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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雅俗二題 

中興大學中文系 陳欽忠 

摘 要 

書法的雅與俗，做為評價書法好壞的標準，向來是書法家最在意的，

做為另一種相對於文士階層的「雅」而被區分為「俗」的民間書法，卻是

大書家創新書體的泉源。因此，從雅俗的角度切入，觀察書法典範的成立

以至流派的興衰，對於書法演變關鍵問題的理解，應有補益。 

研究發現，王羲之「援俗入雅」形成江左風流，至盛唐《集字聖教序》

趨於定式，以至中唐「院體」之模式化，北宋翰林侍書之俗化，衰象畢露，

遂有蘇、黃、米起而矯之，「尚意書風」之雅韻，由是生焉。顏真卿則意識

地「以俗破雅」，挾民間書法之動能與《干祿字書》肯定俗書之主張，一舉

衝決二王書法牢籠，成為唐代書法表率。 

可見雅書的末流，不免趨俗，俗之不已，再生新雅之書，循環往復，

為千古常理。被劃歸為「俗」書的民間書法，具有原創的藝術生命力，取

以開拓書法新局，古代已有成功之例，未來應可期待。 

 

 

關鍵字：  王羲之、顏真卿、院體、尚意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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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雅俗二題 

中興大學中文系 陳欽忠 

一、前言 

書法品評的專門標準，自古而有神、妙、逸、能四品，雅與俗不在其

列，但卻是書家最敏感、使用最普遍，影響至為深遠的印象式批評。書法

家可以不介意在嚴肅的審美範疇中居何品第，卻不能不在乎別人對他的書

法直指為俗！遠者如黃山谷，近者如沈尹默，皆因此針砭而刻苦自勵，遂

成一代名家。相較於文士階層書家以雅俗來寓寄褒貶，另一種因社會階層

上下之異而區別書法為雅俗的說法，便不能用相同的尺度衡量。因為傳統

社會居於下層百姓先行使用的民間書法，往往是大書家取資創業的來源。 

隨著書法長河的流衍，雅與俗這兩項指標的游移，往往和書法新舊遞

嬗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因此，探索書法雅俗觀念的形成，以及過程中出

現的思考和結果；大書家開出新體，如何累積民間書法的動能，並反饋社

會的史實，對於釐析書法關鍵以及觀照未來書學發展，具有莫大助益。玆

以書法史上兩大筆法系統的創始者：王羲之、顏真卿及其流派的興衰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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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涉雅俗的部份，進行以下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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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羲之之書「雅」院體書「俗」 

歷經東漢末年草書狂潮後的魏晉時期，開始出現具有體系性的系列書

法論著，令人目不暇給，書法世家分據要津，競逐毫末之奇。整體書學氛

圍，標誌著書法從附麗的實用性，走向自由的藝術性時代的來臨。 

此時，王羲之（303-361）以其「貴越羣品，古今莫二」 1 的書學成就，

形成書法史上首見風格特徵明顯的書法流派，此一特徵，即是後人盛稱的

「尚韻」書風。清人劉熙載《藝概》言王羲之書「力屈萬夫，韻高千古」，

一「韻」字足以概括羲之書法及其所屬時代的特色。以韻為內涵，形諸筆

墨之間，則鬱鬱芊芊，流露出優美翩躚之姿。唐．孫過庭（約 648-703）《書

譜》曾這樣讚美羲之的書法： 

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

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 2 

東晉書家以書寫尺牘為主，這些以「弔哀候疾，敘睽離，通詢問」為內容

的書信，施於家人朋友之間，最能直接傳達書家的真情至性。可以發現，

羲之尺牘不論任何主題，皆不改其一貫優雅的筆調，不因遭逢變故或體氣

為和而有不同。試取羲之《喪亂帖》（附圖一）與唐代顏真卿（709-785）

《祭姪稿》比較，同屬國仇家恨，一者澎湃激昂，線條變動劇烈，一者理

                                                           
1  馬宗霍《書林藻鑑》卷六，《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6 冊，台北：世界書局，1984 年。 
2  唐‧孫過庭《書譜》頁 4，《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1 冊，台北：世界書局，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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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節制，節奏不疾不徐。孫過庭所謂「造次之際，稽古斯在」，一語道出羲

