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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 研究員 

許淳熙 

摘 要 

《華嚴經》向有「經中之王」之譽，原因之一在於其不僅是一部佛教經典，

也是一部哲學巨著、一部科學巨著，同時還是一部文學藝術巨著。華嚴思想為藝

術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營養，並由此形成了奇麗的華嚴藝術。華嚴藝術具有不

同於其它任何藝術的獨特特徵。這些特徵能夠將華嚴藝術與其它各種藝術相區別，

從而成為我們鑒賞華嚴藝術的準則，故屬於華嚴藝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米

芾，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書畫巨匠。考察米芾書論與作品，可以發現在其書法

創作中幾近完美地展示出華嚴藝術之特徵。這些特徵的形成，與米芾平日誦讀華

嚴經，對華嚴思想的深入理解有著莫大的關係。 

本文以探討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及其在米芾書法上的表現為主題。首先，從

華嚴理論出發，歸納出三條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即圓融、含攝、通達；繼而概

述北宋書畫巨匠米芾與《華嚴經》的淵源；最後探討華嚴藝術在米芾書法作品上

的體現。 

關鍵詞：華嚴藝術、圓融、含攝、通達、米芾、書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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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華嚴經》向有「經中之王」乃至「王中之王」之譽，一方面在於其是一部

遍攝一切教法、廣博無量、宣說了義的佛教經典，另一方面則因為《華嚴經》不

僅是一部佛教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哲學巨著、一部科學巨著 1，同時還是一部文學

藝術巨著。這一性質在浩若煙海的佛教經典中堪稱絕無僅有。一直以來，關於華

嚴藝術的探討主要集中於華嚴圖像及梵唄華嚴字母方面，對分佈於各地的華嚴造

像、圖畫等的創作風格2 與華嚴字母唱誦特點 3 進行了眾多的分析，然而對於華嚴

思想是如何體現於藝術作品？或者說華嚴藝術因反映華嚴思想而具有哪些與眾不

同的特徵？則探討得較少。而這些特徵能夠將華嚴藝術與其它各種藝術相區別，

故屬於華嚴藝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 

對於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的分析歸納存在兩條路徑，一條是理論路徑，即從

華嚴理論、華嚴思想出發，解析出最能反映事事無礙處處通達觀念的藝術表現形

式。另一條是面向藝術作品，通過對藝術作品的鑒賞與分析，發現其間所蘊含的

能反映華嚴思想反映事事無礙處處通達觀念的藝術表現方式。事實上，這兩條路

徑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米芾，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書畫巨匠。他不僅在書法上與蘇軾、黃庭堅、

蔡襄並稱「四大家」，同時還是位書畫理論家，留有《書史》、《海岳名言》、《寶晉

英光集》、《畫史》等論著。其書體瀟散奔放，又嚴於法度。考察米芾書論與作品，

可以發現在其書法創作中幾近完美地展示出華嚴藝術之特徵。這些特徵的形成，

與米芾平日誦讀華嚴經，對華嚴思想的深入理解有著莫大的關係。 

本文以探討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及其在米芾書法上的表現為主題。首先，從

華嚴理論出發，歸納出三條華嚴藝術的基本特徵，即圓融、含攝、通達；繼而面

向藝術作品，在概述北宋書畫巨匠米芾與《華嚴經》的淵源的基礎上，探討華嚴

藝術在米芾書法作品上的體現。呂澂先生曾在〈華嚴宗（下）──唐代佛家六宗

學說略述之二）中說到：「從思想方面說，華嚴宗和《華嚴經》各有分際，是不應

混同的」4，然而從華嚴藝術的視角看，二者相通，故本文未作刻意區分。 

  

