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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古琴浅析

郑珉中

    对于传世的宋琴，过去的收藏家有一

种习惯的看法，他们除肯定刻有宋款或刻有

题为宋斫跋语的琴之外，就是把形体扁平而

又发大小蛇腹断纹的琴定为宋物。对于形体
圆厚、髹栗壳色而断纹又起剑锋的宋琴，皆

视为唐琴的野斫。将形体不扁平、髹黑漆、

发短小的牛毛断纹的宋琴，则视为元明之

器。于是把宋琴的视线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

围内，给鉴别、鉴定古琴带来了混乱。这是

长期囿于“唐圆宋扁”、“官琴野斫”之说所

造成的误解。他们相信款字题跋，而不采取

用典型器比较的鉴定方法，故不能明辨是

非。殊不知宋以后元明的制作也有形制扁平

而又发蛇腹断纹的琴。由于对唐宋琴的界线

和宋元明琴的区别分不清楚，因而在传世古

琴中哪些是宋琴，哪些不是宋琴，就出现了

极不一致的看法。

    鉴定宋琴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

方面是受上述传统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也

确因宋琴的风格、大小、工艺与断纹特点上

都存在着差别。故对宋琴特点就不能作出举

一反三的概括，只能凭借传世宋琴中具有典

型特点之器作为依据进行具体分析，或者对

两宋古琴形制特点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认

识。今天在对唐琴的风格特点、发展变化已
经有了明确看法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宋琴的

发展变化，比之以往则大为有利了。今就管

见所及，将宋琴分为北宋、南宋兼及宋斫伪

品三个部分缕叙于后，以供识者参考。

北宋时期古琴的发展

    宋代结束了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国家

统一，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与

文化艺术得以繁荣。古琴音乐在统治阶级的

重视和提倡下，出现了唐代以来的新高潮，

涌现了一批以鼓琴为专业、世代相传的琴

师。擅长弹琴的人发展到各阶层人士之中，

弹琴者的范围扩大，对琴的需求自然也多了

起来，“官琴”、“野斫”就在这种情况下产
生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种艺术、工

艺的兴起和盛衰，都是和当时经济发展情况
与统治阶级的好恶分不开的。古琴在北宋得

到繁荣，就直接与皇帝的爱好有关。据《宋

史》载，宋太宗于至道元年(995年)下令
将七弦琴改为九弦琴。及至徽宗大观四年

(1110年)又采用魏汉津之说，制造了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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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在祭祀、
朝贺时的大乐中，五等琴用了89张之多，

仅七弦琴就有23张。从邓椿的《画继》与
汪石可玉的《珊瑚网画继》的记载中还可知

道，政和间，宫中不仅设有画院、书院，并

且还有琴院。从周密《云烟过眼录》中还可

以知道，宋徽宗嗜琴成癖，搜集古今名琴藏

于“百琴堂”中。而今还可以看见赵佶亲笔

绘制的、十分传神的《听琴图》传世，可见

他对古琴的爱好是与书画相等的。从以上文

献中可以看出，北宋宫廷中对琴的改制、应

用，的确一度出现过畸形的发展，设“官琴
局”造琴，自是有其必要的。

    至于当时的民间，据北宋政和间成王硐

的《琴论》记载：“京师”、“两浙”、“江西”

的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元代吴澄

在《赠琴师李天和序》中说：“浙操兴于宋。

⋯⋯浓丽切促，里耳元不喜。”可知当时浙

操之琴，绝非以后文人士大夫提倡的“轻微

淡远”一类的情调，，而是以优美悦耳之音为

闾里百姓所喜爱，这就说明古琴在北宋时有
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曾昌盛一时。于是，乐

器的需求量增加，“野斫”之琴自然随之而

发展，一些擅长造琴的名家自然相继出现。

如《云烟过眼录》中记载，庆历中的僧智

仁、卫中正，崇宁中的朱仁济、马希亮、马

希仁都是北宋斫琴的大家。在这本书中还记
载了若干流传于当时的唐代名琴，其中一则

说：“李公略(一作公路)收雷威百衲琴，

云和样，内外皆细纹，腹内容三指，内题
‘大宋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

前承旨监杭州瓷窑务赵仁济再补修进入，。，，
可知赵仁济不仅是一位烧瓷的窑官，也是北

宋初年的一位斫琴名手，北宋初的官琴，很

有可能是由他监督制造的。自北宋太祖开宝

兀年至宣和末年(968～1125年)的157年

间就涌现出五六位造琴大师，这也是古琴音
乐兴盛的结果。

    20

二传世的北宋古琴

    在传世的古琴当中，宋代的遗存略多于
唐琴。然欲求有真实可信的腹款、确是出自

名手之作者，亦较为罕见。这是因为在近千

年的岁月问为天灾人祸所毁，故幸存至今者

极少；再者，因历年已久，墨书腹款多已模
糊，甚至消失，已变成一张无款的琴。故今

传世之制作精美、声音佳妙的宋琴，很可能

是出自当时名工巨匠之手，只是不能确定它
是出自谁手而已。就今天的北宋遗存来看，

大体上可分为“官琴”、“野斫”两类和北宋
早晚两期，今据所见所闻，分别陈述于后。

1．北宋早期的“官琴”与仿唐之作

    北宋最早的“官琴”为“虞廷清韵”

(图一)0于1955年夏在上海琴家吴振平先

生斋中所见。琴为伏羲式，桐木斫，黑漆。
琴背现鹿角灰胎，发蛇腹断纹，在长断纹问

现细小牛毛纹。圆形龙池，长圆凤沼，其项

腰上下边际楞角皆为圆楞。从背面看，其形

式风格、断纹特点、池沼规模俨然是一张唐
代制作，惟觉长短宽厚略有过之。池上刻有

行书“虞廷清韵”四字，池下刻行楷一行为

“复古殿”三字，再下刻大印一方，篆九叠

文“御书之宝”四字，池之左右并刻有南宋

周必大的长题。池内刻隶书腹款“开宝戊

辰”四字，书体镌刻皆古穆自然，腹款格式
位置与中唐宫琴“大圣遗音”完全相似。开

宝戊辰为宋太祖赵匡胤建国的第九年。琴为

改元开宝时所造，故名“虞廷清韵”。可惜

这张仅存的、北宋最早的官琴，在流传中重

修时不幸为劣工所毁，琴面及两侧的漆胎断

纹被完全去尽易以新漆，光亮如新，遭到了

极大的破坏。复古殿为南宋临安所建殿堂，
由此可证此琴曾藏南宋禁中。至于此琴的流

传，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刊行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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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琴刊·古琴征访录》所载，“虞廷清韵”当