之書風本色，就是優雅。 

 

附圖一：王羲之《喪亂帖》。澎湃的情感，經過理性的節度， 
 仍能出之以優雅，反映了尚韻的時代精神。 

羲之開創以雅見長的「江左風流」，自東晉而南朝，書家前仆後繼，適

時趨變，故能歷久不衰。入唐以後，唐太宗（599-649）登高一呼，獨尊羲

之，稱為「書聖」，不僅破例為王羲之史傳書贊，且御書《晉祠銘》《溫泉

銘》刻碑，為蘭亭精神護法，自此天下風從。就在羲之書法勢力達於高峰

之際，懷仁和尚的《集字聖教序》，為此波風潮頂點立下標竿，卻伏下了羲

之書法模式化的因子。  

這件由懷仁費時二十四年集王羲之字完成的鉅製，其工夫之精細，保

存王字之多，歷來被認為是學習羲之書法的寶典，清．沈曾植（1850-1911）

於《跋明前拓本聖教序》卻獨排眾議： 

余謂此碑，純然唐法，與晉法無關。 

不論集字如何嚴謹，刻製如何精巧，在沈曾植看來，終究是唐人筆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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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字的複製品，不再是羲之原來的面貌，此因製作過程中不免參入時法，

一種專屬唐人尚法思維的做法。有唐一代，自朝廷典章律令、詩韻格律，

乃至太宗「以人為鏡」的譬喻，皆寓有客觀化的意味。葉秀山曾指出，唐

太宗摹搨羲之法帖分贈貴冑諸臣，把秘玩公開予眾人共賞之舉，是一種「超

脫的文化態度」 3 ，其實也就是唐人尚法精神的體現，書法與世運升降，

尚法烙印尤為深刻，方外之士如懷仁者亦不能自外。是以集腋成裘之作，

縱使字字珠璣，施於楷書或可，移至行書則未見其可。特別是尚韻書風所

從出的行氣與章法，乃書家機杼自運所得，具有不可替代性，一經他人之

手，難免毫釐千里之謬。沈氏此論，暗喻《集字聖教序》與羲之真跡之異，

在於集字之作，將羲之書法精神與形式一分為二，徒留形式，難與等同，

真乃卓見。羲之書法經此定製，輔以當時崇王風尚與尚法精神，墬入模式

化一途，似已透露微兆。 

                                                          

最早看出此一傾向的是李邕（678-747），他曾說： 

似我者俗，學我者死。 

這句以自己為第一人稱的論書名言，警醒歷代多少學子，紛紛拿它當作破

除臨摹迷思的座右銘，卻不遑思考名言背後的絃外之音。原來李邕成名之

時，正當羲之書法形式盛行之世，這位史傳上稱「疾惡如仇，不容於眾，

邪佞切齒，諸儒側目」的性格書家，藉這句表面上教人毋得學我，實際上

叫人不要學王—— 徒具形式的王羲之書—— 的讜論，表達他對羲之書法模

式化的憂心與不滿，當然，也表明他不與流俗苟合的心跡，以「俗」以「死」

示警，言之不可謂不痛切。有此避「俗」之志，宜乎李邕在書法的表現上，

突出時表，雖以王羲之《蘭亭敘》為體，卻能改以猛削健利，迅疾駘蕩的

 
3  葉秀山《書法美學》頁 159，北京：寶文堂書店，198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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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示人，遙接羲之，為唐代第一行書好手。無奈形勢已成，獨木難撐大