                                                 
1 鐘茂森，〈從華嚴科學說智慧人生〉，網頁 http://www.xuefo.net/nr/article3/25627.html 
2 陳清香，〈風雨愈見粹礪的華嚴真實義——側記 2013 年第四屆華嚴學術研討會〉，網頁 http://hua

yen.cn/huayanzixun/2014-03-27/228.html 
3 單欣，〈《華嚴經》研究綜述〉，頁 109-113。 
4 呂澂，〈華嚴宗（下）——唐代佛家六宗學說略述之二〉，《現代佛學》1954 年 9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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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嚴藝術思想的基本特徵 

《華嚴經》之所以成為一部藝術巨著，一方面由於其體系恢宏、文辭贍博、

氣勢壯闊、妙喻紛呈、機語雋發，充溢著詩意般的奔放馳騁5， 是「由隱喻的、詩

的、象徵的語言所形成的精神意境。」6  在翻譯《華嚴經》的過程中所運用的七

處八會或七處九會的編排結構、體例對中國章回小說的形成與繁榮產生過重要影

響7；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華嚴經》中所蘊含的思想為藝術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

的營養，並由此形成了若干不同於其它任何藝術的獨特特徵。這些基本特徵能通

過對華嚴思想的解析而得出，並成為我們判別一種藝術作品是否屬於華嚴藝術的

準則。這些基本特徵可用「圓融」、「含攝」、「通達」來描繪。 

整個華嚴哲學華嚴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圓融」，從性起緣起、四法界到十玄、

六相無不圍繞「圓融」思想而進行架構。「性起緣起」又稱「無盡緣起」、 「法界

緣起」，說明宇宙之一切現像是依照眾緣和合、融通無礙之方式而生起的。「四法

界」系華嚴經之宇宙觀，認為若從現象與本體視角觀察宇宙，存在事法界，即萬

物之現象界；理法界，即平等之本體界；理事無礙法界，指現象界與本體界具有

互融不二之關係；以及現象與現象之間，也都相融相即的事事無礙法界四個層次。

在這裡通過「事理圓融」、「現象圓融」構築起華嚴哲學對宇宙實相最基本的看法。

法藏之「新十玄」分別從共時關係、廣狹關係、一多關係、隱顯關係、互攝關係、

互映關係、事法關係、依存關係、歷時關係、主伴關係等十個角度說明諸法相即

相入的圓融性，而「六相說」則從總別、同異、成壞三對相狀範疇，來論述現象

的構成及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從而闡明全體與部分、同一與差異、生成與壞

滅的無盡緣起關係。這種圓融無礙的世界觀，反映到藝術上就形成了一種「圓融」

的藝術思想， 成為華嚴藝術的主要特徵。由此觀之，凡屬華嚴藝術，「圓融」的

創作手法在作品中不可或缺。 

《華嚴經》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重重疊疊、層層無盡、廣闊無垠、莊嚴美麗的

世界形態──華藏世界。華藏世界處處有蓮花，每朵蓮花都有成千的花瓣，而每

一個花瓣中又包含有成千朵蓮花。這個花瓣中的成千朵蓮花中的任何一朵，都不

小於這個花瓣所屬的那朵蓮花。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幅相互含攝、大小無別的世

界圖景。構築這一互涉互入、事事無礙、重重無盡、處處通達的華藏世界的最根

本的思維方法，可以簡捷地表達為 「一即多，多即一」。在《華嚴經》中，反復

地談及「一」與「多」的各種情況。比如，諸法的法性是「一」，諸法的相狀是「多」；

                                                 
5 吳言生，〈華嚴帝網印禪心——論《華嚴經》、華嚴宗對禪思禪詩的影響〉。頁 85-91。 
6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上冊。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年。頁 230。 
7 黃夏年，〈略論印順法師對《華嚴經》之成立的研究〉。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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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法身是「一」，佛的應化身是「多」；如來的智慧是「一」，如來的智慧方便是

「多」；眾生的心是「一」，心的起用造作是「多」。這類「一」與「多」的關係，

均表現出能從一個存在中反映出所有的東西，而所有的東西能歸結為一個存在之

性質。如《華嚴經 ·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八》所言： 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

