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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香山诗人李遐龄的论书

画诗与书画创作
●黄健敏

李遐龄（1768－1823年），字芳健，别字菊

水，又字香海，世居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县城

石岐紫里。紫里李氏以“书香七代多专集，科

甲联翩萃一门”名闻香山，而李遐龄为其中最

杰出者。一方面李遐龄交游广阔，活跃于粤中诗

坛，正如梁炯所撰《清故李明经菊水先生家传》

所说：“君学固纯笃，友事尤不乏人。粤之先后

辈，如顺德黎二樵、黄虚舟，阳春谭康侯，番禺

张南山，同邑黄香石、方竹孙，或称四家，或号

三子，皆与君相劘切者。他如张绣山（厓山）、

吴雁山（石华）、刘三山、陈文台、何红药（佩

之）、杨莘夫、郑季遥诸君皆表表于时。君复兼

资互证焉。故所为古今文书法，皆不慕时趋而及

于古。”
[1]

另一方面，李遐龄创作丰富，生平著

述达30多种，在世时便编撰出版《勺园诗抄》、

《续抄》四卷及《菊水诗抄》两卷等，并广邀名

流作序题词；门下又有如何守谧、林谦、刘董

正、吴景濂、刘奋南等在地方颇具影响力的士绅

和诗人，这种种均大有助于奠定其诗坛地位，成

为乾嘉间香山屈指可数的名诗人，并提升整个紫

里李氏诗人家族在地方的名声和影响力。

传统中国的文人，都把琴棋书画兼擅作为必

备之修养。紫里李氏家传秋波琴为岭南四大名琴

之一，李遐龄亦擅鼓琴，
[2]

其诗中亦常常运用古

琴之典故与意境。
[3]

李遐龄在书画上也颇具造

诣，不过传世书画作品甚罕，几乎从未有人详细

论及。如朱万章《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便未收录有李遐龄的

书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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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李遐龄论书

李仙根《岭南书风》评述李氏先祖书法云：

涵芬述德愧名家，奕叶芸香倘未涯。幸是祖

庭良楷在，不将一笔入浮华。

诗后附按语曰：“吾家自惺斋公苍城铎响

后，勉村、剑山、菊水、伯廉公俱能书，且书必

宗晋唐，隶法以孔庙诸刻为法。”
[4]

科举时代的

读书人，大抵最少都会练得一手乌光方正的馆阁

体小楷，否则恐难报捷于科场。由李仙根之诗可

见，李遐龄之曾祖李修凝（惺斋）、祖父李捷章

（勉村）、父亲李若兰（剑山），都擅长书法，

而且取法乎上，家学渊源，对李遐龄当有影响。

李遐龄生平所交诗友，不独为清中叶粤中诗

坛名流，亦多兼擅书法者。黎简（二樵）与冯敏

昌（鱼山）名列清中叶岭南四大书家，其余刘

华东（三山）、谭敬昭（康侯）、黄培芳（香

石）、张维屏（南山）、吴兰修（石华）、方天

根（子谷）、仪克中（墨农）等，均为清中叶岭

南书坛之佼佼者。
[5]

李遐龄四方游历，也时时留

意书法的观赏。如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游

澳门妈祖阁，就有诗云：“仰玩摩崖书，笔力惊

特挺。”
[6]

