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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序

香港西泠學堂自創辦以來，教學上以傳統的書法、中國畫、篆刻藝術為核心，弘揚百年

名社西泠印社提倡詩書畫印一體的宗旨；又因為與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結成緊密型辦學「聯合

體」，集團旗下擁有兩個同樣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老字號，在專業推廣上擁有別家無法比擬的

立體綜合優勢：一是有香港中華書局這樣的文史出版老品牌優勢，二是有香港集古齋這樣的藝

術品經營老品牌優勢；再加上西泠印社崇尚古典的「詩書畫印綜合（ 兼能）」與「重振金石學」

方面的專業優勢，共同整合到新創的西泠學堂這個載體，遂使得中國幾千年詩畫傳統，在商業

化程度極高的香港社會，有了一個很好的聚焦平台。這樣的機遇，有賴於國家總體上的文化政

策大格局；也有賴於香港聯合出版集團、香港中華書局、集古齋同仁團隊上下的強大合力，和

西泠印社百年以來致力於傳播中國文化始終不渝的堅定努力。幾千年悠久的文明熣燦，正是靠

一代接着一代的志士仁人所擁有的文化自信，文脈嬗遞，筋脈相連，承前啟後，推陳出新。作

為主體的兩家之所以能取得共識，努力推動創辦西泠學堂，並以之來推動中國書畫篆刻藝術

（ 它背後是偉大的中華文明）在海外的健康傳播與交流發展，所致力的正是這樣一個目標。

在這個宏大命題背後，其實包含了必須回應的三個難點。

一、知識模型——古典背景

西泠學堂立足於中國古代承傳五千年的詩書畫印傳統，它是非常「國學」的，或者說

是「國藝」的。這就決定了選擇在西泠學堂學習的學子們，必須要在中國文化這個根本上下

功夫。詩書畫印本來只是一「藝」，了解筆墨技巧、掌握形式呈現，能畫好畫寫好書法刻好印

章，就足以完成學業。現在很多書畫學塾或專門美術學校，也都是這樣的學習標準。但正因我

們的主辦方，是西泠印社、是中華書局、是集古齋，它們無論哪個品牌，作為傳統文化堅強堡

壘都持續了一百多年，至少也有六十年一甲子之久，都是在近代「西學東漸」時髦大潮中極有

文化主見和定力的逆行者。因此，西泠學堂推行詩書畫印課程，至少不必以西方藝術史與現代

派抽象派藝術或觀念行為藝術為主導。正相反，我們希望在商業化程度很高的香港澳門等地，

反過來推動本已不無寂寞孤獨的中國傳統藝術的弘揚光大，以技藝學習來「技進乎道」，進而

融為中華文明的教化，潤物細無聲，致廣大盡精微。更以主辦方的香港中華書局為文史類學術

出版的最大淵藪，出版各種經史子集古典詩文之書汗牛充棟，唾手可得，近水樓台，正足以取

來滋養書畫篆刻的學習者，從而以中國學問、中國技藝、中國思維的養成，浸潤自己有價值的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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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應用——海外視角

西泠學堂的開設，主要是為了滿足境外和海外的中國傳統文藝的學習和傳播的需求。這

意味着它不能套用內地各大美術學院或一般社會教學培訓機構的現成經驗。在內地的美術愛好

者和初入門者，一旦因喜愛而投入，對許多知識技巧規則的認知和接受，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

的當然之事。有大量印刷精美的畫冊字帖印譜環繞左右；又有各層級的藝術社團組織或相應羣

體，在不斷推進展覽創作觀摩活動；甚至還可以有穩定的師承與從藝同門即「朋友圈」；但在

境外的香港澳門，商業社會高度發達，導致文化比重降低而走向邊緣化，尤其是相比於西方現

代藝術挾外來之勢的中國傳統藝術，更是面臨長期的尷尬。因此，我們西泠學堂希望能以此為

契機，尋找直接面向海外的、針對詩書畫印傳統藝術進行教學的新視角新方法新理念。如果有

可能，經過若干年努力，在保存傳統精粹的同時，又使境外海外域外的書畫篆刻教學能與中土

的已有模式拉開距離，形成獨立體系——隨着西泠學堂在海外的不斷拓展，在中國港澳地區、

在東南亞、在日本、在歐洲如法德、在美國，這樣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大。從根本上說：中國書

畫篆刻藝術的走向世界和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環，西泠學堂必然會擁有自己的使命和

歷史責任；因為這本來就是清末民初我們第一代西泠印社社員們連結日本和朝鮮半島文化藝術

的優良傳統。既如此，香港西泠學堂依託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優勢、針對海外的獨立的書畫篆刻

