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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听雨楼法帖》为清代云南人周于礼撰集，金陵穆文、宛陵刘宏智等人镌刻。第一卷为褚

遂良、颜真卿、蔡襄三家；第二卷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第三卷为黄庭坚；第四卷为米芾、赵孟頫。本

文对各家书法风格及刻石流传作了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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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吴昌硕书法帖额

苏州古典园林中存有四大法帖刻石，《听雨楼

法帖》即为其中之一。此刻石现嵌藏于狮子林的廊

壁中。《听雨楼法帖》为清代云南人周于礼撰集，金

陵穆文、宛陵刘宏智等人镌刻。周于礼，字绥远，号

立崖、 亦园， 云南峨山人。 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因朝考名列前茅，
被选为庶吉士， 授翰林院编修。 后转任江南道御

史，升鸿胪寺少卿，迁太常寺少卿，再迁大理寺少

卿。 任大理寺少卿八年后，奉特旨命入内阁典章，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补为光禄寺少卿， 同年七月四

日卒，终年59岁。 生平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
风格简质醇古，又精书画鉴赏，富收藏，以书法称

著。周氏习书刻苦，学苏轼、米芾诸家，结体章法来

自东坡，而用笔的疏松、起收笔露锋等特点则类似

米芾的刷味，自成一体，潇洒自如，多有文雅之意

存焉，唯线条稍显轻滑，个性不甚突出。所居名“听

雨楼”，藏宋、元真迹极富。同为云南人的著名书法

家钱沣，尝与周友善并以师礼事之，尽阅“听雨楼”
所藏，收获颇丰，书艺大进。 周氏尝把所收历代书

法名作，精选唐以下部分，钩摹勒石，成《听雨楼法

帖》四卷。 《清史列传》云：“（周）于礼书法东坡，藏

宋元真迹尤多，尝取褚、颜、蔡、苏、黄、米六家勒于

石。 ”吴修《昭代尺牍小传》亦云其“书法东坡”。 包

世臣《艺舟双楫》中列周氏书法为“行书能品下”。

《听雨楼法帖》，第一卷为褚遂良、颜真卿、蔡

襄三家；第二卷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第三卷为

黄庭坚；第四卷为米芾、赵孟頫。 由于周氏本人的

喜好，《法帖》中苏、米选入较多，精审独到。帖名为

吴昌硕78岁篆题（图一）[1]，雄浑古朴，结字内紧外

松，笔画劲挺，为其吸收石鼓文、蝌蚪篆后的典型

书法风格。 如果把整个法帖比喻成一首华美璀璨

的乐章的话，那么，起首即是雄壮的序曲，先声夺

人，卓尔不群。 帖首开篇所刻为北周庾信所著、初

唐书法家褚遂良所书《枯树赋》，字为行书，书法遒

劲，顾盼多姿，虽真伪未断，亦是极为难得，为历来

书家所推崇。 其后有晁补之、刘辰翁之跋语。
法帖中汇集的苏轼书法精彩纷呈， 令人目不

暇接。指柏轩西侧廊下，嵌有《九成台铭》、《游芙蓉

城诗》刻石（图二）。 东坡本人跋语云：“春朝晴爽，
偶举一觞，不觉薄醉，有来索予诗者，漫书一文一

诗应之。”苏轼小楷书少见，此书点画精研，意态从

容，与其主张“小字宽绰而有余”的观点相一致。其

后紧接着清代诸人跋语， 对坡公书法不吝赞美之

词。严绳孙云：“苏文忠公小楷有黄庭内景经，犹差

大于此。 在吾乡安氏，竟不及见，外此虽墨本亦少

矣！ 此乃能收敛奔放之气归于绳墨，辄得数百字，
在公生平当为仅见。”乾隆戊子年十一月昌平人陈

浩题云：“此坡公得意之作，公小楷世不多见，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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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陈梁草书题跋局部