李遐龄没有系统的书法论述留下来，唯一论

及其书法主张的文字，是他的一篇“奉呈心矩词

兄晒正并索和教”的“六榕精舍率题”诗稿。这

份诗稿是李仙根家族保存，李遐龄端楷书于花笺

之上。这一首五言长律，并没有收入《勺园诗

抄》，全文如下：

铁城善八分，在昔推子谷。筋遒石鼎逊，韵

古竹林服。我时欲学之，步苦寿陵促。迩贤竞伪

体，姿媚趁流俗。神通贵瘦硬，心正必端肃。意

会手不随，庶几远甜熟。君家张寿筵，锦屏灿离

陆。谬许近李潮，索书爱野鹜。挥毫破枯闷，文

妙未遑读。褦襶闯户来，旁坐语龌龊。五官解并

用，惭不如刘穆。败兴等催租，误笔成举烛。后

庚三日先，有庆一人续。丁倒庆癸二字。雌黄岂

能更，蚓行幸可属。因思古曾有，此错予非独。

禊帖求初本，崇山辨添録。争位涂乙多，世宝如

金玉。书论工拙耳，赏音识雅曲。花墖返照明，

磬折同立鹄。隃糜凝古香，再误戒虎仆。屈曲蛇

蛟蟠，摄志尽馀幅。体让先友佳，目揜贺客触。

卷之寄夜航，开缄映华屋。登堂阙称觥，羁系窃

抱恧。作诗聊解嘲，敢换鹅几足。发君一笑瑳，

满案喷渌。六榕精舍率题，奉呈心矩词兄晒正并

索和教，菊水李遐龄脱稿。

该诗署款“六榕精舍率题”，按李遐龄嘉庆

丁丑、戊寅间（1817-1818年）任教于省垣广州

六榕寺，则此诗稿当撰于此一时期，时李遐龄

年方半百，正是创作的高峰期。“心矩词兄”

是谁呢？《勺园诗抄》卷二载《题黄心矩长洲隐

居》诗，中有：“從今熟來往，乘月款扉頻。”

又清光绪五年（1879年）修《香山县志》卷十五

载，郑廷楷，字心矩，廪贡生，工诗文，尤工八

法，“尝筑拥翠楼于城东郊外，时与邑人李遐

龄、南海李炳元辈觞詠其间，酒酣踏歌，陶然忘

返。”[7]
“心矩词兄”所指是黃心矩、郑心矩，

或另有所指，待考。全诗当是“心矩词兄”家举

办寿筵，李遐龄以八分书书寿屏，不慎颠倒文

字，故撰诗解嘲。

诗之前三句“铁城善八分，在昔推子谷。筋

遒石鼎逊，韵古竹林服。我时欲学之，步苦寿陵

促。”“铁城”，香山县城石岐的别称。“八

分”一般指篆隶过渡阶段的一种字体，许多时

候也以之作为隶书的别称。“子谷”即香山方天

根。“石鼎”指诗人、书画家黎简（号石鼎道

人）。方天根、黎简与李遐龄之交往详上节。

“竹林”指彭翥，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起

任香山知县。“寿陵”，典出《庄子·秋水》，

比喻邯郸学步，仿效不成，反而丧失了固有技

能。故此数句大意为：香山擅长八分书者，旧时

首推方天根（子谷），天根的八分书论筋遒连黎

简都略逊，而论气韵古雅则知县彭翥也佩服。我

经常想模仿学习，但是苦于仿效不成。

接着三句，对于了解李遐龄的书学主张甚为

重要，也屡为后人论及李遐龄书法时所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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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贤竞伪体，姿媚趁流俗”句，“伪体”一

语或出于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句“别裁伪体

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本指违背《风》、

《雅》规范的诗歌或风格不纯正的文章。“姿

媚”一语，见唐韩愈《石鼓歌》“羲之俗书趁姿

媚，数纸尚可博白鹅。”此处李遐龄当是批评近

人书法偏离书法正道，书风趋于柔媚，迎合流

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评论清代书法潮

流云：“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

子昂。”清中叶以前的书坛，笼罩于赵孟頫（字

子昂）、董其昌（字香光）书风之下，其代表人

物如有“淡墨探花”之称的王文治及梁山舟等，

追求飘逸婉柔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如同秋

娘傅粉，纵骨格清纤，姿态自佳，终欠庄重。李

遐龄所提倡的书法正道是什么呢？“神通贵瘦

硬，心正必端肃。”前句出自杜甫《李潮八分小

篆歌》中“书贵瘦硬方通神”句。后句则出自柳

公权（778-865年）“笔谏”之典故。据云唐穆宗

李恒（795-824年）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

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时穆宗荒纵，

为之改容，悟其笔谏也。柳公权为唐代书法大

家，与颜真卿齐名，有“颜筋柳骨”之称。由此

句可见，李遐龄所推崇的是瘦硬端整、讲究骨力

的书法风格。“意会手不随，庶几远甜熟”两句

的大意是，这些道理不用明说而内心领会，虽然

自己的书艺尚不能达到这个水准，但是自觉大概

已远离甜熟靡媚的当朝书风。

以下至结尾，大抵是李遐龄为某家书寿屏，

“谬许近李潮，索书爱野鹜”句，李潮为唐诗人

杜甫外甥，善八分小篆，论者认为奄有韩择木、

蔡有邻之长。诗之首句提及八分书，则李遐龄所

书寿屏字体当为八分书，而且邀请书写寿屏的主

人还恭维李遐龄的八分书水准可上追李潮。宋苏

轼《跋〈庾征西帖〉》中有句“庾征西初不服逸

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叹其为伯英再生。”

