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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印谱«安拙窝印寄»综考

□莫俊∗

　　摘要　清代著名鉴藏家汪启淑所编印谱«安拙窝印寄»海内外仅存３部,具有较高的版本价

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本研究以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对象,从编者传略、书名来由、文献形

态、体例内容、版本著录、序文考录、递藏源流、版本特色、文献价值、印学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证.
关键词　安拙窝印寄　印谱　汪启淑　暨南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４

«安拙窝印寄»(下文简称«印寄»)是清代首屈一

指的玺印鉴藏家、出版家汪启淑生前编印的最后一

部印谱[１],成书于清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海内

外仅存３部,分藏于西泠印社、暨南大学图书馆和吉

林大学图书馆.３部«印寄»同源异流,各具独特的

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郁重今先生«历代

印谱序跋汇编»就西泠印社藏本对文献形态和体例

内容作过简要述评.因西泠本首册上端残损过甚,
部分叶面印蜕及书序文字有所缺失,今就暨南大学

图书馆藏本进行多角度考察.

１　汪启淑传略

汪启淑(１７２８—１７９８年),字慎仪,号秀峰,又号

讱葊.安徽歙县绵潭人,经营江浙盐业,长居钱塘

(今杭州).清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捐纳入仕,历
任户部山东司员外郎、兵部职方司郎中、工部都水司

郎中.汪氏酷爱收藏金石古玩,尤嗜印章,自称“印
癖先生”.平生致力搜求古今公私玺印,广交印人,
延请包括林皋、丁敬、黄易、张燕昌、邓石如等名家在

内的数百位印人为其治印,并将所藏古今印章汇编

成谱数十种.汪氏“藏印之多和集谱之多,可谓空前

绝后,只此一人”[２].所编«飞鸿堂印谱»为古今印谱

典范,所撰«续印人传»更称印学奇葩.汪氏亦是藏

书家,杭州有“开万楼”,绵潭有“御书楼”.乾隆修

«四库全书»,汪氏先后两次献书６００多种[３],«四库

提要»著录２５６种,«四库全书»收入６４种,为全国献

书四大家之一,乾隆皇帝亲赐图书并题诗褒奖.汪

氏工诗好文,早年入南屏诗社,与社员交往密切,深
受诗社前辈厉鹗、杭世骏、丁敬等人的垂青.著有诗

集«讱庵诗存»«于役新吟»«酒帘唱和诗»及笔记«水
曹清暇录»«焠掌录»«小粉场杂识».汪氏亦重刻书,
所刻«新集古文四声韵»«说文解字系传»«撷芳集»等
皆校刊精审,享誉学林.

２　«印寄»书名考

古代印谱书名一般以编者字号堂室附加“印谱”
二字命名,汪氏谱名却别有特色:一是不同印谱冠以

不同名号,几不重复;二是在“印谱”之外,创造了诸

如“印存”“印始”“印类”“印粹”“印外”“印余”“印零”
“印醇”“印娱”“印勺”“印忆”“印寄”等多种别称.当

代藏书家韦力先生亦赞道:“亏他想得出这么多字

眼.”[４]汪氏一生编谱数十种,每一谱名皆用心定,各
有寓意,«印寄»书名便颇具蕴意.汪氏故里建有绵

潭山馆,其中有七十二景,“安拙窝”即其一.“安拙”
语出«禽经»:“鸠拙而安.鸠,鸤鸠也.‹方言›云:
‘蜀谓之拙鸟,不善营巢.取鸟巢居之,虽拙而安处

也’.”[５]欧阳修«班班林间鸠寄内»:“易安由寡求,吾
羡拙之佚.”[６]张骞«鸠巢诗»:“拙者安拙,巧者爱自

磨.”[７]汪氏自比鸤鸠,养拙于“窝”,寓抱朴藏巧、守
拙处安、难得糊涂之意,这也是中国古代士人追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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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处世之道.«印寄»魏序:“其名之曰寄者,凡印

皆其寄托.坡公云‘所以寄所寄也’.”苏东坡«清风

阁记»:“所谓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谓阁者,汝之

所以寄所寄也.”[８]推而论之,“印寄”之“寄”亦有两

层意思:一是情志寄托于印章,二是印章寄托于印

谱,故«印寄»乃汪氏情志之“所以寄所寄也”.而

“寄”与“窝”之配伍又暗含另一层寄托:人之情志寄

托于身体,而身体寄居于窝中,恰如鸤鸠寄托于鹊

巢.“印寄”二字用作谱名始于汪氏,继踵者有赵之

琛«退庵印寄»、李佐贤«得壶山房印寄»等.