图三// 周于礼题苏轼《九成台铭》跋语

所传赤壁二赋及归去来诗词， 董华亭疑是后人伪

作，未可定也。此卷数百字，潇洒自如，所谓宽绰有

余者，若或遇之矣。 ”周于礼己丑年题跋称：“九成

台铭，东坡北还过韶州作，时年六十五矣。 最晚之

笔，邓巴西谓挟大海风涛气出之者。芙容城诗其附

录耳，自识甚明。 ”（图三）苏东坡墨迹刻入法帖者

还有位于真趣亭廊壁南侧的诗翰墨迹， 除保持其

用笔一贯风格外，结体章法又有不同，真草间杂，
大小悬殊，真是心手双畅、逸兴遄飞，颇有“老夫聊

发少年狂”的味道，为其书中难得之佳作。 后有明

代文徵明嘉靖辛卯重九日之跋语：“诗作于熙宁己

酉间，正雍熙之日，君臣相庆之时，故所书飞舞，神

采射人。 卷中兼有宣和等印，诚天府之物……”又

有陈浩诗跋：“……坡公眼空恒河沙， 下视凡笔如

蜂衙。 偶然对雪挥醉墨，十指拂拂飞天花……”以

浪漫文词讴歌了东坡挥毫之情景。 秦海陈梁的狂

草诗跋（图四），笔飞墨舞、精彩绝伦，如果之前乐

曲都是铺垫的话， 那么这儿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最

高潮。能够把跋语以如此澎湃的激情挥洒出来，实

在是极其难得。 倘若在冬日明媚的阳光下静静观

赏， 必然会共鸣出神思飞扬的不知今夕何夕的心

绪脉搏。 其后又有乾隆甲申三月周于礼写于京师

邸寓听雨书屋的题跋， 对文徵明所定的苏轼作诗

时间提出异议：“昔人评坡公书云，丰腴悦泽，绵里

裹针，而公与子由论书亦曰：‘刚健含婀娜’。 他日

题墨妙亭云：‘短长肥瘦各有态’。 观此卷，胥得之

矣。文徵仲云，此诗作于熙宁己酉间，今按前款，有

‘东坡居士’印，其为责黄州以后作无疑。《挥麈录》
载兴龙节为哲宗圣节可考也。诗叙较今本迥别，当

是传刻之讹。 诗亦小异，或公甫脱稿耳。 ”后补跋

云：“文氏父子擅名一代，不应舛误如此，岂后人伪

托衡翁语而装池家讹以传讹耶？ ”

法帖中蔡襄书法亦复不少，正行草俱全，更为

难得的是刻存了蔡襄一些今已不见的墨迹。 蔡襄

书法，虽然当时苏轼有“本朝第一”的赞语，但后世

评价多不高。 倪瓒在刻石后跋认为蔡襄书法具有

六朝唐人的风粹，米芾虽然追踪晋人，但“气象怒

张，如子路未见夫子时，难于比伦也”，亦可谓是一

家之言。 周于礼乾隆辛卯（1771年）中跋称：“世传

苏黄米蔡，谓蔡京也，后来以其人削之，而冠以忠

惠之书法，□代即东坡居士已有定评，乌得以殿三

公。唯米老自称刷字，未心服耳。”也有为蔡襄抱不

平之意。米芾书法诸如《虹县诗》卷、《研山铭》及其

它尺牍手札亦是洋洋大观。黄庭坚仅有《经伏波神

祠》行书诗卷刻入帖中。此外，还有苏辙、苏迈的书

札，赵孟頫、黄道周等人的翰墨诗迹，后人陈浩、周

于礼等的观跋也发人深思、足资考证。

《听雨楼法帖》刻石本在浙江 [2]，后由云南范

仕义于道光间带与吴县名士顾莼。 咸丰时石又归

吴县沈宝谦，始有拓本流播。沈宝谦之子沈子良以

拓本赠与长洲叶昌炽， 叶氏遂有光绪十六年之跋

语：“……余喜古刻， 独不喜二王帖。 《太清》、《大

观》诸本，转展钩摹已非真迹，何论《潭》、《绛》以

下。侍御此刻，断自登善，举世所称《黄庭》、《乐毅》

图二// 苏轼小楷书《九成台铭》、《游芙蓉城诗》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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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Tingyulou Writing Scripts” of Suzhou Shizilin
ZHANG Hen-wu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04)

