致仕， 六月卒，享年七十。老友陸游、周必大、袁說友、陳傅良、
24

彭龜年、樓鑰均有祭文與輓詞。 祕書省正字項安世撰詩，感念他提拔後進：
25

，
「四海人才譜，三朝禮樂臣，併將文獻去，誰與覺斯民。」 嘉定五年（1212）
諡號文簡，有《梁谿集》五十卷，由其孫尤藻刊刻，惜遭焚，僅二卷存世。

（二）沈揆
沈揆，字虞卿，是秀州嘉興人，生卒年與先世不詳。王質在紹興二十八
26

年（1158）八月三日遊嘉興東林時，說沈家是「紈綺世家」。 在〈沈氏勝
27

栖堂記〉中， 王質對沈氏兄弟經營產業有成，留下深刻的印象。
沈揆中進士後仕途平順。紹興三十年（1160），中梁克家榜進士，沈揆
初期官歷不明，僅知乾道三年（1167）在湖州任州學校教授，與知州王十朋、
28

通判宋子飛等人多所唱和。 七年任太學正，九年改除太學博士（《宋會要》，
。淳熙三年（1176）
，任太府寺丞，五年改宗正寺丞，參與
〈職官〉28 之 27）
貢舉事務（《宋會要》，〈選舉〉22 之 3）。六年正月以朝奉郎知台州，與通判

-----------------------------------------23 《館閣續錄》
，卷 9〈官聯三〉
，頁 381。樓鑰有制詞，參看《樓鑰集》
，卷 31〈給事中
尤袤禮部尚書〉，頁 545。
24 吳洪澤《尤袤年譜》作六十七歲，見吳洪澤，
《尤袤年譜》
（《宋人年譜叢刊》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頁 5981-5985。《宋史》〈尤袤傳〉作七十歲，但無生年，
見脫脫等，《宋史》，卷 389〈尤袤傳〉
，頁 11929。學界向來多主尤袤生於靖康二年
（1127）
，然方愛龍據《西塞渙社圖卷跋》
，尤袤記「予生於甲辰」
，則當以宣和六年為
是。見方愛龍，
《南宋書法史》
，頁 205-206。朱光立綜合上述眾多尤氏諸友的祭弔文
字，推定卒於紹熙四年六月，享年七十。見朱光立，〈尤袤生卒新考〉，《古籍整理研
究學刊》2014.2(2014.3): 64-69。
25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44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卷 2378〈項
安世九．尤尚書挽詩袤〉，頁 27388。
26 宋．王質，
《雪山集》
（《叢書集成新編》第 6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卷 6〈遊
東林山水記〉，頁 54。
27 王質，《雪山集》，卷 6〈沈氏勝栖堂記〉，頁 56-57。
《王十朋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卷 25，有四首王與諸
28 宋．王十朋，
人唱和詩，分別是〈十一月十日會於六客堂者十人宋子飛徐致雲章茂卿鄧叔厚莫子登
俞仲明許子齊沈虞卿鄭壽叔酒三行予賦詩〉
、
〈諸公和詩再用韻並簡沈虞卿教授〉
、
〈勞
農峴山乘興游何山同行宋子飛沈虞卿霍從周范文質〉、〈寄沈虞卿寒食上安定冢〉，頁
469、471、477、478。記年依同書，〈王十朋生平記略〉，頁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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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樓鑰締交。 八年任吏部員外郎（《宋會要》，〈選舉〉22 之 4）。九年，改國
30

子司業； 十一月除祕書少監兼太子左諭德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年七月，
；十一月除祕書監兼國
奉詔摹勒累朝御書上石（《館閣續錄》
，卷 3，頁 173）
史院編修官兼太子左諭德（《宋會要》，〈選舉〉11 之 38）。十二年三月，奉
；十月上〈續孝宗皇帝會
詔摹勒名賢墨蹟上石（《館閣續錄》
，卷 3，頁 173）
要〉一百三十卷（《館閣續錄》
，卷 4，頁 199）。十四年五月出任江東轉運副
使（《館閣續錄》，卷 7，頁 244）。次年六月，被劾罷官（《宋會要》，〈職官〉
72 之 48）
。次年三月，任國子祭酒，假端明殿學士使金賀登位，副使是韓侂
冑（《宋會要》，〈職官〉51 之 34），返國後除中太夫守國子祭酒兼權中書舍
31

人。約紹熙元年（1190），被劾， 外放知寧國府，旋與新任知建康府的余
端禮，「舊因職事有嫌」，改知婺州（《宋會要》，〈職官〉61 之 56，時為紹熙
32

二年正月）
；二年六月，改平江府；紹熙三年至四年二月任司農卿； 八月，
33

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 不久致仕。沈揆逝世時間不詳，但衡
34

諸樓鑰任中書舍人所草制詞中涉及轉官致仕與贈四官的時間看來， 應在紹
熙五年（1194）間。

35

沈揆歷任孝、光兩朝內外職務。在外郡的政績偏於文教設施，如在吳興

-----------------------------------------29 宋．陳耆卿，
《嘉定赤城志》
（《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1 冊，臺北：大化書局，1980），
卷 9〈秩官門二〉
，頁 7142。曾棗莊、劉琳主編，
《全宋文》第 281 冊，卷 6378〈資
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頁 272。
30 宋．崔敦詩，
《崔舍人玉堂類藁》
（北京：中華書局，1985）
，附錄〈祭文〉
，頁 195。
31 《宋史》
，卷 397〈劉光祖傳〉
，頁 12099。傳中稱沈揆為「太府卿兼中書舍人」
，唯不
知任太府卿的確切時間。然淳熙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沈揆尚以國子祭酒身分抨擊貢
舉試題，因此，繫於國子祭酒之後。
32 宋．范成大，
《吳郡志》
（《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2 冊，臺北：大化書局，1980）
，卷
11〈牧守二〉，頁 2316。
33 宋．陳傅良，
《止齋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0 冊）
，卷 13〈太中大夫權尚
書吏部侍郎沈揆兼侍講〉
，頁 592；樓鑰，
《樓鑰集》
，卷 35〈大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
權吏部侍郎致仕〉，頁 637。
34 樓鑰，《樓鑰集》，卷 39〈沈揆贈四官〉
，頁 637。
，卷 45，頁 916。敘述
35 清．陸心源，
《宋詩紀事補遺》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沈揆的生平在「（紹熙）二年知蘇州，四年除司農卿權吏部侍郎」之後，又有「七年
朝奉大夫知臺州官至禮部侍郎」，實則知臺州是淳熙七年，為朝奉郎。禮部侍郎之銜
則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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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州學教授任上，曾立五先生祠， 知台州時曾令臨海縣建社壇， 知平江府
38

39

時，改知府官衙為思政堂， 並修復著名的石井泉。 在京任職較長的是在
太學，先後任太學正、國子司業、太學博士及國子祭酒，經歷完整；在祕書
省則曾任祕書少監與祕書監。因太學與祕書省職務之故，有機會參與貢舉及
朝廷重要慶典。他在淳熙三年到十六年之間（三、五、八、十、十一、十三、
十四、十六，其中一次是制舉）
，六次參與貢舉；淳熙十六年對科場命題的弊
端提供建言。沈揆在祕書省的業績較為顯著；曾參與淳熙十三年十月進呈孝
，並奏請開局續
宗淳熙元年至十年的《會要》
（《宋會要》
，
〈職官〉18 之 43）
修淳熙十一年以後《會要》
（《宋會要》，〈職官〉18 之 44）；此外，多與書法
藝術有關，如進呈太宗御書「秘閣」二字刊石後的摹本與北宋諸帝的御書十
卷（《館閣續錄》，卷 3，頁 173），及歷代名賢墨蹟的拓本四本等（《館閣續
錄》，卷 3，頁 173-174）；顯示沈揆在祕書省能展現藝術才華。

（三）王厚之
王厚之（1131-1204），字順伯，號復齋，生於紹興元年（1131），是北
宋名臣王安石之弟王安禮的四世孫。原為臨川人，至其祖王榕遷居諸暨，是
為諸暨人。厚之於紹興二十六年（1156）入太學，登乾道二年（1166）蕭國
40

。曾任溫州平陽尉。 淳熙十一年（1184）
梁榜進士（《館閣續錄》
，卷 8，頁 292）
任監都進奏院，任貢舉點檢官（《宋會要》，〈選舉〉22 之 6）。十三年五月，
。
改軍器監主簿，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對讀官（《宋會要》
，
〈選舉〉11 之 38）
次年正月改將作監丞，並任進士點檢試卷官（《宋會要》，〈選舉〉22 之 8）。
41

十五年九月，除祕書郎兼權倉部郎官； 十六年正月，除直秘閣淮南路轉運

-----------------------------------------36
37
38
39

宋．談鑰，《嘉泰吳興志》（《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1 冊），卷 11〈學校〉，頁 6775。
樓鑰作記，見《樓鑰集》，卷 51〈台州社壇記〉，頁 955-956。
范成大，《吳郡志》（《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2 冊），卷 6〈官宇〉，頁 2268。
時為紹熙三年，沈揆有題詩，尤袤亦有詩相和；見傅璇琮等主編，
《全宋詩》第 45 冊，
卷 2396，頁 27703。
40 宋．洪邁，
《夷堅志》
（北京：中華書局，1981）
，支丁卷 10〈平陽杜鵑花〉
，頁 1046。
41 《宋會要》
，
〈職官〉52 之 17；
〈瑞異〉3 之 15；周必大於淳熙十五年，曾在函中稱揚
其救災，參見《周益公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50 冊），卷 198，頁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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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判官； 紹熙年間，召為度支員外郎，參與國子監發解（《宋會要》
，
〈選舉〉
43

21 之 6，紹熙三年八月五日）；後改任知臨安府； 五年七月被劾遭罷（《宋
會要》，〈職官〉73 之 18）。慶元年間，改任江東提舉、直顯謨閣、江東提點
44

刑獄，詔進直寶文閣。慶元三年（1197）十二月，列名偽學黨籍。 嘉泰四
45

年（1204）卒，享年七十四歲。

王厚之任官期間的建樹，曾獲贊許。如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與六月，
檢討南宋各類傳遞軍事與一般行政訊息的擺舖、斥堠與省遞混亂所造成的弊
46