３　«印寄»装帧、版式及内容概况

此书４册,四眼线装,开本高２４．３厘米,宽１３．５
厘米.粟黄色书衣,上戳“善本”宋体字红印.首册

夹有红框墨字书签:“书名:安拙窝印寄;编号:乙;册
数:４,售价:５．００”.各册首尾均各配以宣纸护叶,护
叶中插有铅丹防蠹纸.正文书叶用开化纸,每叶中

有棉连衬纸,书叶洁白光润,书本坚韧厚实.整书外

观如图１.扉叶刻楷体书名“安拙窝印寄”,四周单

边黑框.扉叶后为书序凡３叶,墨刻行草书.正文

书叶为墨色版框,四周双边弧角,框高１６．８厘米,宽
１０．３厘米.版心上部有黑鱼尾,上刻宋体书名“安拙

窝印寄”,下刻篇目及卷次,书口下方刻印叶码.各

卷卷端首行为手写书名卷次,次行下书“讱葊汪启淑

鉴藏”.各卷末题写书名及卷终字样.正文各叶前

半版钤以印蜕,后半版留白.每叶钤１—４印不等,
印蜕朱白相间、排布有序,各印下方或左方注以手写

楷书释文.卷一端如图２.«印寄»全书凡８卷１６０
叶,收录印作４３４方,印文以历代诗词文赋、吉语格

言为主,间收汪氏之名号印、室堂印、鉴藏印及落款

印等身份印.

图１　整书外观

　
图２　卷一卷端

４　«印寄»版本著录问题

关于«印寄»版本,各类书目普遍著录为:清乾隆

五十四年刻钤印本.«‹中华古籍总目›著录规则»对
“刻钤印本”有如下说明:“原先刻有序跋、注释文字

而后钤印者,可称‘某某刻钤印本’.”[９]从编印方式

上看,«印寄»的序、版框是刻板刷印的,印蜕是原印

钤盖的,但印蜕释文为手写,各卷端、末的题名亦为

手写.从份量上看,印蜕是主体,释文次之,版框和

序属于附加内容.“刻钤印本”的概念只关照到了

“刻”和“钤”,却未体现其中大量的手写释文部分,尚
欠妥当.故宜在“刻”“钤”之外加上“写”,称为“刻写

钤印本”.之所以称“写”而不称“抄”,因为钤印本多

为藏家自钤自注,为原创性著述,而“抄”须有底本为

据.西泠学者孙向群也指出钤印本中“刻”“写”结合

的现象,所 举 «范 氏 集 古 印 谱»之 例 与 «印 寄»相

类[１０].另外,«‹中华古籍总目›著录规则»指出:版
本著录项应包括出版年、出版者、出版地、版本类型

等[１１].私刻之书,出资人、主持者即为出版者,其姓

名及室名堂号可一并著录[１２].目前,各类书目关于

«印寄»的版本著录缺出版者一项.综上所述,«印
寄»版本宜著录为:清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新安

汪启淑刻写钤印本.推而广之,诸如«印寄»这类,印
蜕为原印钤盖,释文为手写,版框序跋为刻版的印

谱,版本类型应著录为“刻写钤印本”.

５　魏攀龙序及相关史料考订

魏序虽短短２７０余字,但对«印寄»之命名及成

书、汪氏生平、编谱情况及汪魏二人关系均有涉及.
«历代印谱序跋汇编»录有此序,因底本残损,所录序

文中有十数处文字脱误.现据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将此序校补迻录如后.按,加框文字为«汇编»脱误

之处.