廈，羲之書法流派的演變，一步一步朝向李邕不樂見的方向前進。 

「院體」一詞的出現，宣告王羲之書法走向俗化的結局。它是從中唐

德宗時開始的，宋．黃伯思《東觀餘論》云：  

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按即《集字聖教序》），學弗能至，了

無高韻，因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

夫玩此者少。4 

所說吳通微、通玄兄弟，乃中唐德宗時人，相距《集字聖教序》刻成之日

不過百年，羲之書法亦已衰微至此！「院體」被當作一種譏誚，絕非一、

二人足以承担，必須是一群人長時間相濡以沫一成不變地泡製，方能給予

世人如此的印象。黃伯思此論的意義，不僅是提出院體的由來和代表人物，

更重要的還在於院體如何波及北宋，並且在翰林侍書集團手上進一步俗化

的史實，關涉到宋代書法重要議題—— 雅俗之辨的由來以及羲之書法不得

不變的轉折。 

北宋書法「尚意」，這是後人看到蘇、黃、米三位代表書家的書學成就

而得到的印象，實際上在尚意書風未成氣候之前，書壇是由一群以王著、

周越為首的「翰林侍書輩」管領，儘管在文人眼中「學弗能至，了無高韻」

的侍書先生們，翫習院體，奉行不渝，卻以為執掌書法權衡，便自居書流

正統，對非我族類例加撻伐。才高八斗的蘇東坡（1037-1101）便首當其衝： 

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處出爾。 5  

                                                           
4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二，台北：藝文印書館，學津討原本。  
5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跋東坡水陸贊》，刊於《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

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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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書隨真行大小，皆有嫵媚可喜處，今俗子真譏評東坡。彼蓋用

翰林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6   

以東坡的「嫵媚可喜」對照院體的「俗」，兩造高下之判的水準表現，卻在

當時主流意見一面倒的情況下，以美為惡，以俗為優，這看在標舉尚意的

詩人書法家黃山谷（1045-1105）眼中，是難以容忍的荒謬，因此反譏他們

為「俗子」「不知古法」，深恐世人價值觀混淆，而再三致意，並且以自己

的經驗，道出對「俗」去之唯恐不速的心理：  

予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

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

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7 

所稱周越，即顯揚於宋仁宗天聖、慶歷年間的書壇領袖，米芾曾批評他的

草書「如輕薄少年舞劍，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東坡甚至以「險劣」「小

人之書」比況，大抵走的是驕縱輕佻的路數，經不起時代的考驗，以致人

亡業息，後世無聞。「勁而病韻」則是山谷得道後對周越的評論，可見山谷

志學之年，原是著迷周越草書的「勁」，不想卻因此「病韻」達二十年之久。

山谷題跋中屢見自省之詞，證明他十分介意這件事，如《跋與徐德脩草書

後》說道「數年來猶覺湔祓塵埃氣未盡，故不欲為人書」，又於《書自草後》

云：「紹聖甲戍在黃龍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做太露芒角」，數十年

辛苦超拔，體驗最深，到底還是一個「俗」字。既經痛切反省得知何者謂

                                                           
6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刊於《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  
7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刊於《藝術叢編》第 1 集

第 22 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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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當須有以避之： 

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8  

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9  

近世顏魯公，楊少師特為絕倫，甚妙於用筆，不好處亦嫵媚，大抵

更無一點一畫俗氣。10  

東坡道人…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 11  

東坡…醉困以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

也。 12 

從自我反省到為學子開示矩矱，「避俗」永遠是主題；而「不俗」、「韻勝」

則是對前人和時賢書法的最高禮讚。類似評論，在山谷書論中俯拾皆是，

這是之前書學理論從未有過的現象。從對院體俗書的反思開始，山谷窮畢

生之力，覃思化俗為雅之道，尚韻思想，終於破繭而出。不同於王羲之的

是，六朝人尚韻，反映了六朝名士派的俊爽風神，山谷則以累積道義，人

格無瑕為前提，讀書萬卷，下筆有神為終極目標。就這樣，山谷為王羲之

書法模式化俗化的末路，找到了出口，北宋行書與東晉行書風格同而不同，

亦肇因於此。 

                                                           
8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書繒卷後》，《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台北：世

界書局，1974 年。  
9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書劉景文詩後》，刊於《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

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  
10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論書》，刊於《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台北：世

界書局，1974 年。  
11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跋東坡樂府》，刊於《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台