病，並提改革方案； 任祕書郎兼倉部郎官時，奉命與湖北諸司辦理對江水
〈職官〉52 之 17）
。任淮
泛漲災民的撫卹工作（《宋會要》
，
〈瑞異〉3 之 15；
南運判期間，曾奏論舒州與湖州官員不法（《宋會要》，〈職官〉72 之 51），
及奏請朝廷招募人民在屯田地耕種（《宋會要》，〈食貨〉67 之 61），這些表
47

現獲陸九淵讚賞，說：
「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 不過，他的行事風格
卻有爭議，陸象山四封致王厚之的信，對其做人處事即有所批評。如說他：
「向
來永嘉諸人，甚敬尊兄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
，並舉朱熹謂：
「尊
48

〈王居安傳〉所說：
兄壊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 這些意見如果與《宋史》
49

「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 及紹熙五年（1194）七月臣僚劾論他：
「好任私意，肆為異說，闇於聽訟，短於治劇」等評語結合觀察，也許在派系
傾軋之外，不擅為人與行政有關。

-----------------------------------------42 《館閣續錄》，卷 8，頁 292。《樓鑰集》作兩浙路，見卷 31〈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袐
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頁 561。
43 樓鑰有制詞，見《樓鑰集》，卷 34〈直祕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知臨安府〉，頁
614。
44 參宋．樵川樵叟，
《慶元黨禁》
（《宋代傳記資料叢刊》第 31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
版社，2006，頁 12；又宋．佚名，
《兩朝綱目備要》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9
冊），卷 5（十二月）丁酉〈籍偽學〉
，頁 764。
45 宋．張淏，《會稽續志》（《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0 冊），卷 5〈人物〉，頁 6593。
46 曾棗莊、劉琳主編，
《全宋文》第 242 冊，卷 3420〈乞根究稽察遞角官周絪作弊申狀〉
，
頁 300。
47 宋．陸九淵，
《陸九淵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0）
，卷 13〈與朱元晦二〉
，頁 181。
又見卷 36〈年譜〉，淳熙十六年，頁 507。
48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 11〈與王順伯〉，頁 153。
49 脫脫等，《宋史》，卷 405〈王居安傳〉，頁 1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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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元黨禁之後，王厚之處境驟變，生活儉樸低調。由於資料不足，對王
厚之的晚年生活，所知不多。不過，劉克莊在〈與徐漳州書〉中保留一條相
當寶貴的資料。後村在書中說，其父劉彌正因王厚之推薦遷官；及其父任浙
漕，回薦厚之的獨子王友人。王友人出任新昌主簿時，尚在罷職中的王厚之
想偕子同往，認識的師友擔心他曾任高官，難以適應小官舍的生活：
「王卿問
接人云：
『新昌有豬肉否？有豆腐否？』答云：
『皆有之。』卿云：
『有此二物，
如何住不得？』既至新昌，畏謹逾甚，終日在宅堂，未嘗出至照壁後，如子
弟然。故人恐其岑寂，以書問訊，答言：
『向來往事已成夢幻、今日摺疊作主
50

簿宅眷。』」 從這段資料看到黨禁期間王厚之的遭遇，及以畏謹之心面對現
實政治衝擊的適應狀況。

（四）汪逵
汪逵字季路，信州玉山人，是南宋名臣汪應辰的次子。其兄伯時，生平
事蹟不顯。汪逵於乾道八年（1172）中黃定榜進士，與陸九淵、舒璘為同年。
進士後仕歷不明，但據周必大在〈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醇手書〉說，應辰晚
51

年苦目疾「頗憚親染」，多次與周必大書信往返，皆「季路代作」。 顯示淳
熙三年（1176）應辰逝世前，季路陪侍在側；應辰逝世後則有十三年仕歷紀
錄不詳。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任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次年五
，
月為太常博士，兼職仍舊，曾參與冊命皇后儀式（《宋會要》
，
〈禮〉53 之 10）
。光宗紹熙元年（1190）
及任進士的點檢試卷官（《宋會要》
，
〈選舉〉22 之 10）
十月，改朝奉郎太常丞，兼實錄院檢討官，參與詳議高宗不祧之典（《宋會要》
，
，及高宗諡號集議（《宋會要》
，
〈禮〉
〈禮〉15 之 59，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49 之 58，紹熙二年八月十九日）
。紹熙五年（1194）外任江西常平使，欲將
王安石書帖刻石，朱熹因其父喜荊公書，特託周必大請汪逵將家藏〈王荊公
52

進鄴侯遣事奏稿〉的真跡一併刻石。 紹熙五年十月，任禮部郎官兼實錄院

-----------------------------------------50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卷 133〈與徐漳
州書〉，頁 3450。本資料為張維玲博士讀劉克莊文集中得見，謹此致謝。
51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
（《宋集珍本叢刊》第 49 冊）
，卷 46〈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醇
手書〉，頁 165。
52 參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49 冊），卷 46〈跋鄴侯遺事奏稿〉，
頁 164；朱熹，《朱子文集》，卷 38〈答周益公一〉，頁 1567。汪逵任江西提舉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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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官；慶元元年（1195）四月改任國子司業，仍兼實錄院檢討官（《館閣
續錄》，卷 9，頁 390）。六月，孫元卿、陳武與袁燮，被監察御史劉德秀控
以暗號私取太學生被罷，汪逵為其辯護，亦遭罷黜（《宋會要》，〈職官〉73
53

之 20，慶元元年六月三日），這是慶元論偽學之始。 後列名〈慶元偽學逆
黨籍〉中；賦閒在家，前後計十三年。嘉泰四年（1204）謀任汪逵知處州，
不成（《宋會要》，〈職官〉74 之 16〉）。
韓侂冑死後，汪逵被召入京，獲任要職。開禧三年（1207），韓侂冑被
殺，錢象祖、衛涇、雷孝友、林大中與史彌遠秉政，竄逐韓黨，招用褒錄祠
54

祿或外任的慶元黨人，推動更化。 嘉定元年（1208）三月，汪逵任祕書少
。八月，兼太子右庶子（《宋
監兼國史院編修官（《館閣續錄》
，卷 7，頁 251）
。此後，相繼任除禮部侍郎，兼職如前（《館閣續錄》，
會要》
，
〈職官〉7 之 45）
；三年正月為吏部侍郎（《館閣續錄》
，卷 9，頁 362）
；任進士
卷 9，頁 362）
知貢舉（《宋會要》，〈選舉〉21 之 12，嘉定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旋改權工
。嘉定五年（1212）
部尚書，四月又改權吏部尚書（《宋會要》
，
〈職官〉7 之 45）
八月，為吏部尚書兼實錄院編修官（《館閣續錄》
，卷 9，頁 379）；汪逵自權
工部侍郎後，均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及太子右庶子；任權吏部尚書以
後，改兼太子詹事；任守吏部尚書時，則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所有制書
55

均出於時任職學士院真德秀之手。

嘉定五年以後，汪逵的任職情況與逝世時間均不詳。但從真德秀制書中
所見「乞休致不允詔」及辭免除顯謨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依舊兼太子詹事，
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仍令赴罷，恩命不允。

56

且楊宏中到嘉定六年

-----------------------------------------53
54
55
56

書，見陳傅良，
《止齋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0 冊）
，卷 16〈朝散郎江西
提舉汪逵除員外郎〉，頁 629。
宋．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4，頁 63-64。另參
《朱熹年譜長編》，頁 1216-1218。
宋．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 10，頁 187；卷 11，頁 194。
見宋．真德秀，《西山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4 冊），卷 19-21 各條。
真德秀，
《西山文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4 冊）
，卷 21〈賜通奉大夫守吏
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詔〉
，頁 328；
〈賜正奉大夫
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顯謨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依舊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令赴四參恩命不允詔〉，頁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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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因余嶸、汪逵與趙彥橚之薦，獲授戶部架閣（《宋史》，卷 455，頁
11374）
；以及真德秀任職學士院時間推測，汪逵可能在嘉定七年（1214）或
57

「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年甫至而求歸，
稍後逝世； 又不允汪逵休致的詔書說：
58

既非眇沖擢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志」， 看來他或在七十歲左右致
仕，不久逝世。
汪逵個性耿直、博學多識。從汪逵有限的仕歷，很難看出實務的政績，
及對國政民生的具體建議；但為人處事頗有乃父之風，如曾薦舒璘、楊宏中，
59

與樓鑰共同檢討趙汝愚的案子，奏請「昭雪故相之辜」
。 與沈詵等人共奏請
60

「逵能繼世科，
敘孫應時兒子祖開官爵， 行事作風頗受時人肯定。樓鑰稱：
61

恪守家法，……博學多識，綽有父風。」 嘉定四年（1211），寧宗不允汪
逵辭免工部尚書及其兼職的詔書說：
「卿以洪毅任重之資，博洽多聞之學，實
似先正，為時名流。中緣直道，見嫉群枉，澹然自守，士論宗之。更化來歸，
62

寘在禁近，朕心資其啟沃，儲德賴其緝熙。」 藉表彰汪應辰的個性及其貢
獻，對汪逵有所期待。
汪應辰原名師閔，字孝伯，少從呂本中、胡安國、張九成游，受知於喻
樗，娶其女，趙鼎延為館塾師。紹興五年（1135），十八歲登科第，為進士
第一人，高宗特賜名應辰。趙鼎改其字為聖錫；授鎮東軍簽判，召為祕書省
，因反對和議，得罪秦檜，請祠，歸居常山永年院，
正字，紹興九年（1139）
前後十七年。秦檜死，起復，先後通判袁州、靜江府、廣州，召為吏部郎官，
紹興二十九年（1159）除祕書少監，遷戶部侍郎兼侍講；三十二年（1162）
九月，孝宗繼位後，應辰因議太上皇尊號觸怒高宗，外任知福州及四川置制