驾部汪秀峰七兄,与予道义 订 交,几四十

年.知其素有印癖,搜 孴 秦汉图章,已成«集古

印存».复徧访时贤,汇为«飞鸿堂印谱».他如

«汉铜印丛»«退斋印类»«古铜印藂»«秋室印粹»

«褏珍印赏»«春晖堂印始»«武夷 胜景»«静乐居

印娱»«归去来辞印谱»«临学山堂印谱»«戒淫歌

印谱»«秋室印剩»«锦囊印林»«阴骘文印谱»«悔
堂印外»«黄杨印零»«听泉精舍印谱»«居易庵印

醇»«印忆»«国香 楼 »«印勺»«西干十景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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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共二十四种.卷帙宏富,编辑精当,士林 争

购,几于珙璧同珍,可谓超古轶今矣.顷又以

«安拙窝印寄»八 见示.询之,窝为绵潭山馆

七十二景之一,其名之曰寄者,凡印皆其寄讬,

坡公云“所以 寄所寄 也”.然则«印寄»一书,作

秀峰 续谱观也可,即作秀峰 诗古 文稿观也亦

无不可.是为 叙 .时乾隆五十有四年已酉七

夕,嘉禾 同学愚弟魏攀龙拜手.

序中“驾部”是尊称其官职,汪氏曾任兵部郞中,
驾部为时人对兵部的别称.“七兄”之称更透露了汪

氏之家族行第.“道义订交几四十年”“同学”则体现

二人在学问品行上砥砺相交之久、情谊之深.序中详

列汪氏２４种印谱,是了解汪氏编谱情况的一手资料,
其中数种印谱亡佚并为各类书目缺载,而谱名所涉及

的堂室地名亦是与汪氏生平相关的重要史料.序中

评价汪谱之褒辞如“卷帙宏富”“编辑精当”“士林争

购”“超古轶今”等,反映了汪氏编谱质量之精、数量之

多以及传播情况.“凡印皆其寄讬”解释了«印寄»书
名之来由.“续谱”“诗古文稿”之称则指出其编辑思

路和内容主题.序末落款时间提示了«印寄»成谱时

间,各类书目著录皆据之.序中谱名之“国香楼”非汪

氏室名,而是其妻胡佩兰之室名.“佩兰,字畹芳,号
国香,江苏太仓人,原籍休宁,歙县汪启淑妻.幼攻经

书,能小楷,十五归汪,教以画兰竹,习声诗.”[１３]以国

香楼名其谱,足见对佩兰之宠眷.尤值一提的是魏氏

序末钤有二印:“魏攀龙印”“江州司马”,如图３.“江
州司马”用的是白居易贬谪江州(九江旧称)司马之

典.魏氏曾官江西九江府同知,故借典自谑.

图３　魏序末叶

　
图４　魏序叶一

以序中所列２４种印谱名目为基础,系以相关书

目文献的调查,可将汪氏平生所编印谱之数目作一

总结.目前关于汪氏编谱数目有２７、２８、３０种等说

法.嘉庆«松江府志»称汪氏编谱共２７种[１４],但未

详列名目.郁重今先生在西泠本魏序２４种之外,增
补«印寄»«汉铜印原»和«武夷名胜»３种,认定为２７
种[１５].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称汪氏所辑印谱

达２８种,但仅列２４种谱名,其余４种未列名目[１６],
所列２４种悉依郁氏.吴林在郁氏２７种的基础上,
又增补«时贤印谱»«枕宝印粹»«飞鸿堂印余»３种,
计３０种[１７].因«松江府志»未列名目暂不讨论,单
就郁、韩、吴的统计而言,皆有一个失误.三者皆以

西泠本«印寄»魏序为依据,而西泠本序文残损,２４
种谱名文字有多处脱漏.郁先生«历代印谱序跋汇

编»在录此序时,将残缺字以“□”代替,其中“□□胜

景”之谱名,西泠本缺二字,暨图本未缺,为“武夷胜

景”(如图４).«武夷胜景»实则与郁先生于２４种外

增补的«武夷名胜»为同一书.故郁先生统计的２７
种重出１种«武夷胜景»(或称«武夷名胜»),减去后

计２６种.同样吴林统计的３０种亦应减去１种,计

２９种.就目前资料来看,汪氏所编印谱应有３０种.
除魏序所列２４种之外,可再增补６种.一为«飞鸿

堂秦汉印存»,«中国印学年表»著录乾隆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年)汪启淑辑«飞鸿堂秦汉印存»１０册[１８];«中
国书画艺术辞典»有详述:“此谱所录为汪氏收藏古

印,其中官印七十方,私印及肖形印、吉语印五百方,
共计五百七十印,每面钤二印.”[１９]二为«飞鸿堂印

余»,«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稿本１２卷,重庆图书

馆藏[２０].三为«汉铜印原»,«善本书目»著录清乾隆

三十四年刻钤印本１６卷,上海图书馆藏[２１].四为

«枕宝印粹»,«安徽文献书目»著录清拓本四卷,安徽

省博物馆藏[２２].五为«时贤印谱»,«中南、西南地区

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著录 ４０ 卷,已

佚[２３].六为«印寄».