北：世界書局，1974 年。  
12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跋東坡小字兩軸卷尾》，刊於《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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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尚意書派健將米芾（1051-1107），也常以「俗」為名，月旦古

今，語出驚人：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13  

柳公權師歐，……自柳世始有俗書。 14  

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 15 

張旭、顏真卿、懷素、柳公權都是唐代大書法家，素受東坡、山谷敬重，

何以到了米芾，卻用了蘇黃兩人最避諱的「俗」字批評他們？可以從兩個

層面理解：一是米芾自視甚高，眼中只有六朝以上人物，於唐代書家，少

所許可。除前了引幾位之外，米芾對歐、虞、褚、李邕、徐浩皆有微詞，

宋代書家更不在話下，有名的「刷字對」，遍批蔡、蘇、黃三大家以次蔡京、

蔡卞，無一倖免。這是因為米芾站在二王以前的「高古」位置往後看，「回

視二王，頓覺有塵意」（米芾自言），不要說二王以下的唐宋諸賢了。然上

述書家，最多不被米芾所喜，還不至於蒙受惡聲，倘若不合或者逆反晉人

軌轍，則痛忿之餘，唯有用「俗」醜詆之。旭、素、顏、柳俱為唐代以中

鋒取勢，一變二王側鋒取姿的革新派書家，其中顏真卿還吸收民間經生書

的成分，成功地改革楷書（詳下節），是王羲之書法地位的挑戰者，卻在堅

守二王陣營的米芾眼中，成了破壞古法的俗書。原先被東坡、山谷視為俗

的院體，米芾似乎尚能容忍不提，而突梯晉法之人，則不問情由，蓋貶為

俗。由院體之俗轉向顏、柳、旭、素之俗，俗的定義起了分歧，除了反映

                                                           
13  宋‧米芾《海岳名言》頁 2，《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台北：世界書局，

1972 年。  
14  宋‧米芾《海岳名言》頁 3，《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22 冊，台北：世界書局，

1972 年。  
15  宋‧米芾〈草書帖＞，《米芾墨蹟》，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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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審美到了北宋趨向多元的發展，也讓我們更清楚米芾書法祈嚮與蘇、

黃不同之處，對於精確理解宋人尚意書風應該是有幫助的。 

從僵化無生命的院體，引發了雅俗問題的思辨，不論是東坡的書卷氣，

黃山谷的「尚韻」說，米芾的「古雅」論，強調厚積薄發，不拘成法的原

理是相通的。形式主義逐漸淡出，羲之書法精神再被喚醒，具有獨特鮮明

個性的行書時時代，便在院體終結之日展開。  

三、顏真卿以「俗」破「雅」 

在清代碑派書法興起之前，書法的演變，向來由文士階層主導，書史

上連篇累牘的論述，皆不出此範圍。兩個事例足以說明非文士之書，難以

與聞主流。如唐太宗獨尊王羲之，無視於漢魏碑誌高古純樸，一以南朝文

華為尚，只因北碑出於民間工匠之手，故不獲青睞。中唐以後禪僧草書表

現不俗，而治書史者多闕而不論，其情可以概見矣。 

然而，一如所有文學藝術體式形成的通例，皆從民間取資開始，經文

士加工修飾，陶鑄成新體，再啟動風潮，如此周而復始，流派於是生焉。

秦篆漢隸，唐詩宋詞，莫不皆然，前言羲之典範，也不例外。羲之嘗自言

少學衛夫人，後見李斯、曹喜、鍾繇、梁鵠、蔡邕、張昶書，而後書藝大

進，後人追捧書聖，再添篆古一項，皆未及民間書法。近人胡小石別有見

地，嘗云：  

羲之省章之波磔，簡化以為今草，其風亦非其獨創，而實自西晉開

之。 

今觀西陲簡牘中西晉人諸書，已儼然今草，而其書人，皆非後世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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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大家，是其時民間已早有此一種書風，為羲之所依據，更勤苦