时在苏州琴人吴兰荪手中，并写明琴的尺寸

为今尺三尺七寸长，广六寸半(122．5 X 22

厘米)，声音洪亮松古。其后为收藏家叶恭

绰所藏，据所著之《遐庵谈艺录》云：该琴

得自吴门，后赠与琴人徐少峰，徐居沪上时

犹夜夜弹之，声音达于户外。如是，则吴振

平得此琴于徐氏可知矣。今吴振平先生已

故．所藏之琴亦已分散，这张最早的北宋

“官琴”不知流落何所了。

    此外，北京曾有一张北宋仿唐宫琴，据

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人员介绍，在50年代

初，琉璃厂琴肆“蕉叶山房”张莲舫售出古

琴一张，为伏羲式。琴的制作风格、漆色断

纹、铭刻印章无一不与原锡宝臣所藏、杨时

百《琴学丛书·藏琴录》中誉为鸿宝的至德

丙申款“大圣遗音”琴相同，而腹款所刻则

是宋代年款。由于声音欠佳，主人乃请张莲

舫为之剖修，修毕声音仍无改变，因不为藏

家所重，乃被该研究所以原值易得，竞以假

古董目之，遂作为礼品赠与来访之某国王后

了。传闻如此，故不知其腹款之具体年代，

但据所述情况分析，它确是一张仿唐宋琴，

并不是什么假古董，犹如宋宣和的“大晟”

钟，它完全是按照出土的春秋宋成公钟仿造

的。以此类推，或者这张宋仿唐琴“大圣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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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可能就是“大晟乐”中的一张“官琴”。

今天这张琴虽然已经飘洋过海流落到外国，

不能再看见了，而锡宝臣旧藏的“大圣遗

音”琴还在，且被民族音乐研究所的许健先

生错误地当作故宫博物院藏品，刊印于所著
之《琴史初编》插图之中，故今日典型犹
在，仍可识其大略。

    传世宋琴中，具有唐琴形制特点之催，

至为稀少，它们虽然极似唐琴，而形体略宽

大于唐斫，徒有蠢笨之象，而无亭匀之美，
与唐琴相同之作，往往音韵欠佳，不堪下

指，非经高手调音重斫，声音是不能有所改

善的子具有唐琴特点的宋代官琴大体如此。

2．北宋早期的“野斫”

    在传世古琴中，可以作为北宋早期典型

器的琴约有两张。其一为四川省博物馆所藏
之“石涧敲冰”，为仿晚唐宫琴“独幽”式

之作，髹黑漆透栗壳色多处，鹿角灰胎，发
小蛇腹断纹，琴面弧度圆厚，通长122．3、

肩宽l9．9、尾宽15厘米，琴背作长方池沼．

池上刻行书“石涧敲冰”四字，池下刻大印

一，篆“玉泉”二字，池内未见腹款，馆藏

登记为元耶律楚材旧藏，未知所据。其“玉

泉”大印与原古物陈列所之热河行宫旧藏长

安元年款“万壑松涛”琴背所刻者相同。此

琴虽然是仿晚唐“独幽”之作，但项与腰之

上下楞角毕具，有宋琴的特点，绝无唐琴做
圆的痕迹。就琴面弧度、髹漆工艺、隐起剑

锋的断纹来看，是为北宋早期出自名手之作
无疑(图二)。

    另一张是“雪夜钟”，为北京琴人姜柏

年先生旧藏，在40年代中期蕉叶山房张莲

舫定为唐琴野斫，以善价售与姜氏。琴为仲

尼式，通身发蛇腹问冰纹断，重修时将断纹
剑锋磨平，黑漆露出，栗壳色漆层，鹿角灰

如繁星，具绚烂古穆之气，且琴弧度极圆

厚，见者咸以唐圆目之。琴通长l24、肩宽
22

19．9、尾宽14、底厚0．9厘米。金徽于重修
时易为蚌徽，原有之大徽痕迹宛然犹在。琴

背作长方池沼，较常琴稍狭，纳音略平未见。

异状，腹中未见款字痕迹。桐材呈浅棕色，

极枯朽，以甲触之可散落如粉末状。池上旧

刻寸许小篆“雪夜钟”三字，修补时被朱漆
填平。琴音雄宏松透而苍古，如钟磬之声．

名实极为相符。琴面漆皮脱落，皆经张莲舫
以八宝灰修补。就其制作工艺、断纹漆色、

时代风格而论，定为北宋早期之作较为近之
(图三)。

    “石涧敲冰”、“雪夜钟”所以被人视为

唐琴的原因前文已述，虽然它们具有出众的
特点，但绝无唐琴所具有的时代风格，也不

同于北宋初年“官琴”的特点，它们通体边

沿皆楞角錾然，显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时代

的新风格，可以视为鉴定北宋“野斫”的两
件典型器。

3．北宋晚期的“官琴”

    北宋晚期的“官琴”今存于世可以作为

典型器者，仅有一张，为宣和御制的“松石

间意”(图四)。琴为上海琴人樊伯炎先生所

藏，通身髹黑漆发细密的牛毛断纹，琴面弧
度不若上述中期“野斫”的圆厚，通长126、

肩宽21．3、尾宽14．8厘米，周身楞角錾齐

与北宋早期“野斫”相同。此琴原系清宫旧

藏，古琴宗师杨时百在1919年刊印的《琴

学随笔》中说：“厂肆有内府所藏宋琴一张，

索价二千金，项与腰皆作凹人半月形，相交

处复作凸出半月形，通体极长大，池沼皆长

方，池内右刻‘宣和二年御制’，左刻‘康

熙庚午王汉章重修’，池外上刻行书三行云：
‘古锦囊韬龙门琴，朱弦久歇霹雳音。安得

伯牙移情手，为余～写山水心。’又小款字

一行云：‘乾隆壬戌御赏并题’。下刻白文圆

章‘见天心’三字，相传为张得天恭代御

笔，甚肖张书。池下刻‘松石问意’八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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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松石间意