切劫入一劫，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剎入一切剎，以一切剎入一剎，而

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法入一切法，以一切法入一法，而不壞其相者之所

住處。是以一眾生入一切眾生，以一切眾生入一眾生，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

是以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 

華嚴之「一即多，多即一」或者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思想可分為空間

維度、時間維度兩種情況來考察。 

從空間上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指在一點之中包攝整個世界，整個世界

能歸結為一點。譬如「一粒米」，是從米店買來的，但在這粒米中含攝著許多事物，

像生產米的農家、販米商、將米運到米店的運米人等。農家生產一粒米需要穀種，

田裡播種，種到田裡需要陽光和水，還需要施肥、除草；而這許多的事物以因緣

為媒介，最終表現為米的形式，成為我們的盤中餐。不僅僅是米，任何事物都是

以這樣的關係在空間中成立。從這一觀點來看，可以說在一種東西中包含著所有

的東西，所有的東西亦可歸結為一種東西 8。這種在空間上的「一多」關係反映到

藝術上，就構成了一種「含攝」的藝術思想。 

從時間上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指能從一念之中看到種種演變，而種種

演變則始於一念之中。從一點出發能夠到達所有的位置，而從所有的位置可回歸

於始點。《華嚴經》中有許多的偈頌旨在闡明該思想，如「一切世界入一毛道，

一毛道出不可思議刹」──普賢菩薩行品；「以一國土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

──盧舍那佛品第二之三；「一念分身遍十方，如船入海因風濟」──十地品第二

十六之五；「 一切十方皆遍往，無邊際劫不休息」──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五，均

反映出一種通達無礙的特性，這種在時間上的「一多」關係反映到藝術上，就構

成了一種「通達」的藝術思想。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圓融」、「含攝」、「通達」這類特徵能夠使華嚴藝

術與其他的藝術得以區分。那麼，追求這類特徵的方式就成為一種藝術創作的手

法，能夠被運用到藝術創作的過程中。這種手法可稱之為華嚴藝術創作手法，然

而華嚴藝術之高超、玄妙的「圓融」、「含攝」、「通達」特徵如何落實至藝術作品？

藝術作品如何展示華嚴藝術特徵？9 如果沒有任何藝術作品能夠反映出華嚴藝術

                                                 
8（日）鐮田茂雄著，黃玉雄節譯，〈《華嚴經》的構成和思想（續）〉，《五臺山研究》2，頁 9-15。 
9 陳琪瑛，〈試論華嚴精神的藝術形式之建構〉，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八）。 

http://tag.blog.sohu.com/Èë·¨½çÆ·µÚÈýÊ®¾ÅÖ®Ê®°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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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那麼這些華嚴藝術特徵就變成了空中樓閣。幸而，我們可從米芾書法作品