后以“野鹜”喻指外姓人家的书法，则可知邀请

李遐龄书写寿屏者必非李姓。后数句：“挥毫破

枯闷，文妙未遑读。褦襶闯户来，旁坐语龌龊。

五官解并用，惭不如刘穆。败兴等催租，误笔成

举烛。后庚三日先，有庆一人续。丁倒庆癸二

字。”则是忆述书写之时，诗人沉浸于笔墨趣味

而未遐顾及文辞，更兼有旁人干扰，顾此失彼，

以致笔误，丁倒“庆癸”二字。李遐龄自然觉得

大为失礼，故以下数句便是自我解嘲，举晋王羲

之《兰亭序》及唐颜真卿《争座位帖》均为草

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中多

删改涂抹，但无损其书法价值成为书法史上的行

书经典。诗中“禊帖求初本，崇山辨添禄。争位

涂乙多，世宝如金玉”数句即指此典故。在诗的

最后李遐龄谦虚地说：“隃糜凝古香，再误戒虎

仆。屈曲蛇蛟蟠，摄置尽馀幅。体让先友佳，目

揜贺客触。卷之寄夜航，开缄映华屋。登堂阙称

觥，羁系窃抱恧。”当然剧中也不乏惭愧之意。

        二、李遐龄论画

李遐龄有相当高的书画鉴赏兴趣和品味，曾

有“品画评诗兴未休”之句。
[8]

《勺园诗抄》收

入题画诗多首，如《题黎二樵怀人图二首》、

《罗浮艮泉十二景图为黎楷屏明府题》、《题

郑晓园扇上毛画鱼》、《康侯听云楼图》、《粤

岳观日图歌为黄香石作》、《题刘三山独立荷锄

图》、《题剑光楼聊句图》、《题古灵精怪图呈

刘三山黄香石潘诚夫仪墨农》、《题步蒙子濯足

图》、《汤雨生都尉画梅为仪墨农题》、《题心

如女史扇上画花次墨农韵》等等，或咏图画之内

容，或抒发个人感受，或借图咏叹与诗友之交

往。

某些题画诗作也会评论画作之技法，前述

《题张南山诗画册》等即是一例，另如清嘉庆

十九年（1814年）所作《金正希先生砚山图歌吴

鴈山属赋》诗，评明末金正希之《砚山图》：

二百年后墨气未与烟消磨……拟董得秀润，

仿米出臼科……先生绘事传颇少，但闻袁枚曾咏

所画渡苇之达摩。今观此图独得雄直气，嶔嵜磊

落含冲和。英风劲节若在眼，必审真赝宁非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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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中一展一起敬，义士往往涕滂沱。
[9]

该诗指出金正希之画得明董其昌之秀润，而

仿宋米芾而不落臼窠；在技法之外，又赞颂其画

气势雄浑刚直，嶔嵜磊落含冲和，如见作者其人

之忠贞节义。传统中国书画理论，画品、书品与

人品，密不可分。盖金正希（1589-1645年），名

声，安徽休宁人，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

明亡，率众在徽州起兵抗清，兵败后被押往南京

就义。

又如《题何煮石画马》诗：

吴兴疑马化，画马乃通神。煮石师其意，秋

风入细筋。

“吴兴”指的当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

赵孟頫善于画马，其马画特别注重线条的遒劲，

着色不多，敷染清淡，用线丝丝不苟而气韵生

动。故此诗称赞何煮石画马深得赵孟頫笔墨精

髓。

又再如《题万湘曲画桐菊》诗：

韵宜疏雨香宜露，静似高人澹似吾。菊朵梧

枝两超绝，南田家法近时无。
[10] 

“南田”指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恽寿平

（1633-1690年），号南田，开创了没骨花卉画的

独特画风。此时当然就是评点万湘曲之桐菊画得

恽寿平花卉画笔法透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之

“家法”了。

上举数例，均足以显示李遐龄对国画传统的

深入认识与不俗品味。李遐龄的品味不独限于传

统国画，《勺园诗抄》中也收入有清嘉庆九年

（1804年）所作《观黄总戎所藏西洋镜画》诗，

评论总戎黄标所藏十幅西洋画“树影水光都曲

肖”，勾起诗人对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游历澳门时的生活回忆。讲究比例、明暗，侧

重光线和色彩表现物象，这正是西洋画的重要特

色。

李遐龄曾邀张如芝为绘《春水垂纶图》，并

广邀当时名流题咏。
[11]