-----------------------------------------57 真德秀於嘉定七年（1214）十一月外任江東轉運副使，見林日波，
「真德秀年譜」
（武
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6.5），頁 68。
58 真德秀，
《西山文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4 冊）
，卷 21〈賜通奉大夫守吏
部尚書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詔〉，頁 326。
59 曾棗莊、劉琳主編，
《全宋文》第 281 冊，卷 6378〈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
頁 269。
60 宋．孫應時，《燭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6 冊），附編卷下〈祖開補官
省劄〉，頁 777-778。
61 樓鑰，《樓鑰集》，卷 67〈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頁 1192。
62 真德秀，《西山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4 冊），卷 20，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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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等職，在四川宣撫使吳璘逝世時，穩定西蜀政局，孝宗贊他「寬朕西顧憂」
；
改任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因改革朝政得罪侍宦，請辭。淳熙三年（1176）
。汪應辰為
死於常山球川紹德庵，享年五十九歲（《朱熹年譜長編》
，頁 557）
官耿介，直言無隱。樓鑰稱他：
「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于內相文昌，
63

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之望。」 又以才學與當朝名宦
名士喻樗、張九成、趙鼎、張浚、王十朋、劉珙、陳良翰、虞允文、吳璘等
64

人交往，加以善薦賢良如朱熹、尤袤、鄭樵、李燾等人， 是高、孝二朝名
65

臣。學者稱為玉山先生，著有文集五十卷，今存二十四卷，名為《文定集》
。

汪逵承接汪應辰的家學為資產，與周必大、朱熹、楊萬里、袁說友與樓
鑰等當朝名士，有密切的互動。嘉定五年十一月，宋廷不允汪逵辭免兼修國
史兼實錄院修撰的詔書，期待他效乃父筆削之權，重新釐正寧宗繼位之際權
力之爭的真象，說：
「惟乃先正以名世鉅儒受知我烈祖，實繇銓衡之長，顓筆
削之權。距今餘四十年，朕復命卿嗣掌厥事，豈欲以一職為為卿榮哉？顧今
三朝之典未免闕遺，甲寅（紹熙五年，1194）之記尚多牴牾。往率厥屬，勒
66

成信書，使班馬氏不得專美於前，此卿所當自期者。」 上述高、孝諸臣中，
像尤袤少從汪逵的外祖父喻樗及父親汪應辰游。
68

67

周必大曾於乾道八年
69

（1172）到無錫拜見過汪逵的外祖喻樗， 與汪應辰也有交往。 應辰曾向宋
；逝世時，朱熹親赴衢州
廷薦舉其表姪朱熹（《朱熹年譜長編》
，頁 284-285）
；應辰的行誼亦為張栻所敬
常山紹德庵哭祭（《朱熹年譜長編》
，頁 556-558）
重。呂祖謙為其學生，曾於淳熙二年（1175）三月二十三日到衢州汪宅晉

-----------------------------------------63 樓鑰，《樓鑰集》，卷 67〈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頁 1192。題跋時間約在嘉定五
年八月以後。
64 汪應辰，《文定集》
，卷 6，頁 53；卷 13，頁 153。
65 《宋史》，卷 387〈汪應辰傳〉，頁 11876-11882。
66 真德秀，
《西山文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4 冊）
，卷 21〈賜太中大夫新除
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逵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不
允詔〉，頁 327。
67 脫脫等，《宋史》，卷 389〈尤袤傳〉
，頁 11929。
68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
（《宋集珍本叢刊》第 48 冊）
，卷 18〈跋喻子材樗帖〉
，頁 675。
69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
（《宋集珍本叢刊》第 49 冊）
，卷 46〈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醇
手書〉，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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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謁。 這樣的家世與人脈，無疑的讓汪逵與道學家的關係有更緊密的聯繫。

ˬăଂᗟ࠻̀ˠ၆ĲᜋܩԔĳ۞ݡᗟᄃฮะ!
尤、沈、王、汪四人在南宋中期對〈蘭亭序〉的蒐藏與鑑識，深受士人
官僚的肯定。這實源於他們收藏的量多質優，並能對〈蘭亭序〉不同版本價
值的優劣乃至真偽提出意見，成為當時鑑識、評價〈蘭亭序〉的判準有關。
當時士人對〈蘭亭序〉的討論、評價均透過「跋」的文體，提出他們的見解，
因此，分析桑世昌《蘭亭考》
、俞松《蘭亭續考》兩書及當時文集中有關四位
〈蘭亭序〉收藏家的 33 件題跋內容，可以看到當時士人群體關注〈蘭亭序〉
的議題與意見。
四位均蒐藏質精量多的〈蘭亭序〉帖。現有資料對尤袤收藏〈蘭亭序〉
的數量並不具體，但從袁說友在〈跋汪季路太傅定武本蘭亭序修禊序〉文中，
稱王厚之收藏的百本〈蘭亭序〉
，數量與尤袤、畢少董、康伯可、杜器之等量
71

齊觀， 看來尤袤收藏數量相當可觀。沈揆的收藏量則為百餘本，他的同僚
72

倪思曾說：
「沈揆虞卿蓄〈蘭亭敘〉刻凡百餘本，予嘗見之，要各有所長。」
73

王厚之收藏的〈蘭亭序〉「凡十秩，殆百本」，都是家藏。 其中定武本修禊
序：
「在等輩實稱第一」
。尤袤在淳熙四年（1177）夏天，在王順伯所藏一件
74

〈蘭亭序〉的跋語說：「順伯諸本皆佳」。 十三年（1186）夏天，稱王順伯
75

第一本：
「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序〉多矣，此特一、二見爾。」

洪邁則稱：
「順伯所藏修禊兩副本，皆遒崒精麗，凜乎其生意存，不必深辨為

-----------------------------------------70 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呂祖謙全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卷 15〈入閩錄〉，頁 235。
71 宋．袁說友，
《東塘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4 冊）
，卷 19〈跋汪季路太博
定武本蘭亭修禊序〉，頁 381。
72 宋．俞松，
《蘭亭續考》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2 冊）
，卷 1〈倪思題定武蘭亭
帖〉，頁 166，以下所引《蘭亭續考》，直標於正文之後。
73 袁說友，
《東塘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4 冊）
，卷 19〈跋汪季路太博定武
本蘭亭修禊序〉，頁 381。
74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25 冊，卷 4999〈題王順伯第二本〉，頁 222。
75 同上註，卷 4999〈題王順伯第一本〉，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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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定武否也。」 樓鑰在跋順伯所藏二帖中，對定武本〈蘭亭序〉稱：
「順伯好
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顧好之，把玩不忍去
77

手，雖未若順伯之膏盲，然疾在腠理矣。」 淳祐二年（1242），李心傳看
到袁說友長賦題王厚之藏的定武本時，說：
「順伯好古博雅，在二熙間為第一，
所藏諸禊帖，尤遂初極稱之。」
（《蘭亭續考》，卷 2，頁 177）至於汪逵的收
78

藏，尤袤稱：「司業汪逵家藏禊敘至多」， 確實的數量也不清楚，但精品甚
多；尤袤即認為其中一軸由康伯可（與之）首跋的未損定武本「良是定武
79

古本」。 淳熙十六年（1189）所跋〈蘭亭序〉指出汪逵家藏由晁美叔（端
80

彥）
、宋久道跋的蘇易簡所藏唐人摹絹素本，是唐古本。 根據《蘭亭考》所
「司業汪氏所藏唐人臨本有四。
錄宋人作於淳熙九年（1182）正月的跋文說：
其一絹素本，蘇太簡璠字韻詩真跡。」「唐文皇既得〈修禊敘〉，命趙模、諸
81

葛貞輩臨寫，當時在廷之臣競相傳模，故流傳於世者皆可寶。」 淳熙十六
年（1189），袁說友在臨安為季路所藏定武本寫跋時，見到的是肥本〈蘭
82

亭序〉與王厚之藏本，「一見知為至寶」。 在嘉定年間，樓鑰為汪逵所藏蘭
亭修禊作序，則稱讚逵自幼即喜歡蒐集名物，對不損字的〈蘭亭序〉護持有
83

加，認為「此本更高勝」。 又在跋汪季路所藏書帖中的〈淳化本脩禊序〉，
指其所藏淳化本與自己得自畢少董跋語的淳化本「無一毫之差」
，是董氏所摹
三百本中最佳的本子。

84

除了蒐藏的質量之外，尚須有豐富的興趣與閱歷才能成為大家。尤袤、

-----------------------------------------76 宋．桑世昌，
《蘭亭考》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2 冊）
，卷 6〈陸九淵題蘭亭帖〉，
頁 119-120。以下所引《蘭亭考》
，直標於正文之後。
77 樓鑰，《樓鑰集》，卷 68〈跋王順伯所藏二帖〉，頁 1197。
78 尤袤，《梁谿遺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9 冊），卷 2〈跋蘭亭．題順伯第
一本〉，頁 527。
79 同上註。
80 同上註，卷 2〈跋蘭亭〉
，頁 528。
81 又參見陳一梅，
《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
（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2011），頁 87。
82 袁說友，
《東塘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4 冊）
，卷 19〈跋汪季路太博定武
本蘭亭修禊序〉，頁 381。
83 樓鑰，《樓鑰集》，卷 2〈跋汪季路所藏脩禊序〉，頁 44。
84 樓鑰，《樓鑰集》，卷 74〈跋汪季路所藏書帖〉，頁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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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逵、王厚之對〈蘭亭序〉的蒐藏興趣始於何時較不清楚；沈揆則在太學時
，他回憶二十二年前，即乾道七年（1171）
即培養蒐藏興趣。紹熙四年（1193）
任太學正時，與太學同舍生章澥游山陰，向章氏族人購得歐陽修所藏的蘭亭
帖，是蒐藏之始（《蘭亭續考》，卷 1，頁 167）。至於鑑識素養的養成，仍得
從廣泛的閱歷著手。尤、沈、王、汪四人家藏之外，彼此互相觀摩、賞玩，
均有助於眼界的提高。尤袤因與汪應辰父子關係密切，看過汪家的〈蘭亭
85