中感受到華嚴藝術手法之運用。 

三、米芾與《華嚴經》的淵源 

有宋一代，佛教興盛。禪律、天臺、華嚴等各宗皆從會昌法難、世宗滅佛中

重新興起。宋代是中華傳統文化與佛教深入融合的時期，佛教的影響深入到社會

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其時的文人士大夫均以研讀佛經佛典為修身之道；以尋訪

高僧、叢林問禪為時尚，而米芾更是在其一生中始終與佛教不棄不離。 

北宋畫家蔡肇在米芾往生後曾撰寫《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岳先生墓誌銘》10，

生動傳神地記錄了米芾之生平及由少小直至謝世與佛教結下的緣分。其中記敘：

「少與禪人摩詰遊，詰以為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11表明米芾從小就隨

禪師摩詰遊學，深悟佛理。到晚年行將過世之際，安詳無懼，寫下有倫名偈。史

籍中關於米芾坐化的記載頗多，如程俱《北山小集》12卷十六述：「將沒，預告郡

吏以期日，即具棺梓，置便坐，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

期，留偈句，自謂來從眾香國，其歸亦然，畀歸，葬丹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

民國《襄陽縣誌》13卷六《人物‧耆舊》載：「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

請坐。及期，召郡僚，舉拂示曰：『眾香國中來，眾香國中去。』」眾香國乃《維

摩經·香積佛品》中所述香積如來之淨土，足見米芾視佛教為最終歸宿。 

米芾享壽 57 歲，在這並不算長的生涯中，卻創作了大量的涉及佛教的詩文書

畫作品。像〈方圓庵記〉、〈文殊〉、〈十八羅漢贊〉、〈正六譯（波羅密經）序〉、〈天

衣懷禪師碑贊〉、〈焦山普濟禪院碑贊〉、〈書海月贊跋〉、〈黃龍真贊〉、〈米元章書

山谷大悲證贊帖〉、〈臨化偈〉、〈法華台詩〉、〈跋頭陀寺碑〉、〈明道觀壁記〉、〈多

景樓詩〉等等。其晚年所書之〈私居帖〉，其中有言：「私居杜門，以禪悅為樂。

彥舟去後，不聞左右動靜，鄉風永懷，不能已已。臘寒，比日官況何如？門中上

下均慶！去歲之念，必少弭忘，聞其素屬疾，非小兒五日間忽然不見者，幻法有

如是，不以禪悅，何以為遣？」更是道出了他與佛教如影隨形、切骨入髓的關係。 

                                                 
10 見江蘇鎮江鶴林寺之〈鶴林寺志〉。清道光年間楊棨所修之《京口山水志》卷 6，頁 37 收該文，

名〈米元章墓誌銘〉。 
11 李覺輝，〈試論禪宗思想對米芾書畫藝術獨特成就的影響〉，頁 30-31。 
12 民國二十三年王雲五將《北山小集》40 卷，重版裝幀為 10 冊，刊行於市。 
13 《襄陽縣誌》民國石印本。 

http://baike.baidu.com/view/702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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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居帖〉 

米芾自幼勤奮好學，且聰慧善讀，其六歲能背詩百首，八歲學書法，十歲摹

寫碑刻，小獲聲譽。他讀過許多的佛經 14，包括《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

《華嚴經》、《圓覺經》等，精通佛家理念。正因為他佛門底蘊深厚，才能夠與佛

門大德談禪論道，才可能將佛言禪語嫺熟運用、信手拈來。然而哪部佛經對他影

響最大？該問題史上雖無記載，但能夠通過對米芾個性特點與各佛經內容的分析

而推測。 

米芾，性格落拓不羈，是一位不諧流俗、張揚個性而不受禮法束縛的狂狷之

士，世人謂之「米顛」。米芾摯友黃庭堅認為15：「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

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

其詩名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反

映出其「顛」僅為引起世人的注意，而蘊含於「顛」之表像下的是對藝術、對文

學的癡迷。 

與其它佛教經典勝談空無、論述繁複不同，《華嚴經》以法界緣起為基點，以

菩薩行和毗盧遮那崇拜為中心，展開神奇美妙、富麗堂皇、光彩奪目、色澤斑斕

之妙有世界。在《華嚴經》各品中，以《入法界品》文學色彩最為濃厚。渥德爾

《印度佛教史》16 盛稱此品云：「《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17是一本文學佳作，

是一切大乘經中最值得讀的，差不多可以說是唯一一本照實際計畫組織得很均衡

的藝術作品。循序漸進引導讀者向前，而嚴肅的散文風格使人印象深刻地與包孕

                                                 
14 馬建梅，〈佛教對米芾書畫藝術的影響〉，南京航空航太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15 魏平柱，〈米襄陽〉，《襄陽日報》，2014-03-26 
16［英］渥德爾著，王世安譯，《印度佛教史》。商務印書館，2000 年。  
17 即般若三藏所譯之《大方廣佛華嚴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相當於八十華嚴《入法

