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人介绍：张国维教授，字效
丞，在北京市文博系统工作，主要从
事文物鉴定及金石篆刻， 自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士一
居印存》《金石字汇》《国维印稿》等
书籍。其篆刻作品风格以汉印为宗，
严谨深邃， 古朴大方， 北京奥运会
时，“罗格之印” 即出自其手。 张国
维先生家学渊源， 其祖父张樾丞是
清末著名篆刻家，有“铁笔圣手”之
誉，曾为宣统皇帝制过八枚玺印。新
中国成立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之印”， 即开国大印，也
出自张樾丞之手； 其父张幼丞也是
京城金石治印名家。 近年来， 张国
维先生热心公益，积极努力弘扬传
统文化 ，多次为北京市总工会职
工国学培训班授课，受到职工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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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
于书画鉴赏、审定与收藏的印章；一类
是用于图书典籍收藏的印章。自唐宋以
降， 同一幅书画经过历代收藏家的鉴
藏， 可能在上面钤盖了大量的鉴藏印
章，形成了传承有序的印章系统———印
章，也就成了鉴定书画真赝的一个艺术
元素。

历代书画鉴藏印

最早的书画鉴藏印，据史书记载是
在东晋时期， 但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
最早是在唐代。 唐太宗李世民收藏钟
繇、张芝、王羲之等人的书画作品几百
卷，装帧为卷帙，他请虞世南、褚遂良等
书画家鉴别真伪，然后以“贞观”印钤盖
中缝，作为识别标记。后来还有“贞观”、
“集贤印”、“翰林之印”等，都是皇家鉴
藏印章。

皇帝带头，群臣动手，私人鉴藏印
也大量涌现， 著名者有魏王恭 “龟益
印”，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三藐毋驮”
梵书玉印，虞世南“虞世南”印，褚遂良
“褚氏”印，张彦远“河东张氏”印，等等。

五代及宋，承前启后，鉴藏印更多。
两宋以宋徽宗、宋高宗最为著名，金以
金章宗为最。 宋徽宗赵佶是独创“瘦金
体”的大书法家，花鸟画大家，徽宗朝内
府常见的书画鉴藏印达十余方，有“御
书”葫芦印、“双龙”图印、“内府图书之
印”等七方连用最具特色，每方印都有
固定的位置。 金章宗内府也用此法，用
“秘府”“明昌”等七印连钤。

靖康之难中，金兵攻入东京，掳走
徽、钦二帝，内府图书名迹散失殆尽。南
宋高宗即位后，广泛搜罗，使绍兴内府
的收藏不减宣和，高宗的鉴藏印也有20
多方，以“绍兴”引最为常见。

宋代的私人书画收藏也很发达，苏
简易、苏蓍、苏舜钦、苏泌等一门四代，
均好收藏，流传至今的唐怀素《自叙帖》
上就有“许国后裔”“四代相印”等五方
家藏印。 米芾的自用印有上百方，分好
几个档次， 其中 “辛卯米芾”、“米芾之
印”、“米芾氏印”等六方玉印最上档次。
南宋则以赵令畴、赵与懋、贾似道的鉴
藏印为最著名。 有宋一代，私人书画鉴
藏印已数不胜数，后世更是浩如烟海。

元代元文宗有“天历之宝”“奎章阁
宝”等印。 鲁国大长公主有 “皇姊图
书 ”印，今天常见。 私人有郭天锡 “佑
之”印，赵孟頫“子昂”印，等等。 明代有
“典礼纪察司印”，是内监掌管藏物的
印记 。 私人有文徵明、文彭、文嘉父子
“停云馆”印，项笃寿、项元汴兄弟“天籁
阁”印，等等。

清代乾隆皇帝有在所藏书画上题
款钤印的癖好，鉴藏印数不胜数。 “乾隆
御览之宝”“石渠宝芨”“三希堂精鉴玺”
等八方较常见，收藏于乾清宫、宁寿宫、
养心殿、御书房等不同地点的，还会加
盖那个地方的鉴藏印。他是中国历史上

寿命最长的皇帝，所以还有“古希天子”
“寿”等印章。

清代的私人收藏印，有陈定、梁清
标、孙承泽、曹溶、高士奇、怡亲王永祥、
安岐、缪曰藻、谢希曾、吴荣光、毕泷、毕
沅等人的， 但凡书画上有他们的收藏
印，大都优多于劣。到了近现代，就多到
无法举例了。

印章的书画鉴定功能

宋元以后，一幅书画作品上面少不
了作者的款印、斋馆印和闲章，再就是
历朝历代的鉴藏印。作者的印章多的达
几百方， 鉴藏印章也有它自身的体系，
所以通过印章来鉴定书画， 是一门学
问。 书画鉴定包括艺术鉴定、技术鉴定
和学术鉴定，印章虽小，它的鉴定却涵
盖了这三大方面。

1.文、形、质、色、钤
无论是书画款印还是鉴藏印， 在

印文、 印形、 印质、 印色和钤盖部位
等方面， 各个时代都有一些变化。 印
文从唐宋到元明多为小篆， 但明末和
清代则喜用古篆、 缪篆。 印形一般是
方形、 长方形、 圆形、 椭圆形、 葫芦
形， 宋、 明时代还有奇异形式如钟鼎
形， 到清代又不易见到了。