教材編輯出版，就是十分必要而且水到渠成的了。

對中國書畫篆刻藝術走向海外，西泠學堂應該有自己的初心與使命擔當。教材的推出，正

是基於這一最重要的認識。

三、知識體載——教學立場

西泠學堂是學堂，以學為宗。這句話的反面意思是，它不是展覽創作，也不是理論研究。

展覽創作交流，有香港集古齋；理論研究出版，有香港中華書局。而西泠學堂就是教學、傳

授、薪火相傳，澤被天下，重塑文明正脈。尤其是在域外的傳統文化日趨孤獨，為社會所冷落

之際，更迫切需要我們的堅守，一燈孤懸香火不滅。王陽明曾有言：「所謂布道者，必視天下

若赤子，方能成功。」赤子者，喻學習詩書畫印者可能是零基礎，從藝術的「牙牙學語」一窮

二白開始。因此，教學者要有足夠的耐心不厭其煩。而教材的編寫，則是把教學內容和要求秩

序化。對一個著名書畫篆刻家而言，最終的作品完成就是結果。至於怎麼完成的過程，可以忽

略而毋須煩言；但對一個西泠學堂的教師而言，他必須要把已完成畫面的每一個環節和每一

個細節像剝筍一樣層層剝開，把要領和精髓分拆給學員看。在課堂裏呈現出來的知識（ 技巧 ）

形態，不應該是含糊籠統的，而必須是精確的和有條不紊的。尤其是凝聚成教材，更要有相

當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它肯定不是一個個孤立的知識點或技法要領教條，它是經過條分縷析之

後、形成次序分明的知識（ 技巧 ）系統。換言之，課堂裏教授的知識，不應該是教師隨心所

欲僅從一部《中國書畫篆刻大辭典》裏任意提取的孤立辭條內容；而應該是每一個教學程序中

不可或缺的知識（ 技巧 ）邏輯點——課題的分解、課期的分解、課程的分解、課時的分解，

一切都「盡在囊中」。教師依此而教，學生也可以依此來檢驗自己的學習效果甚至教師的教學

水平。我們想推出的，正是這樣的教材。

西泠學堂是一個新生事物。「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本身並不是專業教學機構而是一個充

分國際化了的藝術社團。但它有持續五六代的承傳，由它提出理念與方向，定位必高，品質必

精。而香港中華書局和集古齋則是出版和藝術創作展覽的名牌重鎮。它們對於在專業院校教學

以外的社會教學方面，以其雄厚的實力，又有西泠諸賢的融匯支撐，完全可以另闢蹊徑、獨樹

一幟。但正因為是社會辦學，也有可能在初期面臨培養目標不夠明確、教學方式不夠規範的問

題。如是，則一套「硬核」的教材，正是我們所急盼的。亦即是說，西泠學堂模式要走向五湖

四海，今後還要代表中國文明和文化走向七大洲四大洋，為長久計，書法、中國畫、篆刻的教

材建設是當務之急，是健康有序辦學的必要條件。

一是要編創完整成系統的有權威性的教材，二是要延請到能使用這些教材的優秀教師。教

材要提供基本的「知識盤」：一個領域，有哪些常識和重要的知識點？以甚麼樣的體系展開？

它的出發點和推進程序有甚麼環環相扣的因果邏輯關係？在這個物質基礎上，教師在教學現場

時又需要有怎樣的隨機活用又輕重詳略有序的調節掌控？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西泠學堂今天已

經面臨的嚴竣挑戰也必然是今後若干年發展的必然挑戰。

借助於香港中華書局的出版業務優勢，感謝趙東曉總經理的宏大構想、堅毅決心和專注

熱情的投入，我們共同策劃了西泠學堂專用的系列藝術教材。共分為中國畫、書法、篆刻三

個系列，陸續編輯出版。在今後，一套面向海外的、體系嚴整又講究科學性的中國傳統書畫

篆刻藝術教材系列，將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目標和學術目標，它的水平，將會決定、影響、

提升西泠學堂的整體教學水平。

陳振濂
2020 年 2月 22 日於孤山西泠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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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篆刻石材