序〉
， 此外，任祕書丞與著作郎前後五年，在秘閣中見過大量珍貴書畫文物
86

及不同版本的〈蘭亭序〉
，亦能增益其鑑識能力。 淳熙四年（1177）春天，
看過王厚之所藏定武本〈蘭亭序〉時，說這件〈蘭亭序〉與自己見過四種前
87

輩認定的定武本無異。 淳熙十三年（1186），對王厚之所藏〈蘭亭序〉第
88

一本題跋時說：
「余見〈蘭亭敘〉多矣，此特一二見爾。」 顯示豐富的閱歷，
讓尤袤能鑑別〈蘭亭序〉的優劣。王厚之蒐藏量多質精的〈蘭亭序〉外，更
因博古，具備慧眼，在為一本〈定武本遂初堂題〉的跋文中說這帖：
「字全而
89

瘦，其缺損至微且少，直是初本，尤可貴也。」 李心傳於紹定六年（1233）
三月為沈伯愚家藏二軸〈蘭亭序〉撰跋時，即認為其中一帖是經博古如尤、
。尤、
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鑑賞，當屬珍品（《蘭亭續考》
，卷 1，頁 160）
王與沈揆多年任職祕書省，或參加貢舉，不僅親眼目睹內府珍稀〈蘭亭序〉，
且得以在貢舉的鎖院期間討論不同版本的〈蘭亭序〉
，辨其優劣，得到雅好〈蘭
亭序〉的士人的肯定，如李心傳說：
「虞卿鑑賞甚精。」
（《蘭亭續考》
，卷 2，
頁 176）劉克莊對其所藏舊本五字不缺，因有「尤、王二公鑑定，真蹟耳」，
即表達對尤袤與王厚之鑑識能力的認同。

90

〈蘭亭序〉自晉以來，由於時空環境的變化，真跡不存，形成臨摹及刻本
之多元情況，但真偽雜出、評價差異大，造成蒐藏者在鑑識上有不同的看法；

-----------------------------------------85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25 冊，卷 4999〈跋〈蘭亭〉帖六〉，頁 221。
86 如被歷來評者認為最接近〈蘭亭序〉真跡的馮承素摹本（即神龍本），在高宗時即藏
於御府，見陳一梅，《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頁 25-29。
87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25 冊，卷 4999〈題王順伯第二本〉，頁 222。
88 同上註，卷 4999〈題王順伯第一本〉，頁 221。
89 此本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王厚之跋文轉引自陳一梅，《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
與研究》，頁 100。跋文未見於《蘭亭考》
、《蘭亭續考》等文獻。
90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10〈禊帖一〉，頁 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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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後，諸家討論之風更盛，此時各家的題跋共 33 篇；題跋的內容對各
種版本的筆調、風格、傳承，有細緻的評論，或提出優劣真偽之評，見解多
元精彩。關於這方面，陳一梅的專書已有具體介紹與分析。本文僅聚焦於題
跋顯現的文化活動。
在 33 篇題跋中，有姓名可稽者有 26 人，尤袤的九件題跋均是為他人撰
寫的，其中有一件為沈揆，二件為王厚之，三件為汪逵，但未見為自藏〈蘭
亭序〉寫題跋。沈揆有一件自跋，一件為王厚之藏品作跋。王厚之自跋藏品
有二件，餘為袁說友、朱熹、洪邁、陸九淵、樓鑰、倪思、李心傳及劉克莊
所撰題跋。汪逵藏品的題跋有六件，除尤袤外，袁說友與樓鑰各一件；從現
存資料顯示有緣見到諸家〈蘭亭序〉帖且寫題跋的人不多；但都是南宋名儒
大臣。除李心傳、劉克莊在四人死後所撰外，均為與四大家同時的諸賢。值
得注意的是，這四位收藏家為彼此的收藏品寫題跋比例最多，討論相當熱烈。
由於〈蘭亭序〉流傳的版本差異大，四人對〈蘭亭序〉帖撰寫的諸多題跋，
除了尊唐的臨摹本獲共識外，對各類刻本的優劣、真偽的判定，意見並不一
致，互有爭論，各有堅持，楊萬里即說：
「遂初欣逢兩詩伯，臨川先生一禪客。
三人情好元不疏，只是相逢逢不得。渠有貞觀碑，儂有永和詞。真贗爭到底，
未說妍與蚩。珊瑚擊得如粉碎，趙璧博城翻手悔。不似三家闕斷碑，夜半戰
91

酣莫先退。」 儘管彼此對各種版本〈蘭亭序〉的見解不同，甚或迭有交鋒，
但更多的是互相欣賞、認同的情誼與大度；說明四位大家彼此關係的親密。
這種現象，當與他們有共同興趣與長期共事有關。從上節尤、沈、王、汪的
生平仕中，可以看到從淳熙四年至十六年的十三年間是他們在太學、國子監、
祕書省實錄院、太常寺等機構，任職並參與貢舉業務期間，有從容時間從事
文藝活動，是〈蘭亭序〉題跋雅集活躍的時期。
文人交游、酬唱的雅集活動，自古有之。魏晉時期建安七子的宴游、竹
林七賢的酣暢、石崇的祖道游宴及王羲之等人的蘭亭雅集，為後世不同類型
文人雅士的聚會，留下珍貴的歷史記憶及仿效的典範。及至唐朝，伴隨科舉
考試的實施，出現以科舉及仕官為主，藉詩文酬唱，以增進情誼的集會，如

-----------------------------------------91 宋．楊萬里，
《楊萬里集箋校》
（北京：中華書局，2007）
，卷 24〈跋王順伯所藏歐公
集古錄序真跡〉，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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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宴、杏園宴等以游賞會友為目的的聚會，及白居易舉行的七老會等，都
屬於新興士人組成的文化性社群。
到了宋代，士人的文化活動與交流方式更為多元。印刷術發達、書籍刊
刻流傳及古文物大量出土，增進士人求知與學習的便利，加上朝廷推廣文治，
強化蒐藏、整理書畫文物的作為，使士人得以資取豐富多樣的文化資源、累
積知識、培養興趣，乃至成為彼此共享、交流、酬唱的題材，於是出現較唐
代更為多元的文化社群，如詩社、怡老會、真率會、棋會、酒會，乃至曝書
會、茶會、中秋聚會等，他們藉著題跋、序、記等文體，記錄活動的內容及
其感受。這些文字不僅見證宋代士人精彩多姿的文化活動，構成宋代文學與
92

藝術發展的重要成分，同時也增進人際關係的經營。 陳元峰在《北宋館閣
翰苑與詩壇研究》一書中，即指宋文學名家與館職學士所舉辦的雅集餞會，
均極一時游從之樂與唱和之盛，如蘇易簡等人的《禁林燕會錄》
、楊億等人的
《西昆酬唱集》、歐陽修等人的《禮部唱和集》及《坡門酬唱集》等，都屬館
閣翰苑之士的詩會酬唱之作。而元祐二年（1087）的西園雅集，不僅有詩文，
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及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更是當時最富盛名的士
93

人雅集。 而熊海英教授對北宋士人相關雅集的論述，指出宋代新型的士人
集會，展現了知識分子在繼承傳統之餘，對魏晉以來士人集會的類型與心態，
多有創新。其中融合山水、詩、書、畫與酒的蘭亭雅集在南宋的表現型態與
內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94

藉雅集來賞玩〈蘭亭序〉
，是南宋士人活動的一項特色。南宋中期名家賞
玩品題〈蘭亭序〉的人，包括朱熹、陸九淵、周必大、楊萬里、陸游、樓鑰、
袁說友、范成大、洪邁等人，都曾藉題跋留下游賞的活動紀錄。從題跋的內
容看來，賞玩品題〈蘭亭序〉除個人之間進行外，也出現仿效王羲之等人群
體性聚會的雅集；在聚會中，觀賞品評〈蘭亭序帖〉是活動的重要主題之一。
例如：淳熙九年（1182）三月，朱熹巡歷至會稽，即於上巳日禊飲於會稽西
園，與友人共觀王厚之所藏，包括〈蘭亭序〉在內的書畫金石（《朱熹年譜長

-----------------------------------------92 以上文字參見黃寬重，
〈交游酬唱：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
，包偉民、劉後濱主
編，《唐宋歷史評論》第 2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212-235。
93 陳元峰，《北宋館閣翰苑與詩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6-265。
94 熊海英，
《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
（北京：中華書局，2008）
，下篇第一章，頁 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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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頁 726）。沈揆任祕書監期間，則與洪邁、尤袤、王厚之、楊萬里、林
景思、陸游，乃至周必大，有密切往來。他在淳熙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
曾分別與王厚之、尤袤等參與貢舉事務，頗多共賞書畫、以詩相唱和的記載。
95

淳熙十二年（1185）九月，沈揆的同年禮部尚書王信，使金賀正旦， 三館
之士共有十四人在史退傅北園向他餞別，沈揆即出示自己珍藏的〈蘭亭序〉
與同僚共賞（《蘭亭續考》
，卷 1，頁 166-167），參與者包括洪邁及尤袤、莫
96

叔光、范仲藝、鄧馹、倪思、羅點等人。 十四年四月六日，洪邁與尤袤、
范東叔、梁昭遠、黃彝卿（黃倫）
、謝子長、鄧千里（鄧馹）
、黃邕父（黃唐）、
倪正甫（倪思）等十六人，在祕書省的群玉亭觀看祕書監沈揆提供的〈蘭亭
序〉帖。可以說沈揆任職祕書省期間，是他與同道藉雅集共賞〈蘭亭序帖〉
97