该图所绘为郊外乡居小

景，远山隐约，近处精舍一楹，周遭花木扶疏，

柳遮桃映，景致清幽；精舍之前小桥流水，汇于

一湖；湖上扁舟一叶，泊于湖畔枝柯古木之下，

主人身着蓑衣于船头悠闲垂钓，书童持船蒿于舟

尾。自然，图中的钓者就是李遐龄本人的化身。

画的作者张如芝（？-1824年），字墨池，广东顺

德人，工书，善画，与黎简、谢兰生、罗天池并

称为“粤东四大家”，为李遐龄挚友。该图有刘

华东（1778-1841年，字三山，广东番禺人）于清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所题隶书“春水垂纶”

横额。李遐龄为该图自题百字令一首，或因虫

蛀，字迹模糊不清，就能辨认出来的词句看，如

“百年刚半，被浮名、赚得头都白了。自矜虞翻

屯骨相，不似封侯奇□，橘乏千头，田无二顷，

甚处图温□。一湾春水，此间容我垂钓。……往

日惟沙鸟。菱角清歌，□青鼓枻，弄月扁舟小。

得鱼沽酒，玉山随意推倒。”略见李遐龄于此图

寄托之意蕴。此图深得李遐龄钟爱，曾广向文友

邀题诗文。谢兰生（1760-1831年，号里甫，广东

南海人）于同年十月所题写七言绝句行书手迹：

“诗人掷笔去持竿，为有鸥盟未肯寒。尺半鲈鱼

三尺水，芦花丛里得轻安。”仪克中（1796-1837

年，号墨农，曾任学海堂学长）曾为《春水垂纶

图》题《声声慢》词一首：“嫩薲开处，新渌生

时，清溪镇日粼粼。谁赋沧浪，此中合有元真。

知鱼果堪自乐，任桃花空笑闲人。慵倚櫂，看落

红点点，争饵游鳞。何日扁舟载酒，共南湖西

塞，烟水酣春。短笠轻蓑，肯教更染红尘。从今

莫谈旧梦，惹滩头鸥鹭含嗔。待去隐，把浮生都

付钓纶。”[12]
谭敬昭（康侯）亦曾为《春水垂纶

图》题《水调歌头》词一首。

李遐龄亦擅画，但画作传世极罕。笔者所知

仅1940年广东文物展览会曾展出李遐龄绘《梅鸟

小轴》一件，从该图留存的照片观之，该图绘寒

梅数枝，左下梅花朵朵，一鸟居于画中，屹立枝

头，回头啄毛，甚为惬意，画面简洁清朗。但限

于当时印刷水平，图片不太清楚，笔法难辨。画

的右上方题诗一首：“羞随鹦鹉啄馀残，来与

梅花共岁寒。风雪满天眠不觉，问谁如尔只袁

安。”
[13]

该诗以《画寒雀》之名收入《勺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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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卷三。画及题诗表达诗人卓荦独立、不与世

俗同流的志趣与品格。李遐龄所擅长的题材当为

花鸟画。《勺园诗抄》卷三另有作于清嘉庆十九

年（1814年）《戏题画菊》诗：“山泽之癯晚节

香，昔谁篱下赏孤芳。而今忽耀时人眼，笑对金

风舞艳妆。”
[14]

      三、李遐龄之书法作品

李遐龄之书法，楷、行、篆、隶、草五体兼

能，尤擅小楷与行草。李遐龄行草之潇洒刚健，

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品评曰：

香山李菊水，书法晋唐，刚健笃实，秋波琴

馆藏有其行草中堂，字径三寸许，中有“高阳

池”字样者，墨光晶莹，温润如玉，一望而知

其为有道德之君于也。其笔力之清劲，态度之雍

容，想见其明窗净几，神快务闲之际，染翰挥

毫，以寄其意。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也。

近人陈融与李遐龄曾孙李仙根友善，其于所

著《读岭南人诗绝句》忆述李仙根“曾约余与冒

鹤翁到其家赏鉴菊水遗墨，其书法直颉頏二樵，

而腕力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鹤翁太息曰：法力如

此，何让二樵，而世不知有菊水，何耶？”
[15]

冒

广生（鹤亭）在《〈勺园诗抄〉跋》中确实也这

样写道：“余尝叹服岭以南人文极盛，而其流播

常不如江浙，勺园之诗之工，则二樵已有定论，

今则论其作字，亦殊出同时梦楼、山舟之上，而

实不副名，则地为之限也。”
[16]