加工，發揮旁通，因得成為一代之典範。 16 

所稱西陲簡牘，近世出土日多，取以驗證，果如其然。可見今草書體，濫

觴於晉，大書家融通變化，以成其名，所謂「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

壹也。」羲之適逢其會，援俗入雅，應視同倉頡造字之例，非必前之所無，

忽然創造，乃名作也。  

觀察後續效應，可知雅與俗互相挹注，為此後大書家樹立典範必經之

路。羲之既開風氣之先，其子獻之克紹家風，降至南朝，世家子弟，互相

陶淬，相率以妍媚為宗。散布民間，則自南而北，或經商旅或由征戰，逐

漸滲透。觀北魏初年碑字之粗率方稜，演至末葉之精美端整，痕跡宛然。

從此天下書風一統，唐太宗順勢揄揚，再經《集字聖教序》刊行，演為院

體俗書，如前節所揭示者。 

正當羲之書派勢力達於極盛之際，一種醞釀於魏晉民間，抄寫成俗的

新書體，正待時機成熟，浮上檯面。緣於盛唐社會的「豁達大度之風」，表

現在掖文政策上，為因應科考士子肄習學業，以及佛教譯經布化之需，抄

書之專業益形發達。為求書寫速效，兼顧整齊易讀，以厚重清晰為基調，

筆畫隨鋒勢作態的「經生體」應運而生。此體常見一筆之中頓挫明顯，橫

畫可以不平（首尾成塊狀），豎畫可以不直（多見弧形），轉折常露圭角，

勾筆容許挑踢，捺筆輒出燕尾，皆屬經生使用「棗核筆」的書寫特徵。與

書壇主流書法之優美體式，大異其趣。常民耳濡目染，為書家憑以創新的

社會接受，打下實務面的基礎。 

刻於唐代宗大歷九年（七七四）的《干祿字書》，第一次從文獻上正視

                                                           
16  胡小石〈書法史緒論〉，刊於曹緯初《書學通論》，台北：正中書局，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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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書法的價值，為經生體的正當性，提高至理論思辨的層次。該書作者

明揭「俗」書之義云：  

所謂俗書，例皆通淺。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

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17 

把處理日常事務的俗書，納入文字學的範疇來討論，認為釐訂俗書使之整

齊，有助於推廣，裨益日用。這句為後來為「字樣學」定調的言論，同樣

在書法上掀起波瀾，身為《干祿字書》作者顏元孫姪子的顏真卿，便是發

揚此一改革精神的關鍵人物。據文宗開成四年（八三九）湖州刺史楊漢公

重刻所作記云： 

（魯公勒成）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為衣食業，晝夜

不息，刓缺遂多。 18 

將《干祿字書》刻於任所，任憑取拓，以廣流傳，甚至到碑面剝壞的地步，

猶不停歇。顏真卿護持「約定俗成」文字改革精神的作為，不僅促成了楷

書字體的統一，也為通俗實用如「經生體」的書家接受，打下理論面的基

礎。終於水到渠成，在他身上完成了創造時代表率的充分條件，成功地突

破了二王書法的桎梏。馬宗霍稱顏真卿書，足與少陵之詩，昌黎之文，「同

為能起八代之衰者，於是始卓然成為唐代之書」 19 ，洵有見地。 

                                                           
17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序〉，施安昌《顏真卿干祿字書》頁 9-11，北京：紫禁

城出版社，1992 年  
18  唐‧楊漢公〈干祿字書後記〉，清‧董誥等編《欽定全唐文》卷七六○，台北：

大通書局，1975 年。  
19  馬宗霍《書林藻鑑》卷八，頁 111，《藝術叢編》第一集第五冊，台北：世界書

局，民國 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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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顏真卿的楷書，繼承自篆隸的部分，如結體的寬舒圓滿，端正