字。金徽玉轸足，小冰裂牛毛断纹，漆黑色

中隐隐现红光，韬以极厚大明锦囊，护以退

光漆匣，盖刻‘宋制松石间意大清乾隆辛酉

装’，又小方印‘永宝用之’四字。内以泥

金写八分六行云：  ‘八音之最，弦克当之。

众弦之首，舍琴孰为。静好在御，君子弗

离。爰徵其美，龙门高枝。文以青漆，缀以

朱丝。尺寸中度，下滨上池。徽金轸玉，追

琢是施。虚心静抚，鸿纤合宜。其声清穆，

其德渊懿。昔人有云，调弦而治。匪惟邦

邑，海宇重熙。猗欤休哉，南风之时。’末

刻一‘乾隆御题’印一方。匣两端皆刻‘头
等二十二号’六字，制作之精，装璜之美，

一见而知为天府珍奇，非凡庶所能伪托，惜

音过于洪亮，嚣而不静，仅为收藏家宝玩之

品，特以御制御藏十倍其价于寻常耳。”因

杨氏记述翔实，故尽录于此。
    后来此琴曾出现于上海的“今虞琴社”，

据香港古琴名家蔡德允老人为其师海上名琴

家沈草农先生刊印的《珍霞阁诗草》的癸巳

(1953年)部分，在“寄德允香江代柬之作”
诗中，也反映了这张琴在沪上的经历，其诗

并注云：“帝子当年席上珍，即今流落到淞

滨。居奇未必终无主，且喜随时得暂亲。注
云：宋徽宗松石间意琴，乾隆御用，琴流转

至沪，索值颇昂，尚无受者，暂留琴社时得

一抚。”由此可知松石间意琴自1919年时即
归琉璃厂之蕉叶山房，在张莲舫手中秘藏了

三十余年，已鲜为人知，1952年“五反”运

动后，张氏乃将此琴与另一张月形“韵磬”

琴一起送沪售出，沈诗即书其事也。琴后归
樊伯炎君所得，80年代后期访琴沪上得观

于樊氏斋中。乾隆御题诗见《御制诗文集》

中。锦囊漆匣与清宫所藏者完全相同，益信

杨氏的记述具体准确。由于琴身髹漆十分完
好，未见灰胎隋形，仅一护轸略有伤残，漆

下露白色灰胎。

    按白色灰胎，常见于明清之器，略一受
潮即易成片浮起脱落，历千年不坏之琴皆系

鹿角灰胎。此琴护轸所露灰胎似应是修补时

所为。自这张通身发牛毛断纹的宋琴再次出

现之后，为鉴琴家开拓了视野，对宋琴不致

于再斤斤于大小蛇腹纹、而将牛毛断纹视为
明琴的特色了。    。

4．北宋晚期的“野斫”

    传世北宋晚期之琴中，属于“野斫”

者，约有三种类型，可供鉴家参考。

    (1)琴为扬州已故广陵派琴家胡滋甫先
生所藏之北宋斫琴名家马希仁所制者。琴为

仲尼式，未题名，因重髹入窨稍久，黑漆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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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黄色，琴面弧度亦稍圆厚，但略逊于早期

之“雪夜钟”琴，灰胎未露，通身发小蛇腹

断纹，琴背近池沼处为冰纹断，有剑锋，古

意盎然。琴通长121．3、肩宽20．4、尾宽
14．8厘米，长方池沼，金黄桐木斫，纹理细

密而直，纳音无异状，池内左侧有寸许楷书

款一行，为“大宋马希仁制”六字，其造型

特点是项之斜度较大，腰亦较为深入，有晚

唐仲尼式琴遗风，背面琴项边沿楞角亦加工

作圆，而腰之边际楞角錾然，与其它宋琴无
异。琴音松透响亮，走音圆润而长，是传世

宋琴中的上品，江南琴坛重器，北宋后期的

标准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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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霹雳式琴

    (2)山东省博物馆所藏“霹雳式”琴

(图五)，杉木斫，池沼间表以桐，鹿角灰

胎，葛布地，髹黑间栗壳色漆，乃照雷琴的

方法制作，发冰纹牛毛断，近尾处有蛇腹间

牛毛断纹，额上漆胎脱落，葛布地裸露飘浮

于承露之前。琴通长122、肩宽22、尾宽
15．6厘米，其弧度略具宽圆之象，琴背圆形

池沼，未有铭刻。腹内纳音左右刻径寸楷书

款字填以朱色，文为“和平元年”、“魏元英

造”。刻工刀El顽钝，显然系劣工之伪作。

按此琴之项为凹人两半月形，腰于两半月形

相交处复作凸出半月形，琴书图式称“霹雳

式”，为唐柳子厚题超道人所作，乃晚唐以

前所未有者。而伪款之作者误将其认为是
“凤势式”，故有魏和平元年之失。然就此琴

之制作工艺特点来看，它确是北宋继承唐代

雷氏琴传统之制作，琴面弧度似“松石间

意”，而宽度略有过之，故可以作为北宋琴

的一件标准器。

    (3)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混沌材”

琴(图六)，伶官式，形扁平，与《五知斋

琴谱》所列“古云宋扁”之宋毛敏仲“昭
美”琴式相同，为杉木斫，弧度较浅，略有

扁圆一半之象，髹黑问栗壳色漆，鹿角杂松

石宝砂灰胎，发冰纹问牛毛断纹，通长

123．5、肩宽19．2、尾宽14、底厚1厘米，

蚌徽。琴背作长方池沼，轸池下刻寸许楷书

“混沌材”三字，其下刻行书铭文五行，款

字一行，文为“羲皇人已杳，留此混沌材。

想是初开辟，声音妙化裁。顽然一太璞，解

愠阜民材。不凿庄生窍，古风尚在哉。会稽
黄镇仲安跋于皖江。”池右刻行书“晋制宋

修”，左刻“一翁”，其下刻小方印，篆“夏

伯子”三字。池内纳音微隆起，左侧刻古篆
“刘安世造”四字，右刻楷书“毛仲翁修”

四字。发音清实而扁，但饶有古韵。形制扁

平，却颇为浑朴。通身绿孔雀石与黄鹿角灰
粒粒隐现于栗壳色漆冰纹断裂之间，色彩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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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琨沌材