６　«印寄»鉴藏印考录

«印寄»共有鉴藏印６方.魏序首叶(图５)首行

下钤有朱文方印“身行万里半天下”,其上有白文方

印“眉伯过眼”,版框外右上角钤有朱文竖长方印“太
平人”.魏序末(图３)钤有粗边朱文方印“江州司

马”,其下有白文方印“魏攀龙印”.卷一卷端(图２)
框右下角钤有白文方印“奏廷曾阅”.卷四终钤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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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印“友鹤金石”.卷八终(图６)亦钤有“友鹤金

石”和“眉伯过眼”二印.

图５　魏序序首

　
图６　卷八末叶

“江州司马”和“魏攀龙印”二印位于魏序末(图

３),印色一致,间距适当,互为呼应,属同一人之印,
印主为魏氏.魏攀龙,号松涛.乾隆丙子举人,己丑

科中书,历官江西进贤、信丰知县,署南昌九江府同

知,代理通省督粮道事务[２４].按,此二印为暨图本

独有,西泠本序末无此二印.汪氏同魏氏交善,请序

于魏,书成赠魏氏一部,魏氏遂于序末钤印以示

所撰.
“身行万里半天下”和“友鹤金石”二印皆钤于版

框之内,前者钤于序端版框右下(图５),后者钤于卷

八末版框左下(图６),二者印色相同,位置都在版框

下部空白处,属同一人之印,且钤盖较早.经考,印
主为:朱邦经,号友鹤,嘉兴人.乾隆己亥举人,官杭

州府训导.生平深于经学,喜精研金石文字,著有

«铭拙吟钞»[２５].
“眉伯过眼”钤于序端版框内(图５),在“身行万

里半天下”之印上,且距之稍远,印色稍淡于后者,综
合位置及印色看,应晚于“身行”一印;“太平人”一印

钤于序端版框外右上(图５),印色与“眉伯过眼”一
致,二印应属同一人.经考,印主为:董正扬,字眉

伯,号昙柯,泰顺人.嘉庆壬戌进士,官大庾知县,有
«味义根斋诗稿»[２６].

“奏廷曾阅”一印钤于卷一端版框外右下(图

２),印色与以上各印皆有区别,位置与以上诸印亦无

关联,应晚于以上各印.经考,印主为:陈其锐,字奏

廷,其锟从弟.少好学,应试不售,出为幕客,精治钱

谷.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户部谘行清厘,巡抚叶

名琛属其锐治其事[２７].

７　«印寄»的版本价值

«印寄»的版本价值可从善本的 “三性”角度

考察.

７．１　«印寄»的历史文物性

«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１部分:古籍»三
级甲等古籍定级标准中针对印谱专列一条:“清代著

名收藏家钤印的集古印谱、名家印谱”[２８].据此«印
寄»定级为三级甲等.其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
年),出版时间较早,足称旧本.存于海内外者仅３
部,流传稀少,可谓珍本.“旧本”和“珍本”是其历史

文物性的集中体现.钤印本不如刻本那样可进行生

产性批量刷印,制谱需用上佳的印泥和印纸.钤印

又需诸多技法的讲究,蘸泥的多少、钤压的轻重、印
图的排布都要进行艺术上的斟酌,每为一钤都要三

思后落印.钤印本的制作属于艺术出版,需要极具

印学素养的专人来实施,其时间成本、材料成本、智
力成本都较普通刻本要高,传本数量必然有限.另

外,刻本古籍的板片若干年后如保存完好,还可以再

行刷印出版,但钤印本却几无这种再版的可能,因为

经年累月之后,印章或磨损、或毁坏、或散失,无法原

版再现.汪氏殁后所藏印章皆散失殆尽,«印寄»已
不可能通过原印再钤的方式再版,只能依靠数字影

印技术实现再生.