印质 ， 古有铜 、 牙 、 玉等材质 ，
印文笔画比较凝重、 光滑、 呆板。 元
末明初出现了浙江青田、 福建寿山等
石材软硬适中， 能表现各种刀法， 但
又有所侧重。 不能不说清代 “皖派”、
“浙派” 等印章风格， 与当地所产石材
没有关系。 印质不同会影响到印文笔
画的效果， 能帮助我们识别用不同质
的东西来翻刻伪印了。

印色，唐、五代大都用水印，后来又
有白芨水印和蜜印，使印文走样，模糊
不清。 南宋油印渐多于水印，到元代水
印就绝迹了。 印色以大红为主，兼有带
深红色或带紫色、黄色的。印色可见新、
旧，旧色无火爆气，新的则油光四射，朱
色夺目。 有的作伪者用烧酒浸湿燃火，
有的用印泥和以酱油再钤盖， 可以做
旧。有的书画保存特别好，旧印如新。清
代宫廷多使用“八宝印泥”，印色经久不
褪。根据印色可以帮助我们鉴别书画真
伪，但又要参考别的艺术元素。

印章似乎是比较刻板的东西，但同
一方印章在钤印时却可以出现许多不
同的效果。 因为印泥有干有湿，用力有
轻有重，垫底有厚有薄，纸有光、毛、粗、
细的不同，还有的印章因使用的年头太
久， 出现磨损而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
些都为印章鉴定增加了难度，又提供了
机会。

鉴藏印的钤盖部位是有一定规律
的 ， 手卷大都在本幅前后下方角上 ，
偶有钤在上边角上的。 长卷的接缝处
往往有鉴藏家的骑缝印。 挂轴、 册页
等总钤在本幅左、 右下角或兼及上角、
裱边上的 ， 位置如果不对就有问题 。

像宣和七玺、 乾隆五玺更是有严格的
规格。 还有一些私人收藏家， 也有自
己的钤印习惯，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
鉴别书画的真伪。

2.书画印章的做假方法
主要有三种：一是翻刻，二是臆造，

三是锌版。
翻刻， 就是依照书画上的印文，自

己摹刻一方同样的印章，这是最容易识
破的。 即使翻刻者手段再高，笔法部位
总与原印有异，特别是时轻时重的运刀
技法，要完全仿效十分困难。 而且翻刻
的印章因为要亦步亦趋地模仿，很难气
脉贯通，难现原印神韵。 现在这种作假
手法在高仿赝品中很少见到了。

臆造 ， 就是凭空篆刻一方印章 ，
印文往往是名家的字号或诗句， 使人
无法对比， 给鉴定造成困难。 但只要
对一个时代、 一个作家的印章看熟了，
也容易辨其真伪。 篆刻技法是有发展
过程的， 篆刻家不可能超越时代掌握
某种技法， 而作伪者总是会不自觉地
把自己的技法带出来， 留下蛛丝马迹。
这种作假手法在今天信息化的时代更
难蒙住买家了。

锌版， 是在现代照相技术发明之
后才出现的， 是把印章样本 （如用原
印打下或照相）， 复制在锌版上， 通过
酸溶液腐蚀做出假印。 其特点是不容
易走样， 做得好的很难辨别， 但其破
绽是比较呆板。 同真印对比， 往往能
辨别其中微妙的不同。

3.学术鉴定
一枚印章在一位书画家、收藏家那

里，是在哪个时期才出现，哪个时期用
得多，哪个时期以后就难得一见，这些
都对鉴定大有裨益。以印章来辅助鉴别
书画的真伪和断代， 其作用与款字、题
跋同样重要。 但即使是真印章，也不能
保证该件必为真迹，因为印章既可以为
同时代人窃用，也可以留给后世，所以
不能保险。用印章来断代，也只能断前，
不能断后，这样的例子很多。

历史上丁辅之曾把丁敬、 金农的
印当做收藏章盖在自己的书画上。 天
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 《法若真山水
册》， 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
洞上， 完全不合乎用印格式， 原来是
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 《虚斋名画
续录》 卷三王芑孙在王武花卉册后题
跋中也说， 王武所用的印章， 在他死
后为其曾孙世坤、 从曾孙世泳用在他
们冒充王武的伪作上。 以上都足以说
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一幅书画作品上的收藏印， 往往
有许多方， 有的全真， 有的全伪， 有
的有真有伪， 都要具体分析。 但收藏
印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它可以前代收
藏家的眼光帮助我们坚定对作品确认
的信心， 也可以收藏印确定书画作品
的时代下限， 即使是无款作品也可以
确定它不会晚于收藏者的时代。

“双龙圆印” （北宋徽宗鉴藏印）

乾隆御览之宝 （清乾隆鉴藏印）

天水郡图书印 （元赵孟頫收藏印）

贞观 （唐太宗鉴藏印）

■玺印知识讲座（之四）

□主讲人：张国维

鉴鉴藏藏印印里里学学问问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