的間架，左右基本對稱，橫畫趨近水平，改變了魏晉以來左緊右舒，右肩

抬起的特點。 20 至於點畫特徵，如蠶頭燕尾、折釵股、點如墜石、勾似屈

金等，便不好說是承襲篆隸，更不可能來自王羲之，卻著實取材於民間經

生之書。今取敦煌經生書《妙法蓮華經》（附圖二）與顏真卿《多寶佛塔碑》

（附圖三）對照，雄健茂密、筆力飽滿，點畫特徵，兩者如出一轍，而書

卷時間早於顏真卿四十三年！啟功以為此卷「筆法骨肉得中，意態飛動，

足以抗顏歐、褚，在鳴沙遺墨中，實推上品」 21 ，並且因此提出了千古大

哉一問： 

     

      附圖二：《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附圖三：顏真卿《多寶佛塔碑》 
     （唐‧景龍三年，西元 709 年）  （唐天寶 11 年，西元 752 年）  

                                                           
20  周鳳五《書法》頁 41，台北：幼獅出版社，1989 年。  
21  啟功《論書叢稿》頁 357，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12 月。  



14 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文學與圖像第五屆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 

然則，經生之俗處何在？其與書家之別又何在？固非有真憑實據

也。余平生所見唐人經卷，不可勝計，其頡頏名家碑版者所更難指

數。22 

這一問出自生平服膺二王帖學優雅路數的啟功教授，頗耐人尋味。把民間

書法的位階，拉到「頡頏書家」的高度，確是言人所不敢言，發前人所未

見。原來書法的高下雅俗，不是絕對的概念，而是可以因欣賞者主觀的認

知予以評價的。書法上有名的小楷《靈飛經》，實為經生書，被誤題為宋代

鍾紹京作品後，相沿至今，精鑒如董其昌亦未之能辨，雅俗取決一念之間，

有如此者。可見若是撇開書者學問人格修養等背景不論，單就書藝的精粗

美惡評比，則經生書真有可比肩名家之處。經生學書向以師徒相傳，參以

時法為主，精美已經不遜於書家，則顏真卿書法特徵與經卷相似者，自不

必以篆隸遺意歸之，而實有取經生體以為己用者。大陸學者金開誠，也注

意到顏體中的民間書法成份，說道： 

隋唐之際的民間書法，現在尚能見到的有抄寫的佛經和一些書籍文

件。其中大部分當出於地主階級下層的無名書人之手，用的書體雖

然多數還是模仿當時流行的虞、褚兩家，但也可以看出，不少人已

在書法上作了新的探索和改革。這種探索和改革由於不符當時統治

階級提倡的優雅柔媚的標準，而被譏為「俗書」，然而卻有著強大

的生命力，以「俗」破「雅」正是當時書法中的民間新創造，突破

貴族舊傳統的表現。顏真卿的書法在精神上很得到這一類民間書手

敢於創新的影響，並以其創作實踐，對群眾性的創新成果，作了總

結和提高。23 

                                                           
22  啟功《論書叢稿》頁 357，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12 月。  
23  金開誠〈顏真卿的書法〉，刊於《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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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顏真卿總結民間書法的原委，說得十分明白。只是經生書既有如前述「頡