７．２　«印寄»的学术资料性

从文献形态上看,暨图本«印寄»保存状况良好,
没有因老化、虫蛀、霉蚀、污渍、撕裂等造成书本形态

的破损和文本内容的缺失.«印寄»以多层毛边纸托

裱形成硬实书衣,各册书首尾护叶中均插有防蠹纸.
全书用质量上乘的开化纸,书叶中还夹配棉连衬纸,
如此先天优势使其在历经２６０多年后仍保持为全

本.«印寄»作为印谱类文献,其选印得当、钤印有

序、用泥讲究、印图清晰.每一印蜕旁皆标注释文,
释文楷书工整,字释准确,几无舛讹,实属精本.«印
寄»既全而精,能够为读印者呈献完好的书品形态、
完整的印谱内容、精美的印蜕图像和准确的印章释

文,便于观摹和鉴赏.从文献内容上看,汪氏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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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寄»具有多学科的学术价值,涉及文献学、版本

学、篆刻学、出版学等领域,对研究乾隆时期的印学

理论、印坛人物、治印风气、篆刻水平、印谱出版以及

汪氏生平事迹具有重要资料价值.从衍生性版本特

征看,«印寄»传本有３部,目前能看到的有西泠本和

暨图本.二本相比有多处衍生性版本差异:一是册

数不一,西泠本装为８册,一卷单为１册;暨图本装

为４册,两卷合为１册.二是魏序末有无钤印,暨图

本魏序末钤有魏氏“江州司马”“魏攀龙印”二印,西
泠本魏序后无此二印.三是鉴藏人不同而显示不同

的流传轨迹.西泠本钤有“梁清眼福”“鲁盦所藏”二
印[２９],可知此本曾经清代收藏家梁清鉴藏,后为现

代篆刻家张鲁盦所得,最终捐藏西泠印社.暨图本

钤有“身行万里半天下”“眉伯过眼”“太平人”“友鹤

金石”“奏廷曾阅”诸印,加之魏序后的“魏攀龙印”
“江州司马”二印,计共７印.同一版本因递藏不同

衍生出各自独特的版本特征和价值.

７．３　«印寄»的艺术代表性

钤印属于篆刻艺术,钤印本古籍属于艺术文献,
考察«印寄»的版本艺术特色,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７．３．１　版面文字

版面文字包括钤印文字和注释文字.钤印文字

在文献记录职能之外,更多展现的是书法篆刻的艺

术美.展卷«印寄»,阵阵浓郁的金石气息涌动而来,
印文笔法的方圆曲直、轻重肥瘦、诘屈欹正、虚实断

连,刀法的起伏迭宕、退涩藏露、清峻腴美、刚劲爽

辣,章法的匀停方整、疏实相生、满缺离合、参差错

落,印章文字的线条美和构形美洋溢于纸里行间.
各类印风异彩纷呈、应接不暇,既有古玺的艰深诡

奇、摹印的精妍秀丽、缪篆的端庄工稳,又见鸟虫的

精雕繁饰及杂篆的怪诞莫测,呈现出乾隆中后期浙

皖地区文人篆刻的风格与气派.«印寄»中每一印章

都附有释文.释文为馆阁小楷,用笔丰润、飘逸婉

转、粗细相间、方圆并济,结体平稳、间架匀称、大小

合一、满格而止,章法端雅、中正堂皇、间距疏畅、纵
横均齐,墨色爽朗、浓淡相宜,尽显清代馆阁体之气

质与法度,为版面增添了浓郁的书法气息.印文篆

刻与释文书法,一主一辅、古今相援、朱墨生辉,造就

了«印寄»的版面文字艺术特色.