界品》。 

http://www.artxun.com/tag/50/beike-248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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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整個宇宙及其不可思議本性的景色保持一致。精細的描寫，豐富的比喻，和形

象化的語言，標誌著這是一部藝術作品。」18由米芾灑脫不羈、詩酒山川、好奇求

異、酷好文藝的個性特點，《華嚴經》必定深受米芾喜愛，而從米芾書法創作的特

徵來看，也處處浸潤著華嚴藝術的因數。 

四、華嚴藝術在米芾書法上的體現 

華嚴藝術思想對米芾書法創作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從米芾的書法作品中，

可以看到華嚴藝術的表現方式已被恰到好處地融入到書法創作過程之中，構成米

芾書法的三大基本特徵。 

（一）圓融 

圓者周遍完滿，融者通和無礙。「圓融」，即將不同乃至對立的東西融合在一

起。米芾書法藝術的「圓融」特徵十分突出，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1.筆法墨法圓融 

《海岳名言》中談及的「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之筆法墨法，

只能由「圓融」而獲得。「穩」與「不俗」，「險」與「不怪」，「老」與「不枯」，「潤」

與「不肥」均為對立的兩種狀態，要使這些對立的狀態同時表現出來，需要進行

圓融化處理，即尋找兩者的交集，並加以拓展，使得它們既有共同點，又保留各

自的特性，達到變化中的和諧統一。米芾結字賦形，往往從看似不經意中顯示出

高妙的技巧。露與藏、肥與瘦、疏與密、簡與繁、虛與實、聚與散、正與側、大

與小、輕與重、長與短等變化萬千，又在矛盾對立中見統一。這種「圓融」特徵

在 〈蜀素貼〉、〈清和貼〉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蜀素貼〉系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之一，書有米芾詩作八首，分別為五言古詩

〈擬古〉二首、七絕〈吳江垂虹亭作〉二首、七律〈入境寄集賢林舍人〉與〈重

九會郡樓〉各一首、五言古詩〈和林公峴山之作〉一首與七言古詩〈送王渙之彥

舟〉一首。〈蜀素帖〉用筆縱橫揮灑，寫法字字不同，有正有側、或曲或直、亦濃

亦纖，極盡變化之能事。〈擬古〉第一首詩運筆濃鬱含蓄，到了第二首，字形筆劃

轉向肥瘦相間、濃淡有致，現奇險之風。此後則筆法越見流暢灑脫，到第五首詩

〈和林公峴山之作〉，字體更顯纖細，筆勢更見挺拔，充分反映出圓融多種筆法之

特質。 

                                                 
18 馮國棟，〈八十華嚴《入法界品》文學意蘊及其對佛教造型藝術之影響〉，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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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素貼〉 

〈清和帖〉是米芾的精品之一，此貼用筆輕重形成對比，大量運用欹側法，

使各左欹、右側、上欹下側和左欹右側之字形恰到好處地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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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和貼〉 

2.多種風格的圓融 

米芾自敘：「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

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米芾在〈自敘帖〉中曾說：「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

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於歐，乃學

歐。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學之最久。又慕段季轉折肥美，八面皆全。久

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並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鐘方而師師宜官，《劉寬