頏名家」的水準，便不好說因為不夠「優雅柔媚」而被譏為俗—— 當時相

對於王羲之優雅而被稱為「俗書」應屬「院體」專有—— 而是基於階級高

下所給予的定位，不把這個界限釐清，便不能清楚了解顏真卿改革書法，

泯除了社會階層限制的貢獻。再者，民間書法從來即已存在於書史進程中，

本身並無挑戰主流的動力，須得有力人士倡導，始克有成，是以「以俗破

雅」之功，昂首闊步，突破窠臼，在此不在彼。不同於王羲之前無典型，

創業垂統的偉業，顏真卿以俗「破」雅，卻是正面逢迎羲之書法流派的優

勢地位，昂首濶步，突破窠臼，展現了「陶鑄萬象，隱括眾長」大開大闔

的氣魄。而顏真卿吸取「民間新創造」突破「貴族舊傳統」的具體表現，

正是在「蠶頭燕尾」等筆畫特徵上面。崇尚晉人風規的米芾，一再用「俗

品」「俗書」「俗子」批評顏真卿及同屬中鋒法派的張旭、懷素、柳公權，

從反面證明了顏真卿挹取民間書法，而不被雅的一派所接受的事實。可惜

米芾只看到表相，卻忽略了顏真卿「納古法於新意之中，生新法於古意之

外」，與時並進的改革成就，以致評論有失公允。在他之後，便不見有追隨

的論調，書史還給了顏真卿公道。  

清代包世臣所謂顏體「穩實而利民用」 24 ，倒是從正面肯定了顏真卿

脫胎於民間書法之後，進而反饋社會的價值，值得深思。我們以為，由於

「俗」的特質所引發的擴大效應，正是顏真卿與王羲之最大的不同。就文

士的書法發展而言，柳公權學顏而成為唐代書壇最後一支椽筆；五代楊凝

式傳顏法於北宋，被譽為由唐入宋的「樞紐人物」25 ；宋朝顏書最為顯赫，

                                                           
24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歷下筆談》頁 78，《藝術叢編》第 1 集第 4 冊，1978

年。  
25  臺靜農〈書道由唐入宋的樞紐人物楊凝式〉，《靜農論文集》頁 287-312，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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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書家無不受其影響，刻於南宋嘉定年間的《忠義堂帖》，收錄顏書四十

五通，足與《閣帖》中羲之書跡等量齊觀。至於市井之間，顏字穩實端莊，

盡合字學，蠶頭燕尾，宜於上手，不僅可以應付日用，大字碑拓，取資便

易，尚可啟發童蒙。唐以後人學書，莫不從顏真卿楷書入手，雕板字體以

顏楷為大宗，沾被之廣，可謂空前絕後，此一兼攝文士階層與下層百姓書

寫之權的巨大能量，泯除了書法雅俗界限，呈現兩者合流之勢。從這個角

度看，顏真卿是書史上唯一參與字學流變，並且意識地改革書法，卒獲成

功的大書法家，較之王羲之確有過之而無不及。這是論顏真卿書法較少被

提及的部份，如今放在雅俗的座標上，便得到清楚的標記。 

顏真卿書法流派形成之後，末流之弊，所謂「鼓吹俗子起亂離」，米芾

嘗已言之。後人習顏，知入而不能出者，往往誇張顏楷《自書告身》中豎

畫彎曲，勾畫末筆斷而後連的部份；或偏取《竹山堂聯句》中拙陋呆板的

字，複製成型，滿紙病筆，令人望之生厭，此乃後學之不悟，真卿固不任

其咎也。 

可怪的是，王羲之書法流行於士大夫間，俗化為院體，而專事仿效真

卿，維妙維肖者，世人竟無間然！如北宋蔡襄楷書，形貌全似真卿，而東

坡不以為忤，屢稱他為「國朝第一」；清人錢灃顯效顏體，奉行不貳，仍受

何紹基推重；民國譚延闓，以顏體名世，于大成先生許為近世學顏之最。

何以如此？實因顏真卿為中興名臣，人格高卓，足以衝破「似即不是」的

法古鐵律，故論者獨許氣骨獨標之書家與真卿千古唱和，而不致俗書之譏。

這一現象，十足反映了人格因素所居書評的重要地位。雖然，學顏而能穿

透形貌，直探驪珠，仍為上乘。蘇東坡、傅山、何紹基等一流書法家，顏

底己面，在精神上更能貼近真卿，所謂善繼者，理應如是。 

顏真卿典範成立之後，與王羲之書派並駕，形成兩大主流，後世書家

游離其間，遠之者謂為「變古」，近之者稱作「復古」。直到清代中葉碑派

興起，不法王、顏，另闢蹊徑，轉向民間書刻取材，於漢魏摩崖、碑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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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象記，無所不窺。包世臣、康有為著書提倡，「崇北抑南」之說，甚囂塵