７．３．２　版式行款

首先为印蜕排布方式,包括印蜕数量,印蜕形

状、大小及朱白的搭配,印蜕同版框、叶面比例的协

调及留白等.«印寄»中印蜕的排布方式为:一版之

内的印数大印则一,中印则二,小印则三四.大小相

间,不局不疏,错而不乱,参差相宜.二印者皆一朱

印配一白印,位置或上或下、大小相当;三印者多为

二小印配一大印,位置或右一印左二印,或左一印右

二印,或上一印下二印,印色皆二白印配一朱印,偶
见三白文印者;四印者皆二朱印配二白印,朱白相

间,大小错落,交相呼应.印与印间的留白、印同版

框间的留白、印同释文间的留白皆恰如其分,不因印

少而显疏松,不因印多而觉紧促.方印之外间杂多

类物形印面,文字印之外掺以肖形印,以调节版面图

文排布的节奏,避免一律.其次是印章释文的书写

行款,包括释文书写位置、字体大小以及同印图比例

的协调等.«印寄»中释文多写于印蜕下方,四字以

内作单行,五字以上作两行或多行.当叶面仅有二

印作上下排列,或仅有一竖长方印时,释文均写在印

蜕左方.各卷首末叶中,为避免同题名文字冲突,无
论印蜕多少,释文均在下方.释文字形大小均等,字
距匀称,行距疏朗.单行释文沿印蜕中线而写,双行

则居于中线两边,多行亦排列均齐.一版之中不同

印蜕释文虽“各为其主”,但亦保持上下均齐,或单行

对齐单行,或双行对齐双行,或单行齐居于双行之

间.在印蜕参差错落的排布之中,释文的存在又为

之掺入了稳定均衡的元素,使版面平添和谐静谧的

感受.再次为版面的色彩搭配.色彩多样是印谱的

版式特色之一.«印寄»作为钤印本,以白纸为底托,
以朱印为主色,以墨书为辅色,红色鲜明亮丽,白色

宽缓舒畅,黑色沉实穆重,三色相依、相衬而相制,共
同营造出丰富和谐的版面色彩.另外«印寄»每一叶

前半版钤印,后半版留白.一是为避免展卷时某叶

前半版与前叶后半版的版面并立而形成冲突,造成

版式布局的杂揉和感观混乱;二是因为钤印本为蘸

泥盖印,泥中有朱砂和印油,日久会渗透纸背,如果

一叶前后两版都钤印,当书本闭合时,一则某叶前后

二版的泥油会互相渗透而影响,二则某叶前半版与

前叶后半版印蜕的泥油亦会相互接触摩擦而污损印

面.半版留白是钤印本普遍采用的版式,也是区别

于刻本印谱的版式特征.

７．３．３　刻印方式

从篆刻来看,文人治印先写篆于石,讲求书法

美,后操刀刻石,力求刀法美,写、刻均由印人独立完

成.同普通刻本刻字的生产性相比,钤印本的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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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艺术性刻字,字法、章法、刀法都一脉相承、独具

匠心.«印寄»中４００多方印均为汪氏通过邀印和购

求方式获得.其“间关四方,访精于此艺者,辄与定

交,得一佳印,胜于得官.宗不一家,要归浑厚”[３０].
所邀印人均为“国朝现在名手”,并与之“虚心商榷,
方始奏刀”[３１].«印寄»所集印作多为颇有造诣之印

人所刻,篆刻品质较高,又因“宗不一家”,故印作之

艺术风格异彩纷呈.
从钤印来看,钤印技法是篆刻创作的收官之

作[３２],技法好坏直接影响印章艺术价值的实现.钤

印本是用原印蘸印泥捺印于纸,再装订成册,泥、纸、
钤三者共同决定印谱质量.«印寄»在钤印技法上颇

为讲究,谱中每一方印都精心钤盖,各印蜕印面端正

稳重、不偏不倚,印面线条泥量饱满,朱白分明.其

蘸泥均匀,小印泥不积污,大印泥不虚漏,朱文泥不

惹白,白文泥不犯字,钤捺之轻重缓急皆因印制宜,
能清晰感受印泥厚薄深浅的层次以及笔画粗细、断
连、虚实、损益的艺术变化,最大程度地传递原印的

形神,非行家里手莫能任之.
从用料上看,汪氏编谱均为原钤印谱,在用纸、

印泥等钤印材料上都不吝工本.«飞鸿堂印谱»凡例

云:印谱非特为文房赏玩之品,缘是不惜赀费,咸用

朱砂泥、洁越楮、顶烟墨、文锦函装潢之,非与射利者

所可同日语也[３３].此制谱理念在«印寄»中亦得到

贯彻.«印寄»诸印之泥色鲜亮而不妖,砂质饱润而

不燥,印油丰腻而不晕,艾绒碎韧而不露,三者配比

得当,通篇泥色纯一.«印寄»所用开化纸为清初名

贵纸种.“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雍正、乾
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