盛事。 此外，其他集體性的雅集，也多屬觀賞書畫、詩賦的怡情活動；如
十三年上巳日，陸游除知嚴州，楊萬里與沈揆、尤袤、莫叔光，邀放翁遊西
湖與張鎡的北園，賞海棠，楊萬里有詩相和。是年秋，樞密使周必大，以七
千官陌買到蘇東坡〈子高無雪〉二帖，請精於鑑識、識多見博的尤袤和沈揆
98

寫題跋。 十四年，楊萬里又約沈揆、尤袤、王厚之、林景思等人於上巳日
99

100

遊西湖； 五月，沈虞卿出任江東漕，

楊萬里有詩相送，洪邁也有二詩相

101

贈。 這些菁英士人以賞玩珍稀〈蘭亭序〉兼及書畫金石，作為聚會的主題，
並賦詩、題跋記其事，是前代較少見的文化性雅集，這也是南宋具有特色的

-----------------------------------------95 脫脫等，《宋史》，卷 400〈王信傳〉
，頁 12141。
96 參凌郁之，《洪邁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46。李心傳在淳祐元
年四月，俞松曾向他展示沈揆與尤袤、洪邁共賞的定武真帖，李心傳記下此一聚會的
佳話說：
「淳祐初年小寒節前五日，俞壽翁走价以此帖示余，實沈貳卿於羣玉暨史園，
兩嘗出似坐客者，而尤公遺墨在焉，其為定武真帖不疑矣。前後同觀者十有六人，大
抵二熙名士，其間蓋有出處與隆替對者，自是右軍輩人物，書翰其一也。」見《蘭亭
續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2 冊），卷 2，頁 175。
97 參凌郁之，《洪邁年譜》，頁 374。
98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
（《宋集珍本叢刊》第 48 冊）
，卷 15〈題東坡子高無雪二帖〉，
頁 647。
99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
，卷 22〈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順伯、林景思游春湖
上，得十絶句，呈同社〉，頁 1110。
100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22〈送沈虞卿秘監修撰將漕江東〉，頁 1133。
101 凌郁之，《洪邁年譜》，頁 3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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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群聚活動。
從題跋中顯示諸人討論〈蘭亭序〉瘦、肥優劣、真偽時，多與定武本〈蘭
亭序〉有所聯結（共 11 篇）。在南宋，〈蘭亭序〉真跡已不存，臨摹本數量
稀少，刻本流傳多，其中最為宋人所珍視的就是定武本，因此，定武本〈蘭
亭序〉帖，是南宋士人討論〈蘭亭序〉關注的重點所在，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定武在今日河北定縣，隸屬於金朝的定州，是宋金使臣必經之地；金人既知
定武本〈蘭亭序〉在宋士人心目中的分量，因此在定武翻刻不同版本的〈蘭
亭序〉帖，販售給宋使。如淳熙十六年（1189）三月，沈揆奉命使金賀登位，
經過定武，購得一本新刻的定武本〈蘭亭序〉
，他撰文述說「顧修程萬里，犯
暑馳驅，而歸橐有此，亦可喜也」的喜悅心情。沈揆在定武購入定武本〈蘭
亭序〉帖，可能得自先他四年（淳熙十二年）奉命使金的同年友人王信的啟
發。王信出使期間，曾買兩本定武本：
「一差肥似新刻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
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
（《蘭亭考》，卷 6，頁 116-117）其後，許及
之於紹熙四年（1193）使金；回程抵定武時，金送伴使讓他看到民間所藏的
〈蘭亭序〉
：
「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正類此。若郡所持售者，又
不及府治續刻本。」
（《蘭亭考》，卷 6，頁 118）從宋使沈揆、王信、許及之
等人在定武看到或購買不同版本的〈蘭亭序〉
，顯示宋士人對武定本〈蘭亭序〉
的高度喜好，致金朝刊印新舊版本均販售。此風至元初仍盛，台州臨海人陳
，於至元二十九年（1292）奉命出使安南，路經中山府時，
孚（1259-1309）
即有詩記此事，說：
「定武蘭亭墮渺茫，愚儒猶護篋中藏，我來一笑無他語，
102

獨立西風看雁行。」

αăα̂छ۞३൪͛ۏќᖟᄃࡁտ!
尤、沈、王、汪四位除了是〈蘭亭序〉重要收藏與鑑識家之外，對書畫
金石文物的嗜好、蒐藏與研究，在南宋中期也是富盛名的。
尤袤學識淵博，對書籍文物有廣泛的興趣。他博極群書、勤於蒐集，藏

-----------------------------------------102 元．陳孚，
《陳剛中詩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2 冊）
，卷 2〈中山府〉
，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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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達三萬卷，並親自手抄；

103

楊萬里在〈益齋藏書目序〉中提到：「延之於

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至於字畫之叢殘，日月之穿漏，歷歷舉之無竭，聽
之無疲也。……每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亦抄書，不
104

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

著有《遂初

堂書目》為文獻的巨著。尤精於考訂，朱熹所編次的《古今家祭禮》一書中，
增收孟詵、徐潤與孫日用三家祭禮，即得自尤袤（《朱子文集》別集，卷 3，
105

；元人袁桷指出他是孝宗以來，與向冰、王厚之齊名的博學之士，
頁 5160）
106

惜藏書在寶慶元年（1224）被燬。

尤袤詩風平淡，詩名甚盛，與楊萬里、

范成大、陸游，並列為南宋四大詩家。

107

此外，尤袤善書，「用筆流暢而不

失含蓄，生動而不失穩重，厚法度而不著意，見蘇、米筆意而不為所囿」
，作
108

品存世者殆有三件。

沈揆則對典籍整理、出版與金石文物的考訂有高度興趣。淳熙七年
（1180）二月，他與樓鑰將家藏閩本《顏氏家訓》與謝景思手版家藏舊蜀本
進行比勘，增列二十三條考證成一卷，形成新的《顏氏家訓》。

109

淳熙十六

年中秋，沈揆使金返鄉時，曾為宣和年間秀州孝感縣民賈卿在田中獲六件商
代古鼎中，一件名為「父己鬲」的銅鼎作記；記文說他在乾道五年（1169）
看到該鼎，雖其中有一字已漫滅，「而銅色紺潤，形製醇古，殊可愛」，請縣
令將之移置學宮，
「使學者目見三代之器，稍考識其讀，以知古人制器崇禮之
110

意。」

此外，周煇記載鄭靄（暘叔）將荊襄川蜀蒐集的金石，刻成《五路

-----------------------------------------103 宋．史能之，《咸淳毘陵志》（《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6 冊），卷 17〈人物二．尤袤〉，
頁 3620。
104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卷 78〈益齋藏書目序〉，頁 3200-3201。
105 李修生主編，
《全元文》第 2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卷 720〈袁桷〉，
頁 301。
106 宋．魏了翁，
《鶴山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3 冊）
，卷 63〈跋尤氏遂初堂
藏書目錄序後〉，頁 50。
107 清．朱彝尊，
《曝書亭全集》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卷 36〈梁谿遺稿序〉，
頁 419。
108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05。
109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242 冊，卷 5408〈校刊顏氏家訓跋〉，頁 115。
110 元．徐碩，《至元嘉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16〈州學古鼎記〉，
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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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墨寶》
，其中頗有考訂歐陽修《集古錄》未備者；家藏副本，後為沈揆所得。

從這些記載看出，沈揆對典籍及金石文物的蒐藏與整理研究，都有濃厚的興
趣。
王厚之不僅收藏為數極多的金石文物，且精於鑑識，是南宋中期具代表
112

的金石碑帖收藏家。元人柳貫稱他是「中興第一」，

全祖望說王厚之：「尤

長碑碣之學。今傳於世者，有《復齋碑目》
。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
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
（《朱熹年譜長編》
，頁 726）他對金石文物蒐藏與
研究的興趣與雅好，正是被推崇的重要因素。此一嗜好在他進入太學時即已
顯露。宋人章橋在《古文苑》中，提到原藏於宋廷保和殿的石鼓刻石，在靖
康之役中，被金人沉於黃河，拓本與法書成了珍貴文物。紹興二十九年
113

（1159），厚之於太學上庠獲得拓本，「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

友人

也因其醉心蒐藏文物而贈送碑帖，如淳熙十年（1183），徐壽卿贈送〈樂毅
114

論〉
；

其後有友人邵偉經許氏叢塚所得轉贈的漢代〈司農劉夫人碑〉
，與顏
115

真卿的〈康府君碑〉等；

他的友人袁說友對王厚之收藏金石的癖癡，有生

動的描述：
「臨川先生天下士，古貌古心成古癖。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欲飲
饑欲食。有時瞥眼道傍見，倒屣迎之如不及。牙籤軸已過三萬，集古錄多千
116

卷帙。平生著意右軍處，並蓄兼收一何力。」

此外，在他生前成書的《嘉

泰會稽志》，也盛讚他致力金石碑帖文物的收藏與鑑識的精道，說：「（厚之）
平生澹泊無他好，獨好聚金石刻甚於嗜慾，又特精鑒，故所得尤多，自三代

-----------------------------------------111 宋．周煇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7〈四路
墨寶〉，校注者以為當作「五路墨寶」，頁 294-295。
112 柳貫，〈跋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啟墨蹟〉，宋．范仲淹，《范文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第 1089 冊），補編卷 3，頁 844。
113 宋．章樵，
《古文苑》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32 冊）
，卷 1〈臨川王厚之順伯〉，
頁 580-582。
114 宋．陳思，
《寶刻叢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2 冊）
，卷 14〈晉樂毅論〉
，頁
428。
115 宋．洪适，《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司農劉夫人碑〉，頁 304。宋．
施宿，
《嘉泰會稽志》
（《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0 冊）
，卷 16〈碑刻〉
，頁 6459-6460。
116 袁說友，《東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4 冊），卷 2〈題王順伯祕書所藏
蘭亭修禊帖〉，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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彞鼎款識，秦漢以降碑篆銘碣、懸崖斷壁、題字紀績，刓補缺，整緝漶滅，
皆大備於所著《復齋金石錄》
。家世有右軍繭紙、建安帖，尤所寶惜，常以自
隨；其它汗牛充棟矣。迨至晚年，遂謂無可欲者，蓋愛之專，有之又豐，世
117