Abstract: “Tingyulou Writing Scripts” was compiled by ZHOU Yu-li from Yunnan in Qing Dynasty,
and was engraved by MU Wen from Jinling and LIU Hong-zhi from Wanling. Volume 1 involves the works of
CHU Sui-liang, YAN Zhen-qing and CAI Xiang. Volume 2 involves the works of SU Xun, SU Shi and SU
Che. Volume 3 involves the works of MI Fu and ZHAO Meng-fu. In this article, there are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tyle of these writing scripts and transference of the engraved st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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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从阙如，其识远出《鸿堂》、《渤海》上，宜先生之

宝之也。”对周氏眼光独到的选择，颇为赞赏。帖石

之尾还有贝恒撰记、 余杭褚德彝书写的跋语 （图

五），可资了解《法帖》的来龙去脉：“汇刻集帖，始

于宋时。吾吴明代以来，此风尤盛。文氏停云馆、华

氏真赏斋，逮华亭之董、金坛之王，领异标新，并为

世人所重顾。周立崖为嘉庆时收藏家，取所藏唐宋

元书人真迹钩模入石，名《听雨楼法帖》。其抉择之

精，摹泐之善，足与同时千墨庵、寒碧庄诸帖同为

艺林宝爱。 惟庚申劫后，原拓稀如星凤，近访知原

石尚存郡中沈氏，为润生吾兄所知，诧为奇宝，亟

以重金易得之。 兄方重修狮子林， 令恒充监工之

役。因命将诸石嵌置游廊间，并建听雨楼于指柏轩

之上层，即以拓本庋藏其中。 於戏！ 诸石尘封土蚀

湮没者几何年，幸遇吾兄物色置之名胜之区，俾后

之考古者得以摩挲赏玩，永订墨缘，窃为是帖庆得

所，而余亦以附名简末为幸事也。中华民国十年二

月吴县贝恒记、余杭褚德彝书。 ”诚然，余亦作为爱

好者有幸得睹法帖，与诸公订冥冥之缘也。 作书者

褚德彝为近代著名的金石碑版收藏家， 善书法，作

书一丝不苟，一笔一画必有所本。 郑逸梅《艺林散

叶》有记：“褚德彝隶书攻汉《礼器碑》，因号礼堂。 ”[3]

褚氏隶书，端正谨严为其所长，但学礼器碑，仅存

其瘦硬之形，而乏丰腴的骨力神韵。 记中所云《千

墨庵帖》亦为当时名帖。 徐康《前尘梦影录》中记

云：“贝简翁刻千墨庵帖、宝严集帖，皆元明真迹。
句模上石，刻手为乔铁厂、方云常，皆用挺刀法，以

善刻齐名。 ”[4]刻手与法帖优劣，关系极大。 一个反

例就是， 前述周于礼对文徵明提出异议的跋语，为

宛陵人刘宏智所镌刻，其时年71岁，可能因眼昏乏

力，此刻不类周于礼其它跋语，虽同为一人所书，却

显得拘谨板滞，无潇洒从容之气，显为镌刻之过。

《听雨楼法帖》石刻，书法精美，刻工精良，诚

为传世之佳品。现存70余方，分别置于真趣亭侧的

廊墙上及园西、西南、南部的廊壁内。 法帖现在似

非全璧，且排列亦有错乱，当是近世重修之误。 嵌

于廊壁间的书条石序列， 本身亦为园林中不可缺

少的文化景致，游人若能细细地揣摩品赏，定能获

得非同一般的艺术享受。

[1]贝仁元重修狮子林时有所补刻，此吴氏篆题及叶昌炽题跋，

贝恒撰记、褚德彝书写之跋语，刘宏智镌刻周氏之跋语等

皆为后来增入者。

[2]周氏在京师为官近30年，无余财，致仕后刻石用驮马由京

师运往家乡。 由于道途遥远，运资不济，部分无奈散留于

途。 听雨楼刻石是否因经费不敷，在由京返乡途中遗留在

浙江，待考。

[3]郑逸梅著：《艺林散叶》，中华书局2005年，第170页。

[4]徐康：《前尘梦影录》，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初集

第二辑，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93～194页。

图五// 褚德彝书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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