上；張裕釗、趙之謙等書家，從碑中提鍊出「新的書法品類」，以致「三尺

之童，十室之社，莫不口北魏，寫魏體，蓋俗尚成矣。」 26 成為與王、顏

流派鼎足而三的局面。顏真卿以俗破雅的革新精神，在跨越千年後再度顯

揚，說明了人們對古代的懷念，因時間距離而對主流書壇原不屑一顧的民

間書法，產生了返古的情懷。「在碑學書法中，我們不難發現人們如同數千

年前的祖先，以全新的目光，尋求表現感情的新形式。」 27 民俗審美趣味

的抬頭，將主導當代書法創作的走向。晚近大量出土的秦漢簡牘，呈現原

初藝術創造的生命力，生動而活潑的風格，正吸引著兩岸書家，殫精竭智，

法古生新，未來形成嶄新的風格流派，亦未可知。 

四、結論 

書法的雅俗問題，關係到王羲之、顏真卿兩大筆法系統的開創和流派

興衰，經過以上的討論，得到如下理解： 

(一)、  書法以雅俗為褒貶的觀念，始於王羲之所代表六朝名士的雅，末流

僵化了無生趣「院體」的俗。由興而衰的過程中，不乏卓識者如李

邕的預警和黃山谷的指摘，前者「似我者俗，學我者死」石破天驚

之論，震動古今書壇；後者因自省俗病，從對立面反覆思辨，得出

                                                           
26  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頁 5，《藝術叢編》第一集第五冊，1974 年。 
27  盧樂群〈民間書法的啟迪〉，《書法》頁 13，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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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韻」的結論，與「晉人尚韻」名同而實異，正因思考的基準不

同，有以致之。 

(二)、  從流派發展上看，羲之書法末流趨俗，始於《集字聖教序》將羲之

字式定格，便於「尚法」的唐代書家臨摹。臨池日益，神采日損，

至於中唐「院體」之名不脛而走，已見書界普遍不良觀感。到了北

宋翰林侍書輩，以院體為尊，自居主流，實則俗不可耐，東坡「書

卷氣」破之在先，山谷痛下針砭在後，米芾目空唐、宋，無論院體！

羲之書法至此不得不變，「尚意」書風所標書卷意的雅，成為後世書

家念茲在茲的圭臬。 

(三)、  顏真卿流派固然也有俗書，多因誇張顏體特徵所致，無足深論。至

於類似院體之專仿羲之而致俗名，如吳通微昆弟、王著、周越之流；

反觀顯效顏體而寸步不離者如蔡襄、錢灃、譚延闓諸公，卻得配祭

享。此因顏真卿乃唐代中興民臣，「民族英雄」之英烈，足以號召氣

節之士以顏為體面，不必擔心「奴」「俗」之目 3。 

(四)、  民間書法相對於文士之書，被界定為俗，是書類區分而非褒貶之詞。

啟功甚至以為民間寫經之體，有能與書家比齊者。實則民間書法之

用大矣，大書家建立千古典範，往往自民間取材開始。王羲之所創

今草，西晉牘書早已有之，可見其來有自，「援俗入雅」，為羲之創

格之本。顏真卿繼承家學，能通篆隸，更汲取經生體中便於書寫之

筆勢，結合《干祿字書》肯定俗書價值之主張，因勢利導，「以俗破

雅」，終於成為足與羲之並駕的唐代書法表率。而顏體反饋民間，裨

益日用，沾被深廣，又有勝於羲之者。清代碑派別開生面，亦因有

取漢魏民間書刻，變法精神與顏真卿一道同揆。 

(五)、  雅俗之義既畫然矣，乃有米芾另生一解，謂顏真卿及其代表的中鋒

法派，如張旭、懷素、柳公權之書，皆為「俗書」「俗品」。此說反

面印證顏真卿從民改革之要，然而就俗之義界而言，實難歸類，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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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視為書家自居高古之雄談。 

借由雅俗名實之探討，有助於理解書法演變關鍵，有如上述。今後書

法如何發展，雖未可必，若把視野放在雅俗座標上觀察，朝向俗象限移動

的趨勢明顯。此所謂俗者，非市氣、匠氣、江湖氣之俗，乃是植基於民俗

審美趣味上的俗。繼清代碑派書法改革成功之後，一樣來自民間的簡牘書

法，正流行於兩岸書法界，未來形成新的風格流派，應予樂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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