丽，古趣盎然，为传世古琴中罕见之奇品。

琴背铭刻虽晚，而腹款则古，且是所谓宋扁

古琴最早的一个例证。这张琴虽形制扁薄，

而琴面弦外部分尚微具圆弧形，略存肥厚之

感。因此，项与腰的边沿楞角亦皆作为圆

楞，这个特点正是北宋晚期的斫琴家犹效法
唐琴风格的具体例证。按黄镇为清代康熙年

问著名古琴家之一，曾为《五知斋琴谱》撰

写序文，足见其声望之高。刘安世有二，其

一为晋人，另一为北宋时人，从学于司马

光，徽宗朝知真定府为蔡京所忌谪陕州。混

沌材应是此人所制。毛仲翁为宋代古琴家，

亦见《五知斋琴谱》。
    混沌材在民国初年是北京琴坛的一张有

名古琴，当时归诗梦斋女弟子白达斋所藏。

白氏弥留之际将此琴赠与其女友骆氏，事见
汪盂舒先生《春雷琴室图卷》孙宋若女士代

骆氏书题跋之中。骆氏与山东琴家、佛弟子
夏溥斋莲居氏相邻，此琴得常出人夏氏斋

中。50年前俪松居主人借琴至家中，因得

赏玩终日，并倩名拓手崔玉棠氏精心毡拓琴
背全形及铭文两张，各得其一，以供赏玩。

骆氏故后，琴归夏氏所有，乃加刻一翁题识

于池旁。按《五知斋琴谱》琴式图中“云

泉”琴与“}昆沌材”之造型相似，而云泉琴

定为“晋刘安世作”，夏氏从之故有此题，
可惜夏氏忽略了其后面所列琴式中完全相同

的宋毛敏仲“昭美”式琴，更无视其名下所

注“古云宋扁”之说，竞将一张“宋扁”的

标准器错误地定为晋琴了。
    《琴苑要录》成书于北宋中期，书中的

琴色样法一节中，讲述了当时的古琴尺度不
一的问题，它说：“世本日：伏羲制琴，长

三尺六寸六分，象暮数也。近代所效古制微

短，其声促而细。面厚肚窄，其声低而窒。

面薄肚宽，其声高而虚鸣。然琴本无声之

乐，务存细紧。近代之人不稽于古，加其长

阔，矫欲高鸣，失其琴音。”说明北宋民间
野斫之琴为了追求音响效果，既作了短于三

尺六寸六分的琴，也作出了宽大逾于古制

者，这就是北宋作琴尺度不同的缘由所在。

    “唐圆宋扁”的说法始于何时，至今尚

未见有明确的记载与论述。从现有的琴书来

看，这种提法，不过是明末及清人才写在琴

谱中的。之所以提出这种说法，应该是他们

根据所见传世唐宋古琴的具体特点加以总结
写上去的。明崇祯七年的《古音正宗》与清

康熙年间的《德音堂琴谱·琴式》说明中才

明确地写上了这个说法，都是在唐雷威“万

壑松”琴式旁写了句“古云唐圆”。在宋毛

敏仲“昭美”琴式之旁写上了“古云宋扁”，
可见这两句话确是由目击而来的。雷威“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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壑松”今天已经看不见了，但还有盛唐雷威

制的“九霄环佩”和“春雷”琴，可以说是

唐圆特点的典型琴犹在，可证明其说的正

确。毛敏仲的昭美琴今天也不存在了，幸有
这张“}昆沌材”可证明其说。“混沌材”的

存在，说明扁琴与“八宝灰”产生的具体年

代，还可以知道它的弓面是从中唐琴蜕变而
来的一种新的风格，而且扁琴并不能概括宋

代古琴形制的全貌。

三南宋时期古琴发展的概况

    靖康之后，宋室迁都临安，虽然偏安，

而江南经济并未遭受破坏。随着政治中心的

迁徙，文化艺术的中心随之南移。江南的古
琴音乐，在北宋时浙派就以浓丽悦耳为间巷

之民所欣赏，及至南宋，古琴音乐更加兴

盛。据吴自牧《梦粱录》所述，临安的节日
景象是“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执笙簧琴

瑟，最可人听”。“其官私妓女⋯⋯或捧龙阮

琴瑟”等等。可见南宋时的七弦琴已经突破
了宫廷雅乐和文人士大夫的垄断，而出现于

民间小乐队的合奏与妓女贿酒的场合，其应

用范围之广，弦歌之盛，可以说无过于此

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本来供个人欣

赏，用于修身养性的琴，至此在制作上自然
会有继续改善的需要，进而探索扩大音量的

方法。因此，南宋时又涌现了一批斫琴名

家，在制琴上进行了种种努力。如《云烟过

眼录》说：“金渊，汴人。金公路所谓金道

者，琴薄而轻，绍兴初人。陈亨道，高宗

朝，琴厚而近古。”“严樽、马大夫、梅四官
人、龚老、林呆”都是一时之彦。他们各有

师承，所作自然各有不同，甚至在形制上发

生变化。南宋赵希鹄在其《洞天清录集·古

琴辨》中说：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样，

⋯⋯而夫子、列子样亦皆垂肩而阔，非若今

耸而狭也。”据以上所述，可知南宋琴是存
    26

在着轻重厚薄、宽窄长短之异的。

    然而南宋之琴，自应有北宋江南地区斫

琴的历史传统，从这个角度分析，南宋之琴
既有不同于北宋之时代特点，又必然有确守

风格、变化甚微的一面。所以今天企图将两

宋的琴完全划分清楚，概括出各自不同的特

点，就目前所见遗存的情况来说是比较困难
的。但是通过对近年来考古发掘品及有可靠

的腹款之器加以比较研究，结合用文献记载
考证，今天识别一些南宋古琴的特点还是有

可能的。

四传世的南宋古琴

1．南宋的“官琴”

    南宋建都临安之后，作为一代封建王朝

的礼乐制度，当然不能废弛，“官琴野斫”
之琴自然同时存在。然而传世南宋琴中，尚

未见有如“开宝戊辰”相类腹款的制作，也

未见有南宋款仿照唐代宫琴的琴，但就琴的

形制特点及其铭文内容来看，确有一类琴颇

似南宋宫廷乐队所用之器，犹如宣和大晟乐
所用者，如山东的“南风”琴，北京的“鸣

凤”琴可能就是南宋王朝所造的这种官琴。

    南风琴为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琴之项与

腰皆作内收连弧纹四，出圆峰三，为异形连

珠式，琴面作弓形。弧度较宽扁，杉木斫，

腹中纳音微隆起，以6．6厘米许之方桐木片
错综镶贴而成，为通常所称之假百衲琴。髹

黑漆透栗壳色多处，发蛇腹间牛毛断纹，剥

落处露鹿角灰漆胎，漆胎脱落处可见木胚上

有黄色如豆点之鹿角灰漆，成串成行，井然

有序，可见其髹灰胎之法如此。琴通长

127．3、肩宽21．8、尾宽16．5、底厚1．2厘

米。池沼均为扁圆连弧形，池上漆胎脱落处

露葛布地。琴背池上方刻约二寸草书“南

风”二字，池之两旁刻径寸隶书铭文四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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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南风

六字，“天圆地方，龙凤翱翔。南风一曲，

物阜民康”。池下方刻约三寸许大印一方，
篆“御书之宝”四字，池内有腹款两行为

“延裙元年山阴道士造”寸许楷书九字，刻

后填朱色极鲜明且深浅不一，刻工呆板而刀

15顽钝，十分明显为晚近的伪刻，且琴经剖

腹，两侧均系新漆无断纹。其铭刻从书法角

度看，“南风”二字笔划痴拙，缺乏精神气

势，十六字隶书，笔划细瘦而缺少法则，为

仅就笔划草草刻成者，大印篆文断缺了不应
断的笔划。刻工的水平不高，但刀口圆熟，

字在漆下，先于断纹，说明文字刻成于制成

之初。然而就其整体而论，全部镌刻极似由

图 八 鸣 凤

另一琴上铭刻翻下来的。由于原刻笔划已部

分为漆所掩，仅就拓本所存痕迹依样葫芦为

之，故文字有形神俱失之弊，印文有不合理

的断笔情形。然而此琴的形制风格、制作工

艺、漆质断纹，皆具有宋琴的特点，其雄厚

古朴的气象与“物阜民康”的气派，自然与
野斫的情趣不同了(图七)。

    鸣凤琴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

藏，琴之项与腰作内收四连弧出三峰，为异

形连珠式，琴面弓形，弧度宽扁，桐木斫，

色微黄而质松古，纳音微隆无异状，通身原

为黑漆多已褪去，遍露栗壳色漆与朱漆修

补，原为较薄的鹿角灰胎，底有八宝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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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宋均窑月白瓷徽，通体发大小蛇腹问牛