共知之。」

王厚之彙整金石並考訂出版。王厚之將收藏的千種古今碑刻，彙集成《復
118

齋金石錄》
、
《金石錄考異》
、
《考古印章》
，以及《漢晉印章圖譜》等書。

通

過考訂，提出新見，如將友人徐壽卿所贈的〈樂毅論〉與先前所得舊本及歐
119

陽修本相校，認為彼此相同。

他曾細考吳越所遺各寺廟碑，得出錢鏐曾建

元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個年號，死前才「語其子元瓘……去國儀，用藩鎮
120

法」
，此說足補歐陽修與司馬光之失記。

由於擁有豐富的文物並精於考訂，

被元儒袁桷舉為與向冰、尤袤並稱的三位博學人物之一。

121

此外，王厚之也收藏眾多珍貴的墨帖真蹟。洪邁說：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
至多」
，除上述石鼓文、樂毅論外，包括鍾繇〈力命表〉
、
〈黃庭經〉
、
〈東方贊〉
、
〈王荊公詩考〉
、王羲之〈絳帖平〉
、歐陽修《集古錄》序的真跡、李清照《金
石錄》序的原稿、范仲淹致尹洙的二份書帖，畢良史、朱希真所摹集成，薦
送秦禧的《鐘鼎款識》等，及黃長睿的《東觀餘論》
、
〈王安石書佛語〉
、林逋
〈與通判帖〉
、王羲之章草、米元章行書、篆書、隸書三帖、蘇舜欽〈錦雞詩〉、
幾件〈蘭亭序〉；

122

以及眾多五代吳越時期墨帖，如錢鏐〈牒鍾延翰攝安志
123

主簿〉、〈錢忠懿判詞〉及元祐〈高子允謁刺〉等。

在士人雅集中，他常提

-----------------------------------------117 施宿，
《嘉泰會稽志》
（《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0 冊）
，卷 16〈藏書〉
，頁 28 上下。
《嘉
泰會稽志》當成書於嘉泰元年。
118 見張淏，《會稽續志》（《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10 冊），卷 5〈人物〉，頁 6593；明．
方以智，
《通雅》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7 冊）
，卷 32〈器用〉
，頁 627。校案：
其中言為復齋印譜。
119 陳思，
《寶刻叢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2 冊）
，卷 14〈晉樂毅論〉
，頁 429。
120 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四筆卷 5〈錢武肅三改元〉，頁 691。
121 陳一梅，
《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
，頁 164；
《全元文》第 23 冊，卷 720
〈袁桷〉，頁 301。
，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1
122 黃寬重，
〈以藝會友—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
(2011.4): 80-81。
123 洪邁，
《容齋隨筆》
，三筆卷 16〈唐世辟寮佐有詞〉
，頁 620；
〈高子允謁刺〉
，頁 621；
四筆卷 10〈錢忠懿判語〉，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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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豐富的金石碑帖文物與當代名儒交游，像淳熙九年（1182）三月上巳日，
124

朱熹與諸友禊飲於會稽西園，就觀賞厚之所藏書畫金石，留下十二條題跋。

汪逵珍藏大量書畫文物並精於鑑賞。這方面的資料大量見於朱熹、周必
大與樓鑰的文集中；顯示這些珍貴文物是他建立人際關係的資產之一。汪逵
承繼其父蒐藏的珍稀書畫名帖甚多。

125

朱熹稱：「季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

「其家法
計無出其右者。」
（《朱子文集》
，卷 84，頁 4152-4153）樓鑰也稱：
126

書甚富。」

周必大以歐陽修說蘇舜欽喜行狎草書，汪逵所藏頗備此體。
128

此外，包括高宗為太上皇時親書的〈祭土地文稿〉真跡，

127

原收藏於紹興御

，以及張栻
府的〈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朱子文集》
，卷 84，頁 4150-4151）
所藏吳道子名畫〈昊天觀壁〉等，都是世所稀有的珍品（《朱子文集》
，卷 84，
頁 4152）。值得注意的是，汪逵家藏頗多歐陽修書簡。據日本學者東英壽所
錄，收藏於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慶元二年（1196）出版的《歐陽
文忠公集》（158 卷）中，有 96 篇書簡是周必大編刻時所未收的。周必大於
慶元二年春致函項安世，請他雇人至汪逵家抄錄歐集相關資料，說：
「只是欲
從汪季路借六一集跋中卷甚切。季路性緩，又有不肯借書之癖；望吾友雇人
129

就抄一本速附示，厥直當奉還，得此則歐集可成編，至祝至祝。」

在這 96

篇書簡中，明確為汪逵家（包括其外祖喻樗）收藏的至少有 22 篇。

130

汪

逵進一步將所蒐集的〈閣帖〉的體式、行數，彙整成體例，成為此後鑑定真

-----------------------------------------124《朱熹年譜長編》，頁 726。此時王厚之殆居家待闕。
125 關於汪應辰蒐藏名家書畫、名帖，乃至出版蘇軾〈西樓帖〉的資料，見黃寬重，〈以
藝會友—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
，頁 75；及方愛龍，
《南宋書法史》
，頁
196；陳一梅，《宋人關於〈蘭亭序〉的收藏與研究》，頁 11。
126 樓鑰，《樓鑰集》，卷 67〈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頁 1192。
127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48 冊），卷 15〈題蘇子美帖臨本〉，頁
649。
128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50 冊），卷 174〈淳熙玉堂雜記〉，頁
578。
129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
（《宋集珍本叢刊》第 50 冊）
，卷 188〈項平甫正字〉
，頁 673。
周必大可能並未從汪逵處抄到歐集資料。
130 參見宋．歐陽修撰，東英壽考校，洪本健箋注，
《新見歐陽修九十六篇書簡箋注》
（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本資料承哈佛大學劉晨博士告知，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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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偽的準則。

由於蒐藏豐富，見多識廣，又精於鑑賞，周必大譽之為「博洽

132

之人」。

很多名臣大儒看過汪逵蒐藏書畫，且有題跋。除楊萬里在紹熙元年
133

，有魏野草堂圖、李伯時飛騎斫鬃射楊技及繡毬圖的題跋外，
（1190）

周必

大、朱熹與樓鑰看過且題跋的文字更多。周必大留下的題跋就有 22 件。最
早時間是淳熙五年（1178），周必大任吏部侍郎時，於漓文堂看到汪氏家藏
、十一年、十五年、
蘇東坡與林希論浙西賑濟三帖；其後在淳熙十年（1183）
134

紹熙五年及慶元六年，均有題跋。

嘉泰二年（1202）七十七歲的周必大，
135

為汪逵蒐藏蘇東坡在赴黃州貶所途中所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絕寫跋。

朱熹與汪氏父子關係密切，也為其蒐藏豐富書畫文物，留下相當多題跋。
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十二日，朱熹經衢州，到汪家觀季路所藏書畫，有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再跋〉（《朱子文集》，卷 82，頁 4035-4036）、〈跋
。次年九月十二日，
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朱子文集》
，卷 84，頁 4186）
朱熹與呂祖儉會於常山，汪逵兄弟均與會（《朱熹年譜長編》
，頁 747-749）。
晦庵歸家後，十二月二十四日，汪逵攜書畫求見，有四題跋。

136

紹熙五年

-----------------------------------------131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05〈閣帖〉，頁 2707-2708。
132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
（《宋集珍本叢刊》第 50 冊）
，卷 178〈辨歐陽公釋奠詩〉
，頁
604。
133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
，卷 30〈題汪季路大丞魏野草堂圖〉
、〈題汪季路所藏李伯
時飛騎斫鬃射楊枝及繡毬圖〉，頁 1568-1569。
134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
（《宋集珍本叢刊》第 48 冊）
，卷 17〈跋汪聖錫家藏東坡與林
希論浙西賑濟三帖〉
，頁 666；
〈題蘇子美寶奎殿頌帖〉
，頁 673；
〈跋汪季路所藏山谷
與柳仲遠帖〉
，頁 673-674；
〈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真蹟〉
，頁 674；
〈跋錢穆父與張文潛
書〉，頁 674；卷 18〈跋汪季路所藏張文潛與彦素帖〉，頁 675；〈跋汪季路所藏東坡
作王中父哀詞〉，頁 675；〈跋喻子材樗帖〉，頁 675；〈題汪達季路所藏墨蹟三軸〉，
頁 679；卷 46〈跋鄴侯遺事奏稿〉，頁 164-165；〈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醇手書〉，頁
，頁 191；
165；
〈題汪季路所藏書畫四軸〉
，頁 165；卷 49〈跋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
〈跋黃魯直帖〉
，頁 191-192；
〈題趙清獻公帖〉
，頁 195；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頁 192。
135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49 冊），卷 50〈跋汪逵所藏東坡字〉，
頁 202-203。
136《朱子文集》，卷 82〈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頁 4043-4044；〈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
燕王書〉，頁 4044；〈跋朱喻二公法帖〉，頁 4044-4045；〈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湍石
喻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頁 4186。繫年參《朱熹年譜長編》，頁 758；唯書中將

黃寬重∕以藝會友—南宋中期士人以〈蘭亭序〉為中心的品題與人際關係

199

（1194）閏十月二十五日，朱熹辭兼實錄院同修撰，史院同僚包括李壁、葉
適、項安世、樓鑰、黃由與汪逵餞別於靈芝寺（《朱熹年譜長編》，頁
1189-1191）。汪逵贈〈泰山秦篆譜〉，朱熹居考亭後於慶元元年（1195）五
月二十三日作跋（《朱子文集》，卷 84，頁 4187）。慶元三年（1197）朱、
汪二人被列名偽學黨籍；十月十八日，汪逵攜書帖訪朱熹，晦庵曾撰跋十三
文。