显然都为李遐龄

书法虽颇有造诣却又未得享盛名而感遗憾。

平心而论，冒广生对李遐龄诗作及书法的推

举不无客套，毕竟文人馀事，李遐龄之书法终未

自成面目。但前任遗墨，毕竟值得珍重。兹就笔

者近年所见所见李遐龄书迹（包括墨迹和碑刻、

砚铭）略作赏析。

李遐龄之小楷，见于其遗稿如《十国杂事

诗》稿本、《胜国遗制录》稿本（均藏中山市博

物馆）、《明天文祥异录》稿本等，笔笔精到，

一丝不苟。而接近于书法创作的，如第一节所述

李遐龄楷书“六榕精舍率题”诗稿（翠亨孙中山

故居纪念馆藏），共2页，每页7行，每行24字。

诗稿以小楷书写，略带行书笔意，气息清雄雅

正，章法于匀称整齐之中有参差错落的变化。楷

书《李惺斋公家传》拓片（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

馆藏），小楷，横幅，共32行，每行22字。为李

遐龄端楷书先祖李修凝家传，并铭诸石刻，自然

法度严谨，一丝不苟，清刚雅正，字字端庄匀

称，运笔圆润挺拔。又李遐龄楷书《和谭康侯珠

江柳枝词三十首》册页（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藏，曾刊于《五桂山房藏元明清书法集》）
[17]

，

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六月，时连夜乘兴和

谭康侯珠江柳枝词三十首至凌晨，可见其诗才之

敏捷，。诗册以略带行书笔意的小楷书写，用笔

刚柔相济，方圆并用，气息清雄雅正，不激不

厉，章法于匀称整齐之中有参差错落的变化，心

手双畅,允为李遐龄惬心之作。此册后附胡汉民、

叶恭绰、郑洪年、易大厂、冒广生、谭延闿、陈

融、黄佛颐、黄荣康等手书题跋诗文十一则。

李遐龄之行书，如《赠源天松叶菱花七言

联》（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书唐许浑

《重游飞泉观题故梁道士宿龙池》诗颔联：“松

叶正秋琴韵响，菱花初晓镜光寒。”行书潇洒流

畅，闲适自如，在方正中见风姿。又《行草书黎

二樵诗中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以

行书为主，字字独立而气息连贯，结体方正中略

带欹侧，用笔法度中略见率性，富书卷气。《行

草唐钱起诗中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录唐钱起《和慕容法曹寻渔者寄城中故人》全

诗：“孤烟一点绿溪湄，渔父幽居即旧基。饥鹭

不惊收钓处，闲麛应乳负暄时。茅斋对雪开樽

好，稚子焚枯饭客迟。胜事宛然怀抱里，顷来新

得谢公诗。”该中堂行笔潇洒流畅，方圆兼用，

字字呼应顾盼，气韵连贯，墨色浅淡，更显俊骨

逸韵，温润闲雅，信为李遐龄惬意之作。

李遐龄之草书，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李遐龄《草书临王羲之〈旃罽胡桃帖〉、〈清

晏帖〉四屏》。《十七帖》集刻了东晋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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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通草书书信，为临摹学习草书的著名范

本。李遐龄的临作，结字笔意在似与不似之间，

拓信札为四条屏，气势连贯，于娴熟中见生涩，

行笔劲挺爽健。又《草书数行一卷七言联》（李

仙根亲属藏），书陆游《初夏野兴》诗之颔联：

“数行褚帖临窗学,一卷陶诗傍枕开。”此草书

联用笔用墨丰腴淳厚，细审则骨骼分明，内含刚

劲，味厚神藏。

李遐龄之隶书，如《赠侣珖得水领山八言

联》（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书北海庆

霄楼名联：“得水之情，盆鱼有乐；领山之趣，

拳石皆奇。”此联以隶书书之，用笔结体方正

厚健，中规入矩，风格沉着内蕴，布白匀称，

疏密有致。李仙根称先祖“隶法以孔庙诸刻为

法。”
[18]

以此联看，汉《熹平石经》之影响显而

易见。

李遐龄之篆书甚罕见，仅见于广东省博物馆

藏《云汉昭回砚》之砚铭，铭文曰：“云汉昭

回：倬彼星汉，丽于高旻；作作有芒，缭以祥

云；水精之字，贲我人文。星槎二兄正銘。遐

齡。”该铭以小篆书写，落款小楷，均细劲匀

整。
[19]

注释：

[1]梁炯：《清故李明经菊水先生家传》，《勺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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