毛与冰纹断，底面断纹尤不规整(图八)。

琴通长126．5、肩宽22．7、尾宽16、底厚1

厘米。池沼均为扁圆三连弧形。琴背池上方

刻约二寸楷书“鸣凤”二字，池之两旁刻行
书铭文四句十六字，“朝阳既升，巢凤有声。

朱丝一奏，天下文明”。池下方刻约三寸许
外圆内方印，作双钩小篆“中和之气”四

字。腹内未见款字。此琴原为北京旧家之

物，民国初年为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所得。

宋均瓷徽、琴背之八宝灰修补，皆管氏所

为。后因故将此琴与山东琴家之落霞式唐款

“凤鸣岐”进行交换，后将“凤鸣岐”更名

“清英”，事见清英琴背管氏铭刻。50年代复
经管氏寻求，为音乐研究所购得。按此琴背

面铭刻刀法拘谨，笔划纤弱，神韵殊有欠

缺，摹仿的痕迹十分明显。据香港琴人介

绍，香港琴人卢家炳氏亦藏有宋琴“鸣凤”

一张，形制风格、铭文书体无一不与这张
“鸣凤”完全相同，而铭刻精美，俱系旧刻，
且有南宋“绍兴”腹款。

    南风与鸣凤两琴本来是各不相干的两张

传世的南宋古琴，所用的琴材也不一样。然

而将两琴放在一起加以对比，经过思索，再

与文献相联系之后，就会感觉它们之间似乎
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好象是为着同一目的

之制作。这个想法是由以下几方面形成的。

第一，两琴的项、腰均作四连弧之变体连珠
式，其起止位置相同，三连弧式之池沼相

同。第二，两琴的长度与宽度大小相似。第

三，两琴髹漆工艺、灰胎漆色亦相仿佛。第

四，两琴题名与铭文俱有皇家气派，且皆有

摹刻痕迹，虽有时代先后，却说明当年制作

如此相类之琴绝不止是这两三张而已。今结

合北宋大晟乐大量使用五等琴的情况，与

《格古要论》记载宋时置官琴局，制琴俱有

定式、长短大小如一之说来看，南风、鸣风
似应都是南宋官琴了。
    28

2．传世的南宋：‘野斫”

    在传世的南宋古琴中，具有典型特点的

野斫，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形体较为厚重

的；二是沿用前代传统形制而较为轻薄的：

三是在原来形制上有所发展的。此三者基本

概括了南宋前后期野斫的风格特点，今结合
所见分别叙述于下：

    (1)南宋早期形体厚重之作

    此式在传世古琴中仅见一例，即故宫博
物院所藏，原天津古琴家宋兆英先生的故物

“万壑松”(图九)。琴为仲尼式，桐木斫，

弧度圆厚，髹黑漆现一丛丛的朱红细点，鹿

图九万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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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珍珠母灰胎，通身发不规则的蛇腹与牛

毛断纹，金徽。由于使用年久，六七弦一徽

上下已指磨出坑。琴通长128．5、肩宽22．2、

尾宽l4．5、底厚1．7厘米。琴背作长方形龙

池凤沼，龙池内琴面可见凹凸不平状，起伏
约一厘米许，是为择古桐木所斫之证。池内

未见款字痕迹，发音松古苍韵，具金石声，

琴背项间漆上旧刻寸许楷书“万壑松”三

字，笔划凝重，结体严整，极似明人手笔。
池之两侧有宋氏题旬日：“九德兼全胜磬钟，

古香古色更雍容。世间尽有同名器，认尔当

年万壑松。”款题“淅津蒙叟题藏，时年七

十有七”，下刻“宋兆芙印”、“镜涵”二篆

文小印。其后刻“天峰居士书镌，时年六十
有六”，下刻篆文“朱”、“宝成”二小印。

题识之外，左侧刻“岁在丙申夏历正月初六

日”，右侧刻“孔子降生二千五百零七年”。

按唐雷威制“万壑松”为宣和殿百琴堂之故

物，见元周密《云烟过眼录》，宋诗表明此
琴为雷氏斫，即周密书中所著录者。其实不

然，因为这张琴绝无唐琴具有的风格特点，

却与宋琴的制作相同，此其一。据文献所

记，选旧桐材制琴始于五代而为后世法。此

琴为旧材所制，此其二。所见北宋以前古琴
的漆胎皆为纯鹿角霜和漆而成，而此琴为鹿

角霜与珍珠母之}昆合物，非北宋以前之法，

此其三。黑漆中现一丛丛的朱砂斑点，亦为

北宋以前古琴所无，此其四。该琴之额宽逾

北宋前古琴之制作，独与清官旧藏、今存台

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广窑瓷制的“修身理
性”琴之琴额的特点相同，故知其为南宋之

所作。由于琴面圆厚与上述陈亨道“琴厚而

近古”之说相合，虽不能肯定它就是陈亨道

所制，但把它定为陈亨道一派的南宋之作还

是比较近似的。
    (2)南宋早期体薄而轻的琴

    在传世古琴中比较典型的琴有三，其形

制尺度略异。第一张为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

的南宋“玉壶冰”琴，递钟式，髹朱漆，发

蛇腹间冰纹断，鹿角灰胎。琴为无角圆头，
直项垂肩至三徽，腰作小型内收半月形，当

九十徽之间，琴面弧度较平，侧面亦较薄。

蚌徽，通长123．9、肩宽22、尾宽15．1、底

厚1．4厘米。琴背作长方池沼，池内未发现

字迹。据该馆工作人员称，池内有金远制

款。池上刻寸许草书“玉壶冰”三字，其下
刻篆文“绍兴”二字双连印一。铭刻均在漆

下．为旧刻无疑。此琴犹似北宋琴，而面较

平，有薄而轻的特点，“绍兴”小印是完全

可信的(图十)。
    第二张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玉壶冰”，

图十玉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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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玉壶冰