137

樓鑰是上述諸人中最晚與汪逵認識，卻是交往最深的的朋友。樓鑰與汪
逵結識有資料可稽的，見於光宗紹熙元年（1190）任進士的點檢試卷官時（《宋
，二人均為名宦之後，對書畫藝術的蒐藏、鑑賞能
會要》
，
〈選舉〉22 之 10）
力強，又因支持趙汝愚，反對韓侂冑，於慶元元年（1195）後，相繼遭罷。
及韓侂冑被殺，二人獲召，再任要職。可以說自嘉定以後，已過花甲的汪、
樓同朝任官，交往密切，曾討論共同嗜好的書畫文物。從現存《樓鑰集》所
見，樓鑰品題汪逵蒐藏的書畫作品多達 36 件，其中圖畫有九幅，包括吳道
子、李公麟（二幅）、王詵、魏野、范寬、燕文貴、米元暉（二幅）。著名的
書帖達 27 種之多，宋代名宦的筆跡有 19 種，包括徐鉉、王珪、蘇舜欽、富
弼、韓琦、蘇軾（四幅）、黃山谷、蔡京、蔡襄、歐陽修、司馬光（二幅）、
趙明誠，以及高宗親筆所書賜贈汪應辰而為汪氏傳家寶的〈廷試策問〉與〈中
138

庸〉二篇。

另有唐代顏真卿與唐僖宗的書帖；傳世的書法名作則有〈蘭亭
139

序〉二種及吳彩鸞的〈唐韻〉以及〈樂毅論〉。

-----------------------------------------卷 84 做 85，汪季路作汪季如，誤。
137《朱子文集》
，卷 84〈跋李伯時馬〉
，頁 4150；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頁 4150-4151；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頁 415；
〈跋東方朔畫贊〉
，頁 4151；
〈跋蔡端明寫老杜
前出塞詩〉
，頁 4152；
〈跋吳道子畫〉
，頁 4152-4153；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頁 4153；
〈跋舊石本樂毅論〉
，頁 4154；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頁 4154；
〈跋富文忠
公與洛尹帖〉，頁 4155-4556；〈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頁 4156；〈跋朱希真所
書道德經〉
，頁 4157；
〈跋趙清獻公家書〉
，頁 4157-4158。以上繫年並參考《朱熹年
譜長編》，頁 1308-1309。
138 樓鑰，《樓鑰集》，卷 67〈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頁 1192-1193。
139 參見黃寬重，〈以藝會友—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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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३࠷ᖚਕአፋĂ͍ăՔăͳă۞֎Ғᄃˠᅫᙯܼ!
〈蘭亭序〉自北宋興起蒐藏之風。在北宋，由於帝王的提倡，與士大夫的
雅好，開封成為賞玩的中心，各種體式的蘭亭序帖兼備，數量繁富；此時南
方新興的士人及其家族，也因雅好，曾有典藏。開封淪陷後，蘭亭序帖與大
量珍貴文物在戰火中散失，只有部分隨之南遷，因此南方舊藏益顯珍貴，加
上高宗的鍾情，
〈蘭亭序〉更受到朝廷與士人官僚的重視，形成討論的焦點，
因而出現尤袤、沈揆、王厚之、汪逵四位享譽南宋中期蒐藏與研究〈蘭亭序〉
的大家。
尤、沈、王、汪四人能躋身〈蘭亭序〉名家之列，除前述豐厚的家族蒐
藏、個人興趣、研究能力之外，任職祕書省，更能凸顯他們的角色。他們都
曾在祕書省任職並兼國史院、實錄院修撰等職務，參與文書、書籍、圖畫、
祭詞、儀禮、天文、禮樂及國史、會要、實錄編修的工作：此外，也任職國
子監、太學司業、博士或太常寺、禮部等，得以參與貢舉事務；儘管個人任
職長短不一，但這些職務，在當時都是受人尊仰的清要官。
值得注意的，由三館轉型的祕書省，在南宋既是人才養成之地，也是朝
廷典藏及管理圖書文獻的重要機構，是培養收藏、鑑賞、學術研究與文藝視
野的絕佳場所。館閣是宋廷典藏重要典籍、文物、圖畫的機構，北宋館閣承
接五代三館（昭文、史館、集賢）制度而來；端拱元年（988），宋廷於崇文
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真本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跡，庋藏其中。淳化二年
（991）又將原藏於史館五千十二卷的天文、曆算、陰陽、術數、兵法書籍，
140

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幅，附於秘閣。

秘閣所藏，包括王羲之、獻之、唐太宗、
141

顏真卿、歐陽詢、懷素等人的墨跡，及顧愷之、韓幹的書畫珍品。

至道元

年（995），裴喻奉使江南、兩浙，集諸州郡名畫四十五軸、古琴九件，王羲
之、貝靈該、懷素等墨跡共八本，宋廷又降圖畫並前賢墨跡數千軸，移秘閣
收藏；這些珍藏的文物，都是外界難得一見的珍品。

-----------------------------------------140《宋史》
，卷 164〈職官四〉
，頁 3874；宋．程俱，
《麟臺故事校證》
（北京：中華書局，
2000），卷 1〈沿革〉
，頁 19。
141 程俱，《麟臺故事校證》，卷 1〈沿革〉，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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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館閣更是儲備高階文官的場所。歐陽修說：
「今負文學，懷器識，
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
142

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

宋廷藉著組織

館職官員，從彙整、鑑藏、著錄文獻圖籍，來選拔、涵養才俊之士，以訓練
「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
定策、論道經邦」的儒學之臣，與透過一般歷練庶政，培養刑獄、錢穀、吏
143

事的才能之士，是有明顯區隔的。

在北宋，館閣之士參加由宰輔巨儒領銜

編修、撰述、校勘、整理的重要典籍文獻，及國史、實錄、會要等國朝重典
的編撰工作，甚至參與貢舉、出席重要慶宴的活動；既得以充實學識、堅實
144

學術基底，且得耳濡目染，擴展其胸懷與識見；

正如秦觀所稱：
「館閣者，
145

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

元豐改制，館閣轉型。此時，宋廷將三館秘閣的機構、職事皆併入祕書
146

省，掌圖籍、國史等事；秘閣的儲藏功能雖仍保留，

但經此轉折後，其核

心職能是圖書輯藏工作，由先前不任吏責、論道經邦的儒學，轉而以究心文
147

化典藏的藝文為主。特別是徽宗一朝，更將之變為一個政治職能文化機構。

南宋祕書省更兼具文物鑑藏的職能。南宋三館之職，仍承元豐之制，轄
148

於祕書省。 紹興十四年（1134）宋廷修建一個規模勝於其他官署的祕書省，
將館閣、館舍併入其中；同時，將北宋原統一管理，分貯各閣，乃至諸帝起

-----------------------------------------142 宋．歐陽修，
《歐陽修全集》
（北京：中華書局，2001）
，卷 114〈又論館閣取士劄子〉，
頁 1729。
143 李倚天，
「儒學與藝文之間：宋代元豐改制以後的館職試考釋」
（北京：清華大學綜合
論文，2015.6），頁 9。
144 成明明，〈北宋館閣文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略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37.6(2007.11): 12-13。
145 宋．秦觀，《秦觀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卷 18〈官制上〉，
頁 385。
146 彭慧萍，〈兩宋宮廷書畫儲藏制度之變：以秘閣為核心的鑒藏機制研究〉，《故宮博物
院院刊》2005.1: 14。
147 李倚天，「儒學與藝文之間：宋代元豐改制以後的館職試考釋」
，頁 10；文中兼引伊
佩霞之觀點。
148 彭慧萍，
〈兩宋宮廷書畫儲藏制度之變：以秘閣為核心的鑒藏機制研究〉
，頁 15；宋．
費袞，《梁谿漫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2〈三館館職〉，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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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便殿收藏的典籍、文物、圖書、器物等，均集中於祕書省，不再多處分貯、
搬遷、調撥；此時，祕書省的工作執掌，除一仍舊貫之外，還取代北宋畫院
執行書畫之鑑定、審核、裝裱、整理、編目、著錄、鈐蓋、關防印記，乃至
149

畫作進呈、取降等職權。 文物聚集一處，書畫藏品開放對象轉為任職官僚，
將鑑藏制度吸納入館閣官員的職能與機構運作體系中，同時甄選具鑑識能力
的士人加入館閣。
宋廷也調整館閣用人方式。南宋重新恢復北宋晚年被罷廢的館職試，讓
祕書省兼具儲養政治人才與文化職事的機構；此一調整，呈現南宋的祕書省，
150

仍被賦予作育經邦論道的儲才之地；

難怪周必大要說：
「高宗方內修外攘，

首置祕書省以儲人才。他有司治事日不暇給，獨館職涵養從容，要路闕必由
151

此選。」 而這種將書畫藝術—以往被視為與論道經邦正道應有所區隔的
藝文小道，納入國家儲才的體制中，顯示南宋朝廷將文藝紹興納入治國政策
中。而具備鑑識、研究書畫文物等特殊藝文才學的進士，經推舉、考試的程
序進入館閣，足以完備祕書省的職能。尤、沈、王、汪等人兼以藝文才華進
入館閣，揭示南宋祕書省多面向的用人的取向。這類官員，不再是以「技藝」
見長的藝能之士，而是以才藝兼長的身分，進入培養菁英人才的館閣之地；
他們任職於坐擁珍貴瑰寶的館閣，參與實物鑑識，得以在家學薰陶的基礎上，
精進專業、提升視野，有效增強祕書省的職能。
悠游論道是館閣之士的特質。宋代館閣以經理典籍、論道經邦的清要職
事為務，除經常事物之外，同儕之間有充裕的機會，從事宴飲、遊樂與詩文
唱和的怡情活動；像在貢舉鎖院時期，館閣之士，從容愉悅論道，並藉詩文
152

唱和增益彼此情誼，是當時盛行的游賞聯誼活動。

每年定期舉辦的曝書會，更是宋代館閣重要的文藝活動。宋代在每年五
月至七月，由館閣舉行一天的曝書會，邀請在朝官員參加。由於秘閣所藏的
珍籍稀品，平時外界難得一見，因此北宋的曝書會，吸引許多官員參觀，梅