碑》是也。篆便愛《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

其書壁以沈傳師為主，小字，大不取也。」 歸結米芾學書歷程，可發現其曾取法

於漢、晉、唐、宋一系列大家。有漢之師宜官；晉之二王，唐之顏真卿、柳公權、

歐陽詢、褚遂良、段季展、沈傳師、懷素、羅讓；宋之周越、蘇舜欽、蔡襄等諸

多大家。19 

在轉益多師的過程中，米芾將王羲之的清潤，王獻之的神爽，歐陽詢的險絕，

柳公權的挑剔，顏真卿的雄肆，褚遂良的流轉等各種風格圓融於自己的筆下。我

們往往可以在同一貼中欣賞到米芾書法的風格跨度。〈臨沂使君帖〉為致臨沂使君

書劄，系米芾代表作之一。此帖前兩行為行書，後兩行卻變為連綿大草。第四行

為受信劄者，故與第三行空約一行位置，從而形成了豐富多變的章法。該由行而

草的大跨度，形成了整體章法上的形式對比的豐富性，造就了其作品的精彩絕倫。 

                                                 
19 楊吉平，〈米芾〉，《美術報》，2009-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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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沂使君貼〉 

(二)含攝 

含即蘊含，攝即攝入。「含攝」是事物相互包容的一種狀態，并成為米芾書法

創作的主要特徵之一。米芾有言：「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20 20 世紀

書壇名宿沙孟海注釋說：「指寫大字運筆結體要與寫小字一樣從容，寫小字運筆結

體要與寫大字一樣鋒勢備全」21。即要使大字能有小字的精到，小字也要有大字的

恢弘，使得「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互為含攝。 

〈向太后挽詞〉是米芾著名的小楷行書作品，其用筆古雅圓潤，結字寬綽活

潑，堪稱「小字如大字」的典範之作。米芾曾說：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

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22，以至今日米芾的小字作品，並不多

見。 

 

 

 

 

 

〈向太后挽詞〉 

                                                 
20 米芾，《海岳名言》，頁 361。 
21 沙孟海，《沙孟海論書叢稿》，頁 143。 
22 米芾，《海岳名言》，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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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認為要達到「小字如大字」的境界並不困難，但是要讓「大字如小字」

則是一般書家無法突破的瓶頸，其要訣在於結字和用筆。首先，字形布白必須自

然，不能為了讓字形看起來大小一致，而刻意縮放。 

位於鎮江焦山摩崖石刻中的宋刻〈米芾摩崖題名〉展示了「大字如小字」的

風采。其為米芾與甘露寺仲宣法師、金山寺法芝和尚一同觀看〈瘞鶴銘〉留下的

題名石刻。所書內容為「仲宣、法芝、米芾、元佑辛未孟夏觀山樵書。」 

 

 

 

 

 

宋刻〈米芾摩崖題名〉 

（三）通達 

通達，即在進行書法創作時各個方向均可出筆，縱橫揮灑、八面出鋒。米芾

書法創作中的「通達」特徵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 

1.刷字 

米芾稱自己是刷字。何為「刷」？一是指運筆迅捷、勁健、沉著。二是指八

面出鋒。所謂「八面出鋒」是說用筆時各個方向都有起倒提按的動作，筆法各處

都顯露鋒芒。縱觀米芾各時期的作品，無不體現了「刷」字的特點。〈苕溪詩〉貼

中筆筆不同、粗細變化的字跡，是「八面出鋒」筆法恰到好處的詮釋。  

〈苕溪詩帖〉 

http://baike.baidu.com/view/693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8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967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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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倒插筆 

倒插筆，指不按筆順寫字。反映出一種突破秩序的束縛，達到通達無礙境界

的藝術思想。米芾的書法代表作〈研山銘〉，脫離前人書法規則的約束，用筆取勢，

進退裕如。猶如龍躍淵，駿馬得禦，可與王羲之的〈蘭亭序〉並稱為漢字書法雙

璧。當代古書畫鑒定家徐邦達仔細觀摩〈研山銘〉後，認為帖子上的「龍」字，

是倒插筆。23 而米芾全集上有 6 件帶龍字的作品，都是倒插筆。這也成為鑒定米

芾真跡的一個重要方法。 

 

                      〈研山貼〉 

 

                    

                      〈研山貼〉中的龍字 

 

 

 

                                                 
23 唐平，〈文物專家易蘇昊懷念徐邦達：造詣極深記憶力驚人〉，《京華時報》，201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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