琴为仲尼式，通长ll9．1、肩宽19．3、尾宽

13．3、底厚1．1厘米。髹黑色光漆，鹿角灰

胎，通身发小蛇腹间流水断纹，部分间细牛

毛断纹。金徽。龙池凤沼皆作长方形。桐木

斫，纹直而坚，色金黄涂黑色于其上，纳音

微隆起，额下自轸池向上作斜出状。琴背池

上方刻寸许篆书“玉壶冰”三字，龙池内有

朱漆径寸楷书腹款两行，左为“宋绍兴二

年”，右为“公路金远制”十字。发音松透

响亮，饶有古韵。琴面弧度为较平的弓形，

与《云烟过眼录》所记“琴薄而轻”的特点

相合，额下减薄作斜出状乃仿效唐琴的做

法，其制作工艺精美。原系清宫旧藏，为传

    30

世南宋琴中金远的标准器(图十一)。

    第三张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玲珑玉”．

为清宫旧物，其造型较为少见，似仲尼式而

异趣，方额去其两角，肩亦作圆角，项略

直，万历刊《琴书大全》定为列子式，为明

潞王琴“中和”式前身。通身髹黑漆，鹿角

灰胎，发牛毛间蛇腹断纹，金徽。一徽左右
六七弦下因久经使用指磨出沟。琴背长形圆

头连弧状池沼。琴为桐木斫，纳音微隆起，

未见腹款，池上刻寸许行书“玲珑玉”三

字。池左右各刻行书铭文二句，“峄阳之桐，

空桑之材。风鸣秋月，鹤舞瑶台”十六字。

池下刻行书“复古殿”三字，再下刻二寸左
右大方印，篆九叠文“御书之宝”。铭刻均

系旧刻并填以金漆。琴通长ll9、肩宽19、

尾宽l2．7、底厚1厘米。琴面弧度较平，亦

有薄而轻的特点(图版一)。

    这三张琴显然并非皆是金公路的制作，
而风格特点却有着相似之处，这既可能是一

派作家的共同风格，也可能是同一时代的风
尚如此。

    (3)南宋后期新风格的琴

    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官遗存的“海月

清辉”琴最为典型。琴为仲尼式，髹栗壳色

漆，鹿角灰胎，发参差连续的水波形断纹。

金徽。琴面较平，通长ll7．5、肩宽18、尾

宽12．5、底厚1厘米。琴背作长方池沼，琴
面为桐木斫，纳音微隆起，未见腹款，池上

方刻寸许隶书“海月清辉”四字，填以石

青，其下刻约二寸阔边方印，篆“乾隆御府

珍玩”六字，池旁至足之上刻梁诗正、励宗

万、陈邦彦、董邦达、汪由敦、张若霭、裘

日修七人的各体小字铭旬并填以各种颜色。

这张琴的形制特点与上述南宋赵希鹄《洞天

清录集》所述“耸而狭”的特点相合。赵氏

前文中所谓“夫子样”即仲尼式。所谓“垂

肩而阔”，是指项较长，肩自三徽始距琴首

远且宽，肩宽则琴面自宽。“非若今耸而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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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海月清辉

也”。耸，指项短，肩距琴首较近，约自一

徽许始。狭，即肩较狭窄，是说琴肩高耸且

窄。赵希鹊在其书的《古今石刻辨》一章中

有“嘉熙四年(1240年)自岭右回至宜春”

一语，可知《洞天清录集》成书于理宗朝时

期，或者更晚，则所谓的“今”即南宋后

期，离其覆亡已为期不远了。如是，说“海

月清辉”琴的形制特点是南宋后期新兴的仲

尼式琴的特点就无庸置疑了(图十二)。

    “海月清辉”与“玉壶冰”虽然都是仲

尼式琴，但放在一起看，两者形制上的变化

非常明显，可知南宋薄而轻之琴有如此变

化。

五宋琴伪品的出现

    伪造文物之事，唐代已有法书的赝品，
但未闻有伪造其它器物的记载。而造作唐琴

的伪品，从文献与实物看，实肇始于宋代的

好古之风。自北宋中期以后，皇帝和士大夫
之间收集与鉴赏古代金石书画的趣味兴盛之

后，进而兼及唐代名琴。其中最为代表的人

物，莫过于徽宗皇帝赵佶和身居龙图阁直学

士的欧阳修了。宋徽宗不仅编了《宣和博古

图》与《宣和书画谱》，著录了当时皇家的
珍藏，而且还有宣和殿“百琴堂”之设，尽

纳唐代名琴于其中。欧阳修不仅著有《集古

录》、《六一题跋》，而且还撰写了他珍藏唐
琴的《三琴记》。这证明他们好古，并把唐

琴也纳入鉴藏之列。由于他们的提倡爱好，

一时士大夫中也有人相继对西蜀雷氏之琴非
常重视，在他们的著述文章中，往往记录了

所见所闻，其欣慕之情溢于楮墨之间。他们

的这些文字，为后人研究唐琴、雷琴提供了

宝贵资料。今天从《三琴记》中可以知道，
唐琴在北宋时已不可多得，而当时的上层士

大夫对唐琴、雷琴十分欣慕。物以罕而见珍

是古今的常理，唐琴传世者寡而求之者众，

赝鼎亦可获得高利，这恐怕就是北宋伪造唐
代名家之琴的原因所在。按文献中涉及伪造

唐代名琴最早的记载是岳珂的《裎史》，在

记述“冰清”琴的故事时，岳珂说：“嘉定

庚午(1210年)余在中都燕李奉宁座上，客

有叶知几者官天府与焉。叶以博物知音自
名。前旬日，有一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

之，其名日‘冰清’，断纹鳞皴，制作奇崛，

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晋陵子

题铭日：‘卓哉斯器，乐惟至正。音清韵高，

月苦风劲。碟馀神爽，泛绝几静。雪夜敲
冰，霜天击磬。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

审之，岂独知政。’又书‘大历三年三月三
    31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总第86期
————————————————————————————————————————————————————————————