-----------------------------------------149 彭慧萍，〈兩宋宮廷書畫儲藏制度之變：以秘閣為核心的鑒藏機制研究〉，頁 26-34。
150 李倚天，「儒學與藝文之間：宋代元豐改制以後的館職試考釋」，頁 9。
151 周必大，
《文忠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7 冊）
，卷 69〈史館吏部贈通議大
夫朱公（松）神道碑〉，頁 731。
152 參見陳元鋒，《北宋館閣翰苑與詩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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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臣的〈二十四日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錄其所見〉詩即云：
「五月秘府始暴書，
一日江君來約予。世間難有古畫筆，可往共觀臨石渠。我時跨馬冒熱去，開
廚發匣鳴鑰魚。羲獻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軸光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
，永
153

和題尾付官奴。又看四本絕品畫，戴嵩吳牛望青蕪。」

說明北宋士人對參

與曝書會的高度期待。
紹興十三年（1143），宋廷恢復舉行曝書會，並成為制度。祕書省規劃
曝書會，於奉旨後，選定一日，在道山堂由祕書監或少監主持；邀請侍從、
台諫、正言以上，及前館職貼職人員參加。會場東西兩壁分展器物、書畫、
墨寶及陳列經史子集庫等典籍；分送本閣刊行的《太平廣記》及《秘閣碑》
等書籍給與會者，並計置碑石，刊刻與會者名銜；
支。

155

154

所需經費由朝廷撥

孝宗朝以後，曝書會主辦層級雖有下移及日期變動的情況，但每年舉
156

辦成為定制。

曝書會既成常規性的活動，臣僚接觸文物的機會增多，盼望

參與的熱情雖不如梅堯臣等北宋朝臣來得激切，但也有不少官員藉詩句表達
對參與盛會的喜悅，周紫芝即有：
「芸香時近曝書筵，縹帙緗囊得縱觀。不是
聖時修故事，豈知藏室有清官。香羅剪帕金描鳯，紅字排方玉作籖。身到蓬
157

山瞻御墨，眼驚奎宿射珠簾。」

由於一般官員雖然雅好藝術文物，但未必

能擁有珍品，即使擁有，也未必具鑑賞、評析文物真偽、優劣的知識或能力。
因此，像尤、沈、王、汪等館閣之士，以其對書畫文物的專業知識、豐富收
藏及賞析素養與鑑識能力，在曝書會中，貢獻其專業，豐富一般官僚對書畫
的認識與涵養，使他們的才學受到肯定，是他們得以建立人脈的一項資源。
〈蘭亭序〉等文物，是尤、沈、王、汪與當代高官名儒交流的媒介。宋代

-----------------------------------------153 傅璇琮等主編，
《全宋詩》第 5 冊，卷 254〈二十四日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錄其所見〉，
頁 3074-3075；郭守運、唐曉文，
〈宋代宮廷藏書及其對宋代文人地位影響略論〉
，
《宿
州學院學報》25.4(2010.4): 9-15；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 27-30。
154 參見陳元峰，
《北宋館閣翰苑與詩壇研究》
，頁 167-168；
《南宋館閣錄》
，卷 6〈故實〉，
頁 68-69。
155 彭慧萍，〈兩宋宮廷書畫儲藏制度之變：以秘閣為核心的鑒藏機制研究〉，頁 36。
156《館閣續錄》
，卷 6，頁 224-225；宋．彭龜年，
《止堂集》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5 冊），卷 2〈乞議知院胡晉臣卹典罷曝書會讌疏〉，頁 781-782。
157 宋．周紫芝，
《太倉稊米集》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1 冊）
，卷 29〈七月二十
日秘閣曝書二首〉，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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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在追求學識或仕進的過程中，皆須透過各種媒介建立人際關係；在各種
媒介中，以藝會友需要有實物蒐藏及鑑賞的興趣與能力，其門檻較諸以詩酒
聚會為高，交游對象的階層屬性也較為明顯。目前雖然無法全面掌握尤、沈、
王、汪四人以〈蘭亭序〉及書畫文物與人交流、建立人際關係的實況；不過，
從上文拼湊重建的四人仕歷與交游情況，特別是從觀看者留下的題跋，可以
知道從孝宗至寧宗，具備相對應的身分與藝術修養的名儒與重臣，如朱熹、
陸九淵、王十朋、周必大、楊萬里、陸游、樓鑰、袁說友、范成大、洪邁、
陳傅良、王信、林大中、倪思、趙汝愚，乃至韓侂冑等人，都分別與他們交
往；其中兼具政治與文化名望的碩儒：洪邁、朱熹、周必大和樓鑰與他們的
關係尤為密切；洪、朱、周、樓雅好文物，也收藏不少〈蘭亭序〉
，並有能力
評鑑真偽、優劣，因此在觀賞時，留下題跋等互動相當豐富。此外，朱熹與
汪逵為親戚，是尤袤的好友，周必大與汪應辰、喻樗為舊識，洪邁與樓鑰則
分別是他們的同僚。朱、周、樓、王、汪雖捲入慶元黨禁的政治糾葛中，但
當政者對待他們相對寬容，名雖禁錮，在地方上仍然相當活躍；彼此經常互
動。

̱ăዶ ኢ!
書法與詩詞，是傳統社會有志舉業者，必要的訓練歷程，為士人文藝修
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具備此一能力者，在入仕後，對具有歷史元素的書畫文
物都有興趣，並視財力與能力購置收藏，也與興趣、能力相近的同好賞玩，
藉詩詞題跋抒發藝文情懷與鑑賞心得、評價優劣價值，形成宋代文人雅士聚
會的活動之一。此種以藝會友的文化活動，既可怡情養性，也從中培養、深
化情誼，是經營人際關係的一環。
〈蘭亭序〉帖是宋代士人蒐藏的書法文物，也是雅集活動的媒介。由於歷
史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變化，在宋代，
〈蘭亭序〉帖已有版本眾多、真贗並存
的現象，成為關心者討論的話題。到南宋，在戰火摧毀之餘，珍品稀貴的〈蘭
亭序〉稀少，擁有並具鑑識與研究能力的士人，在聚會中，提供實物與有志
者賞玩，彼此觀摩、比較、鑑賞、評論，成為聚會的焦點。尤袤、沈揆、王
厚之與汪逵等人，不僅出身豪富，具有專業涵養，進士及第後，經館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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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朝廷專意培養兼具論道經邦與藝文之才的祕書省，既得以涉獵書畫寶
藏，並增強個人研究與鑑識能力。這樣的能力與身分，使得其交往的對象與
話題，和一般埋首庶務、在宦海浮沈的官員有別，這是士人文化活動中身分
認同的表徵。
不過，這種因文藝興趣相近所形成的人際關係，對個人仕途的榮枯，會
產生多少影響，尚待觀察。從理想層面而言，傳統士人官僚處世準則是「志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四個完整的面向，其擇友、行事、處世的
考量是多方面的；僅從文藝才學一端，藉著特定物件，在特定的時空，建立
以怡情、雅聚為主的聯誼，固有助於家境才學相近者建立彼此的認同感，但
若缺乏其他條件配合，勢難發揮具體成效。
從尤、沈、王、汪四人在光宗、寧宗二朝政治風暴中的遭遇，可以印證
上述看法。尤袤與沈揆，均在寧宗即位之初，即已逝世；因此，在趙汝愚與
韓侂冑爭權，以至慶元黨禁過程中，自不受衝擊。但從《宋史》
〈尤袤傳〉所
述，尤袤師承程頤一脈，淳熙年間，為維護道學，曾向孝宗諫言；在光宗朝
奏論姜特立、韓侂冑，被視為黨附周必大，當屬道學成員。沈揆的情況較複
雜；他與當代名臣均有交往，但道學色彩甚淡；他奉命使金時，韓侂冑任副
使，以致被劾結交近習。王厚之道學傾向也不明顯，卻被列名黨籍遭禁錮；
嘉泰四年（1204）逝世時，黨禁雖緩，仍未獲平反。汪逵與朱熹、周必大、
樓鑰等人關係最深，兼為道學餘緒，因而遭到整肅，韓侂冑被殺後，得以再
任要職，參與各項重要政治、文化活動。可見在南宋中期情勢驟變的政治風
暴下，影響仕途榮枯的因素很多，除了道學影響外，尚需考量人際關係及不
同情勢所產生的變化，文藝嗜好所建立的人際關係，需要放入整體架構中，
並考慮其牽涉的複雜因素，更透過不同的個案深入探討，才能有全面而完整
的認識。因此，目前對這種政治傾向強的議題，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有待
同道進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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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of the Arts: Group Viewings of the
“Lanting Xu” and Literati Social Relationships
Huang Kuan-chung

Abstract
“Lanting xu” (蘭亭序 Preface to the Orchid Pavilion) by Wang Xizhi 王
羲之 is a famous calligraphy work that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much sought after by both emperors and literati officials. In response to
the existence of numerous copies and the problem of confirming their
authenticity, groups of interested literati would gather to handle, appreciate,
and appraise the quality of copies of the work. Literati could also use these
friendly, relaxed occasions to expand their social circle.
This article studies four of the most famous mid Southern Song
connoisseurs of the “Preface”: You Mao 尤袤, Shen Kui 沈揆, Wang Houzhi
王厚之 and Wang Kui 汪逵. It first introduces their lives and collections, and
then examines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reflected in writings on the
“Preface” and related poetic and literary exchanges between literati.
These four collectors had some shared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y were all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had excellent collections of copies of the “Preface.”
Second, they all had broad knowledge of and a good eye for art. Third, they
had all served in respected positions in the Palace Library, where the
opportunity to access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and exchange views with
colleagues had enabled them to hone their artistic discernment. In the Sou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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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the apprecia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volved not just individual
interactions, but also collective gatherings like those that took place around the
“Preface.”

Keywords: Lanting xu 蘭亭序, You Mao 尤袤, Shen Kui 沈揆, Wang
Houzhi 王厚之, Wang Kui 汪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