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３４]开化纸质坚韧

洁白,厚薄适中,汲墨性强而不洇,不易折毁耐久藏,
用于印谱既能较好适应钤印的压力与摩擦,又能映

衬钤印的色彩和质感,并适应释文的笔墨书写.
钤印本同活字本、套印本可进行比较.“活字与

玺印之间的‘亲缘’关系更近.单个活字实与一个单

字玺印无异,后世所用活字甚至也有将两、三个字组

成的常用词汇制成一个活字,则更与一般玺印无

异.”[３５]钤印本可看作艺术化的活字本,印章相当于

字模.只不过活字的刻制多用木铅,印章多用石材;
活字字体趋于实用,钤印字法注重艺术;活字用墨

刷,印章为朱钤;活字为排字成版用纸覆于版上刷

印,印谱为多个印章依次钤印于纸上;活字印刷为匠

工之生产技术,印谱制作为印人之艺术创作.钤印

本与朱墨套印相比,二者均为朱墨二色,前者以朱色

印蜕为主,墨色释文为辅,后者则以墨色正文为主,
朱色批注为辅;二者均为一纸二次刷印,套印本先用

一版片刷印墨文,再用另一版片刷印朱文,刻钤印本

先用版片刷印版框或释文,再用印章钤捺印蜕,二者

都不是一次刷印完成.

７．３．４　装帧形式

«印寄»正文每叶纸中均夹有棉连衬纸,以折口

衬[３６]的方式填入.一是为了使书叶厚实挺括有力.
«印寄»每册书仅２０叶,比之一般古籍轻薄得多,所
用开化纸又稍薄,如不用衬纸,整册书本就显得软

瘫,翻阅时易造成书叶粘连,既不美观也不利于书籍

保护;二是为避免前后两叶印蜕因纸薄透色而相互

干扰,加装衬纸则可以遮挡前后叶上的印色;三是防

止印油日久渗透而污染背面书叶,加装衬纸则可避

免.衬纸的作用与前述半版留白版式的作用相类,
二者是钤印本印谱在装帧上的共同特点.«印寄»装
帧上的另一特点是铅丹防蠹纸的使用.«印寄»每册

书封皮后、封底前都配有一张宣纸作为护叶,护叶中

插夹一张万年红纸.明清时期广东地区流行将万年

红作为防蠹纸,用竹纸加铅丹单面涂染而成[３７],既
可防虫,又能防潮,且历久不褪色,可作粤刊本或粤

装本的标志.«印寄»的防蠹护叶应是流传至粤后重

新装帧时加入的,对书本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８　«印寄»的学科价值

８．１　文献学价值

印章文本的文献学价值.«印寄»收录有汪启淑

的姓名字号印、室名堂号印、鉴藏印、落款印等私用

身份印.印文内容包罗万有,印主的姓名字号、室名

堂号、生年行第、家世里居、学行师承、仕途功名、治
学理念、藏书信条、志趣节操、人生态度等都可以从

中找到线索[３８].通过对汪氏用印的考察,获得其直

接可靠的生平资料,可补订现有文献阙误.汪氏室

名别号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收录最多,但
«印寄»所收“樵云叟”“病居士”“浪子官人”“灵石山

樵”“天池渔父”“真率斋”“滴翠楼”“此君居”“且留

轩”“吟香槛”等十数印中的室名别号就未见收录.
“秀峰珍藏”“新安汪氏鉴藏”“曾存开万楼间”等鉴藏

印又可补«中国藏书家印鉴»«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
著录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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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及流传印记的文献学价值.«印寄»魏攀龙