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凤沼内书‘贞元十

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李以质于叶，
叶一见色动，掀髯咤叹以为至宝。客有忆诵

《渑水燕谈》中有是名者，取而阅之，铭文

岁月皆吻合，良是。叶益自信不诬，起附耳

谓主人日：某行天下未之前觌，虽厚值不可

失也。李敬受教，一偿百万钱，鬻者撑拒不

肯日：吾祖父世宝此，将贡之上方，大蜡某

人固许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顾信叶
语绝欲得之，门下客为平章莫能定。余觉叶

意知其为赝，旁座不平，慢起周视，读沼中

字皆‘历历可数，因得其失，乃以袖覆琴面而

问叶日：琴之嫩恶余姑谓弗知，敢问贞元何
代也?叶笑未应，座人日：是故唐德宗，何

以问为?余日：诚然，琴何以为唐物?众哗

起致请，乃指沼字示之日：元字上一字在本

朝为昭陵讳，沼中书贞从卜从贝是矣，而贝

字缺其旁点，为字不成，盖今文书令也，唐
何自知之。贞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

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徒取燕谈以实

其说，不知阙文之孰于用而忘益之，且沼深

不可措笔，盖修琴时必剖而两，因题其上，

字固可识，又何疑焉。众犹争取视，见它字

皆焕明，实无旁点，乃大骇。李更衣自内
出，或以白之，抵掌笑。叶惭日：是犹佳

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强薄酬，
顿损其十之九得焉。鬻琴者虽怒而无以辞

也。它日遇诸途，瓶而过之。今都人多售赝

物，人或赞嫩，随辄取赢焉，或徒取龙断者
之称誉以为近厚。此与攫昼何异，盖真敝风

也。”《裎史》此则及宋人对唐雷琴的记述，
足见当时士大夫对唐琴的追求和欣慕，从而

掀起了作伪之风。古语说：“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的确是产生作伪弊风的根本所在。

六传世与出土的宋制伪品

在传世古琴中，除了那些由收藏者各自
32

赋之以唐琴、雷琴之美称者外，某些在腹

款、铭刻题记中表明是唐代雷氏所造的琴．

其中确有两宋所伪作。更有甚者，南宋伪造

北宋名家手制的赝品亦见于传世古琴中，且
鱼目混珠而被人当作真鼎深信不疑。

1．北宋作唐雷霄款“松风清节”琴

    此琴是吉林省博物馆的藏琴，原系民国

初年北京琴坛的名器之一，当时为大兴冯恕

所藏，因其子大生学琴于名琴师黄勉之之

门，“松风清节”遂为琴人所称道，且对其
雷霄腹款咸深信不疑。冯恕死，该琴于1948

年出现于北京琉璃厂文物店中，适沪上琴家

今虞琴社社长查阜西先生来京会友，得见此

琴于张莲舫之蕉叶山房，“爱不忍释”，许以

重金易之，将行，敦促北京琴学社玉成其

事，因时局变化而未果，遂为藏琴家所得。
时北京大学举办漆器展览，因史树青先生而

得借“松风清节”陈列数月。60年代初，中

州张伯驹先生主持吉林省博物馆工作，设法

得去人藏该馆。琴为仲尼式，桐木斫之百衲

琴，髹栗壳间朱红漆，鹿角灰胎，发蛇腹间

冰纹断，弧面作弓形，较为圆厚，底亦略作
圆弧状，通长ll6．4、肩宽18．4、尾宽13厘

米，肩自三徽始具垂肩而阔之象。池沼作长

方形，池上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节”四

字，池内刻寸许六方龟背形百衲纹片，填之

以漆灰，纳音较平，其左右刻寸许楷书腹

款：“大唐贞观五年雷击良材，雷霄监制百
衲”一十六字。发音松古清脆兼而有之，无

论漆色断纹，音响效果，均在上品之列。据
《陈拙琴书》载唐明皇诏雷俨充斫琴待诏一

事之后，还说：  “龙池内题雷震或雷霄者，

岂其伯仲乎”，可知西蜀雷氏造琴实自盛唐

始，则贞观五年之款显系伪作，且琴之形制

风格毫无唐代雷琴特点，却有着北宋琴新兴

的风格。腹内刻款刀口利落，字之内外木色

一致，一望而知是斫成之初原有的刻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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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于北宋中期的《琴苑要录》中有“近代效

古制微短”之说，所谓古，自是指宋代以
前，今“松风清节”通长为ll6．4厘米，恰

比唐琴的l20～124厘米长微短。其髹漆工

艺，断纹现象又与宋琴相合，其为北宋中期

所造的一件唐琴伪品，自是昭然若揭了(图
十三)。

2．南宋造雷威款“天风海涛”琴

    此琴是山东省博物馆所藏之发掘品，是

数百年来唯一的一件出土的七弦琴(图十

四)。60年代后期于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所
出。琴为仲尼式，黑漆，蛇腹断纹，通长

图十三松风清节

121、宽l9．5厘米，当时琴面犹完好，边沿

有少许部分漆胎脱落。琴背作长方池沼，由

龙池下口向内塌陷，形成偏一侧的裂纹一

道，通过凤沼直达尾际。池上刻篆书“天风
海涛”，腹内有墨书款两行，“圣宋隆兴甲申

口口，大唐雷威亲斫”十四字。这张琴由于

未能作脱水处理惧其于后变形，乃密封收

藏，故未能见到实物。因此，对其木质、灰
胎特点、款字大小及尾宽底厚均未知晓。然

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集》中刊有

该琴的清晰图像，可知庐山面目。再从埋藏
地下近600年，出土后琴面无显著变化的情

形来看，可以断定琴面系桐木所制。底板破

裂内陷及裂痕斜向，有可能系杉梓之类所

作。琴久经埋藏，而底面漆灰胎未有成片脱

落情形，显然是用鹿角生漆调和而成，不
然，它就不可能保持到今天的形状。至于这

张琴的风格，毫无唐雷琴的特点，却与南宋
“玉壶冰”的弓面特点相似。再则，其龙池

长逾古制，上口沿接近肩部，而双足当九徽

正，皆北宋琴所未有，而是南宋中期隆兴间
“野斫”出现的特点。腹款中“雷威亲斫”

更暴露了作伪的口吻，其为南宋伪作的雷琴
是显而易见的。初出土时曾定唐雷氏琴，发

表在《文物》月刊，后经识者指出，在上述

出土文物集中作了更正。

3．南宋伪作的北宋马希仁款琴

    此琴为沪上琴家所藏，数年前在上海音

乐学院林友仁教授琴房中获观。琴为仲尼

式，黑漆，面上发蛇腹、冰纹、细纹及牛毛

断纹，琴背发一色的小蛇腹断纹。通长

124．3、肩宽19．2、尾宽13．2、底厚0．8厘

米，肩白三徽始，项与腰转角处较深，琴弧

度呈扁平状，金徽。琴背作长方池沼，内视
见金黄色桐木，纹理条直，纳音微隆起无异

状，就其形制、工艺、断纹而论，应是一张

南宋佳作。但其腹内刻行楷款两行，左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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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五年马希仁制呈”，右为“希文范老先

生清鉴”，前十一字填以朱色，后六字填以

石青色，刻工上色均极细致。琴之底板白轸

池下沿分为上下两块，额下护轸间断纹为上

下向，是用横木相接之证。轸池下刻草书琴

名“中口(天)真味”四字，旁款为“文彦

博书”。其下刻隶书六行为“琴乃雅乐，先

圣所作。养性怡情，寓吾天和。于以铭之，

寿世长乐。”款为楷体“文彦博书”四字。
池旁刻行书五行j“元祜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文正公之孙以遗琴示轼，公有赞，文潞公书

