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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说藏

清正隽永 风仪翩翩

略说金石拓本

□郑逸群（国家书画司法鉴定人）

十笥山房所藏，古籍书画而外，尚有旧墨、宋砚、木匾、志石、汉砖、瓦当之属，闲暇试施以毡椎。志石、汉砖、瓦当之类，取其
平面，易于传拓。砚需取其全形，较难拓取。至于墨，形体小，又易碎，不好施包。墨表面有胶，蘸水即粘，极不易揭纸。成一佳
拓，往往耗费半日工夫。经常拓至夜半凌晨。甚者捯饬彻夜，一拓不成，不肯罢休，数易其纸，不知东方之既白。

传拓

今之拓工，多属
半路出家。拓不一
张半张，基础技能尚
且未之掌握，便想卖
拓挣钱。所用纸墨俱劣，其拓制效
果自然可想而知。更甚者，树脂硅
胶，翻模翻刻，粗制滥造。唯以低价
销售，恶性竞争。甚至于低之又低，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加之买拓者，
多属耳食，于金石拓本之知识一知
半解，只认识价格。遂使赝品当道，
西贝横行。呼吁有识之士，共同抵
制劣品、赝品，
扼其流弊，
倡其正行。
传拓，又称毡蜡、毡椎、椎拓、打
拓，所制曰拓本、打本、蜕本、脱本

等，雅号“黑老虎”。今人呼以拓片，
有轻贱之嫌，盖俗称也。传拓所取
者，
古器物也，
碑志也。凡甲骨刻辞、
彝器款识、碑版铭志，金石、竹木、砖
瓦……皆属此类。吾华夏文明早熟，
审美自有高格。传拓吾华夏文明流
传之古器物，正继承传统，回归吾族
审美。古之拓工，多不能以名传。
至马起凤创全形拓始，拓工之名方
显。六舟，其弟子也，在其法之上，
又有创新。至陈介祺，又有重大突
破。后之周希丁、马子云辈继起，遂
臻完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
技几近失传。今又有后继者接续传
统，
使之重光，
诚可为之欢欣庆幸。

金石拓本多有
题跋，其以文字予以
说明也，或可理解为
翻译。
题跋之第一要义，文辞雅训。欲
题跋，必先组织文辞，于所题之碑版
器物，晓以原委。所谓雅训，盖指取
文 言 文 行 文 ，需 遣 词 妥 帖 ，方 与 古
合。以大白话题古器物拓本，总觉旧
瓶新酒，其相乖也。至于取前人不相
干言论为跋文者，无异于取拓纸练习
毛笔字，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更甚
者取旧拓珍本而妄题，
真暴殄天物。
题跋之第二要义，经营位置。拓
本主题与跋文，主次关系也。未分主
次，草率命笔，必致唐突。需先审视
拓本内容，尽量远离主题，视跋文之
多寡安排位置。字宜小不宜大，切不

可喧宾夺主。至于间隔位置，分布
留白，可量以尺寸，界以格，间隔比
例宜均匀，空间留白宜对称。至于
多人题跋，其先后、上下、左右，揖让
自有规矩，此最能见题者之修养。
尝见民国间四十余名公共题一拓，
其主与宾、先与后之秩序井然，揖让
和谐，温文尔雅，有若事先设计好一
般。看题跋如睹古人之风仪翩翩，
能不折服也夫。
题 跋 之 第 三 要 义 ，书 法 工 谨 。
观前人之题跋，书法多清正隽永，望
之而生恭敬之心。盖古人于金石拓
本心存敬畏，以敬事心对之，自然有
感染力。题跋之字，题字宜用篆籀
书为之，盖显其庄重也。跋字宜用
小楷书为之，因其隽永也。至于八
分 、正 书 ，亦 可 为 题 ，毕 竟 方 正 大

题跋

辽金卧冰求鲤砚全形拓本并跋

方。跋文亦可以小行书为之，取其流美也。视拓本主题，选以
字体，其意在合。自北碑盛行之初，亦金石学大行其道之时。
以碑体书题碑志拓本，愚以为最合。每见时人以所谓草书题
拓，草法既不规范，更无恭敬之心，望之心生畏意。信此辈必
非知拓者，更非同道中人。
丁酉腊月望日于十笥山房（文章为节选）

陆树彰手拓皕宋楼旧藏父乙簋全形拓本

分类
广告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 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缴款人蒋玉琴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交纳诉讼费 2799 元所出

转让

具的票号为 0788497 的《河南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省行政事业收费基金及罚没
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不慎
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

家电维修

结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王亚林初级护士资格证不慎
遗失编号 12200582 声明作废

●河南惠企售电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声明

信用代码：
91410300MA442N

●刚建五金工具商行郭卫平
发票领购簿丢失税号 4128
27198307078020 声明作废

MD84，声明作废。

●河南成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分类
广告
●包装印刷

不慎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四联次遗失（其中包含：
发票
登记联）; 销售单位: 新乡

市腾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税号：91410700698738903E，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工商咨询

发票代码：
141001720076，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公司和资质15517559996
●消毒保健医械批号63910208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86099688
房建◆机电◆消防86099988
电力◆钢构◆防水63830333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发票号码：
01863289，金额

分类
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专业， 广 告
41600 元，特此声明。

●杨勇，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
毕业证书（编号：5128952

00605000302）不慎丢失,声

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明作废。

●河南汇丰广告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

910002176203 账号：
662761

照正本注册号 410300326024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024444（2-2），声明作废。

咨询代理

联、抵扣联、报税联及注册

洛阳商品展示厅遗失营业执

●洛阳市灯具厂组织机构代 444，副本注册号 410300326
码证副本丢失（代码 17107060 024444（1-2），410300326
-1），声明作废。

分类
告
税号：
91320611MA1W85UH5T， 广
●南通润联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10154800002794 开户行：
上
司郑州花园路支行法人：
张
稳当，声明作废。

写字间楼

分类
广告

●金城商务租售15516988986

●郑东新区写字楼50-2万㎡产
业集聚有政策扶持55629056

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出租招租
●商城路城隍庙附近 600㎡临
街门面房出租 13213231257

●经营中生态园出租或合作,
夜市广场招商 15981916376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理疗针灸中医药证66565839

机械物资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求购物资设备
●购压路机平地机18838298539

求职
●私家车，
求职，
13837139328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
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
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
有效法律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