序蕴含的文献信息有:汪氏之字号官职、室名堂号、
家世行第、学术取向及著述成就;汪氏编谱之名目数

量、学术质量及传播情况;«印寄»的书名来由、编撰

思路、内容主旨、卷次篇目、成书时间;序作者魏氏之

籍贯官职、私人钤印及与汪氏之交游关系等,可补他

类文献之阙误.通过暨图本可校补西泠本因书叶缺

损造成的迻录失误.暨图本在递藏流转过程中所衍

生的收藏印章、戡记和书签等流传标记,为追溯并勾

勒«印寄»之递藏源流以及考察相关鉴藏人物提供了

直接依据,其中的藏书印材料还可充实现有藏书印

的资料库.
编撰体式及版本形态的文献学价值.印谱是融

合雕版印刷、篆刻书法、钤拓技艺、传统装帧等文献

生成方式而衍生的书籍类型,对于研究古籍编撰出

版具有重要价值.汪氏所编印谱数量之多、品质之

优、影响之大在印谱出版史上无出其右.其对印谱

书名不拘一格的创新,对古诗文专题印谱的推崇,对
印谱版本形态的发扬,皆为后世垂范.«印寄»在汪

氏所编印谱中具有独特的文献特征,其在版本上融

合了钤印、刻印、抄写三种出版方式,造就了古籍版

本中的刻写钤印本;手写释文印书合一、行款得宜、
朱墨相谐,提高了印谱的观赏价值;版内无线栏界

格,消除线栏对印图的干扰,增强叶面的空间感及印

图多样化布局的可能性;印蜕的遴选、搭配和排布在

自由活泼中又遵章守法;半版留白及加填衬纸,为书

本的鉴阅、美化与保护提供技术保障;纸泥的优选为

印章的钤拓及原印形神的完美传递提供物质基础.
«印寄»的版本形态特征,为研究印谱乃至古籍的刻

印、版本、版式、纸张、墨料、装帧提供了鲜活的标本.

８．２　印学价值

“站在篆刻史立场上看‘印谱’,我们会更多地关

注每一页上所刊载的印蜕内容,这是一个印学的视

角.”[３９]印谱的编撰客观保存了历代印章的遗迹,为
后人进行追溯、摹鉴和研究提供材料,其印学价值首

要表现在辑存历代印作之功.«印寄»为汪氏晚年所

编,所收多为晚年购藏之印,反映了其晚年的印章搜

求活动及藏印的数量、种类和品质.所收皆时人印

作,汪氏凭借雄厚家资和社会地位,遍搜古今名印佳

作,重金聘请印人为其篆刻.浙派始祖丁敬为汪氏

所刻“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一印,边款云其“不惜重

聘,延之家园,相与参订商榷集名人韵语,镌诸佳石,

悉合于古.海内高手大半皆出其门,诚所谓广厦千

间,使寒士欢颜,古今艺林中一大观也”[４０].«印寄»
保存了当时大量浙皖地区的印人印作,这些印作或

原印已佚,或未被著录,故其印作辑存之功愈见可

贵.汪氏的印章收藏活动、印人交游活动及印谱出

版活动,对促进清代流派篆刻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印寄»的编撰还反映了汪氏的编谱理念和印学

思想.汪氏是乾隆时期最富盛名的印谱出版家,其
编撰理念及印学思想对后世印谱出版有深远影响.
汪氏印学理念在«印寄»中亦得到贯彻.从印谱主题

看,«印寄»以谱名所谓“安拙”为题,寓抱朴藏巧、守
拙处安、难得糊涂之意.汪氏选印紧扣主题,印作之

印文涉及风物景致、世情咏怀、闲情雅兴、风骨涵养、
佛道哲言、俗话吉语等,辞意多与谱名蕴义契合并发

明之,是汪氏志向旨趣和品格性情的映照.印作在

篆法、刀法、章法上的创作亦旨在表现印文的意蕴和

意境,力求文印合一.读汪氏印谱,在欣赏钤印艺术

的同时,又能品读历代名文佳句,达到“玩物者可以

适情,游艺者亦堪畅志”[４１]之宗旨.从印作搜选看,
«印寄»体现了汪氏对印人、印作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的理念.既有名家圣手精工绝妙、纯熟稳练之作,亦
收初学新秀稚嫩朴拙、平俗庸媚之作.正是汪氏宽

容博大的印学思想,客观上保存了大量时人印作,为
了解和评价当时印坛治印的风气、水平及存在问题

提供了材料依据.陈振濂先生评价汪氏«飞鸿堂印

谱»“所收的可能有大量的平庸甚至俗气的作品,但
却不妨碍它成为一代名谱”[４２],«印寄»亦然.«印
寄»中绝大部分印作为汪氏通过印人邀刻、朋俦赠予

和直接购买所得,此外,汪氏还亲自参与印章构思和

创作,印作的创作手法和理念是其认同并推崇的.
正由于汪氏选印思想的不拘一格,各种篆刻字法、刀
法、章法的运用、变化和创造在谱中得到淋漓尽致的

展现,各类刻印风格异彩纷呈、应接不暇,呈现出乾

隆中后期浙皖地区文人篆刻的风格与气派,反映了

当时印人在篆刻创作上对旧习陈规的摈弃与突破,
对“印宗秦汉”古法宗旨的重新审视,以及对“印从书

出”“印外求印”等新法思路的开拓与尝试,为窥测清

代流派篆刻艺术从艰苦摸索走向复兴繁荣的历史脉

络提供了“管蠡”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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