首，公不复见，得其理言遗事皆当记录宝

藏，况寿世家珍乎!三复太息以想见公之大
略云。”款一行为“眉阳苏轼”。池下草书四

行为“先生胸口造化，学究渊源。大观丁亥

春正月，黄庭坚题。”足间刻一小印，篆
“子孙世保”四字。沼旁左刻行书“桐江吴

哲、钱塘吴说获观”。右刻“至元五年己卯

四月十一Et揭侯斯拜观”。沼下横刻行书五

行“正德丙子九月，王守仁拜观于借山亭”。

再F刻小印，篆“希世之宝”四字。琴名之
旁还刻有双龙章，篆“宝范琴室”四字。

    北宋斫琴名家马希仁之作，以胡滋甫氏

所遗者为标准器，这在北宋晚期“野斫”一

节中作过叙述。今将天圣款琴与胡氏之马琴

相比较，两者在形制上并无相同之处，虽未

见天圣款琴有剖腹痕迹，而腹款之体裁极为

图十四天风海涛

特殊，在当时社会马希仁对范仲淹作这种称
呼也是很难想象的。至于腹款填色，除此琴

外，仅见山东省博物馆藏琴中有两件，其一

为霹雳式琴，款刻“和平元年魏元英造”：

其二为“南风”琴，款刻“延梧元年山阴道

士造”，在前节中已有叙述。皆系后刻伪款。

填之以朱。此外，尚未见有刻款填色者。据

《云烟过眼录》称，马希仁为崇宁间人，而

“中天真味”之款为天圣五年(1027年)，崇

宁元年为ll02年，相距75年，若马希仁27

岁即斫此琴，则马希仁应生于咸平四年

(1001年)，到崇宁元年已经101岁，看来是

不可能的。再者，琴背的宋元明名家的题

识，均刻于重漆后拴路之上，仔细看去，镌

刻的时间、刀法相同，即此已知其为伪作
了。

    这张琴如果确无重新剖腹后刻款的痕

迹，那么它是不是马琴的赝品呢?回答是肯

定的。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是

科学的真理。用典型对比的方法，已经证明

这张“范琴”不是北宋之作，而是一张南宋

的作品。南宋去北宋不远，如何能伪造赝品

欺世?这个回答也是肯定的。如南宋曹之格

所刻的《宝晋斋法帖》，在北宋米芾法书中，

就收进了若干伪品。按说曹氏刻帖时，去米

芾仅百余年，米书作品既多，名声又大且为

当时人所熟知，曹之格何致于真伪迷乱，竟



    古代工艺

将米字的伪品刻入帖中?然而他确是将文风

书风极庸俗拙劣的伪品收了进去，如《鹧鸪

夭》、《诉衷情》词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证。
据《宣和书谱》说：米书在北宋时已是“寸

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米书在当时

既然具有经济价值而为人们所珍重，那么，
出现伪作米书赝品以牟取蝇利之事也就不足

为怪了。马希仁是北宋鼎鼎有名的斫琴家，

所斫之琴的经济价值无疑要高于他人，南宋

时出现赝品，岂不是与《宝晋斋法帖》中出

现赝品米字是完全相同的道理吗?
    古琴出现赝品始于北宋，开创了后世弊

风的先河，而赝品的腹款往往会露出作伪的

破绽，以上三个实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七 结   语

    通过以上资料，对于七弦琴自唐代以后

到南宋的发展变化可以获得一个大略的印

象，归纳起来，约为以下几点：
    1．唐琴项、腰做圆，减薄边侧厚度的

传统风格，一直因袭到北宋初年，“虞廷清
韵”琴可以为证。“野斫”中的名家之作，

亦偶然有唐时特点出现在某些局部之例，如

“混沌材”面上项与腰的圆楞，胡氏马琴底

面琴项的圆楞，金渊“玉壶冰”额下斜出现
象，都是唐琴的流风余韵在一些斫琴名家作

品上的再现。至于仿唐之作，与唐琴的形制

相同，则又当别论了。
    2．由于琴面弧度发生变化，上面项与

腰的楞角出现錾齐的情况，实自晚唐始，太
和丁未款的“独幽”就是明证。如“石涧敲

冰”、“雪夜钟”的项腰上下两面楞角錾齐则

是北宋早期七弦琴上出现的新特点，且从此

遂成为后世法。
    3．北宋以来，琴的尺度在宽窄长短上

出现了较多的差异，一时问“增其长阔”与
·徽古制微短”，“垂肩而阔”与“耸肩而狭”

之作相继出现，这可能是为了合奏需要，解

决定调而发生的现象，这也是“野斫”独具
的特色。

    4．《古音正宗》在“昭美”琴式旁标明

宋毛敏仲式并说明“古云宋扁”。“混沌材”
证明了北宋末年确有此种扁琴存在。然而

“石涧敲冰”、“雪夜钟”、“松石间意”、“万

壑松”诸琴又证明宋琴并非皆扁。且两宋以

后明清的制作也不乏形制扁平之器，是以扁

平之琴绝不等于都是宋琴。
    5．宋琴的髹漆工艺，主要是用生漆调

鹿角霜作灰胎，上栗壳色漆再罩以黑漆。以

葛布为地的唐琴作法，在某些地区的作品中

仍在沿用。而八宝灰胎及髹黑漆洒丛聚的朱

色斑点的做法，则是宋代才开始出现的。

“松石间意”护轸伤漆处露类似石膏的白色
灰胎，因有灰胎琴北宋已经出现之说，所以

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灰胎之琴很

难经历千载而不坏，“松石问意”极完整，
与灰胎琴并不相类，护轸一角疑是康熙时王

汉章之所为。
    6．从以上列举的宋琴来看，宋琴的断

纹种类较多，大小蛇腹，冰纹，牛毛都有，

且有多种}昆合者，以往仅将大小蛇腹纹作为

宋琴的特征看待，显然是不全面的。断纹因
漆胎的质地厚薄，木质纹理的差异而有所不

同，这也是上述宋琴证实了的。

    古琴的制作到宋代时期的确出现了继往

开来、众卉纷呈的局面。因此，在传世古琴

中鉴定两宋古琴，辨其是非，确有一定难

度。只有较全面地掌握了宋琴特点，又较全

面地了解元明琴的形制特点，对其问的差别
就可以有所领悟了。以上各节俱系个人一孔

之见，列举之琴仅所见传世宋琴中的少数，

幸识者补正之。
    本文附图除图一、图三、图十四外，余

均采自《中国古琴珍萃》。
    (责任编辑：林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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