由古至今，印材的種類奇多，有銅、金、銀、玉、象牙、瑪瑙、珊瑚、骨、犀角、牛角、

滑石等。元代王冕首創花乳石刻印，一改文人書篆印匠鑿刻的舊習，至明清篆刻流派開山鼻祖

文彭以後，文人篆刻家取石材自刻漸成風氣。而如今，上佳石材已成為人們競相收藏的珍品。

下面為適合於文人篆刻用的常見印材。

 壽山石

壽山石出產於福建省福州市北郊壽山鄉一帶，分布在福州市

北郊晉安區與連江縣、羅源縣交界處的「金三角」地帶。其石質

瑩潤、色彩斑斕，具稀有性、人文性的特點，深受藏家喜愛。壽

山石的礦脈分布範圍很廣，藴藏於羣山溪野之間，品種繁多，是

我國開採歷史最悠久、礦藏最豐富、品種最多的優質印章石。

壽山石的礦物名稱叫「葉蠟石」，按傳統習慣壽山石一般分

為「田坑」、「水坑」和「山坑」三大歸類。

田坑，是指壽山鄉一帶溪旁水田底所埋藏的零散獨石，主要

出產田黃石及田白、田黑石。因其質地温潤，色澤通透，自古以

來就受到王公貴族的寵愛，成為印石家族中的頂級名品。

水坑指壽山鄉南面坑頭礦脈，所產石材中常含結晶，質尤通

靈，俗稱「凍石」，多呈透明狀，表面富有光澤，瑩潤而凝膩，

按其色、像、形，可分為水晶凍、魚腦凍、黃凍、牛角凍、桃花

凍、瑪瑙凍、環凍等多個品種，是歷代藏家刻家所難得的珍稀印材。

山坑石則泛指壽山周圍的葉蠟石礦，由高山、旗山、猴柴磹山三個海拔一千米上下區域

組成。石質因礦脈不同而品色變化無窮。山坑石多以產地命名，可分為高山石、太極頭、都

成坑、鹿目格、善伯洞、月尾石、連江黃、旗降、墩澤、芙蓉、半山、峨嵋、汶洋等幾十個

品種。

一

壽山石

第一章    篆刻工具與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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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介紹的各種印石，相比而言，青田石較為細爽；壽山石石性稍燥；昌化石、巴林石、

老撾石則較為凝澀。刻印時要注意掌握不同的石性，久而久之就能積累因材施刀的經驗。初學

者選擇石章，可以以價格較廉的普通石章為主，但要仔細辨看有無裂紋和是否夾雜硬質砂釘，

有裂紋和砂釘者不宜選用。為了便於摹刻時依原作大小選用，各種規格尺寸的石章都須置備

幾方。

石章的脫蠟上光和保養

通常市售的石章，一般磨製都比較粗糙，表面塗有蠟膜。如需墨拓邊款，宜先脫

蠟。可在稍粗的砂紙上先磨除石章表面的蠟層，然後用較細的水磨砂紙或金鋼砂板，再

磨去粗糙的砂紋。有些色澤紋理較好、具有觀賞價值的佳石，還需要拋光，以顯現其光

亮温潤的本色。拋光有機械和手工兩種方法。借助機械拋光的方法是︰在拋光布輪上塗

以拋光膏（ 俗稱「綠油」、「黃油」等 ），然後將按上述方法磨好的石章在旋轉的拋光輪

上摩擦上光，用此法上光的好處是速度較快，但容易發熱而造成石質爆裂，故用力宜

輕，手感石章發熱時應暫停片刻，待冷卻後再拋。手工上光的方法簡便，只須置備一塊

毛氈或呢絨，塗上拋光膏（ 牙膏、上光蠟也可代用 ），然後按住石章在毛氈上來回反覆

摩擦，至石章表面砂痕磨去、光潔生亮即告完工。石章的保存收藏，以不受磕損，不使

變色（ 如雞血石等保存不善，容易走色發暗）發裂為目的。澤質佳好的石章，不宜互相

緊貼存放，應保留空隙或以紙片等隔開，貯放時應避免強光、高熱。比較考究的方法是

配以布盒存放。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增益增益增益

第一章    篆刻工具與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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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藝術源流——印章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印章發軔於先秦，距今三千多年歷史。其間有兩座具有里程碑式的高峯，一個是先秦

戰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青銅印章；一個是元明清以來文人藝術家參與篆刻的流派印章體系。

篆刻學是元明以後才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的，關於璽印起源問題的探討，近幾十年成為印學研究

的熱點之一。

近代學者羅福頤先生在論及印章的發生年代時認為，歷來考古發掘中只在戰國時期墓葬中

有璽印發現，而在商、周的古遺跡及墓葬中均未發現有實物可以證明印章起源早於戰國時期。

但是從戰國古璽印的實物中考察，它的製作工藝已相當成熟而有體系了，因此可以推測在春秋

時期應該早有印章存在了。沙孟海先生也認為，雖然目前還沒有發現出土可靠的春秋時代的璽

印，但就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文獻資料記載來看應該是有璽印的存在。

金石學家于省吾在《雙劍簃古器物圖錄》中收錄了三件古銅璽（右圖），傳是二十世紀

三十年代北平某一藏家收藏的殷商時期的璽印，據說出土於安陽，是中國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

的印章實物，目前一方下落不明，其餘兩方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中國安陽殷墟發現了一個商代印陶，由於年代久遠，整個印陶只剩下

原來的三分之二，經考察，距今約有三千二百多年的歷史。此印陶是當時專用的「範」，按壓

於陶壁內側入窯燒製而成的。該印陶中間的字非常像金文「從」字，不很規則的邊框，與後來

的古璽非常相似。印學家認為從溯源的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按壓的「印範」就是印章產生的最初

形態了。另外，1998年，殷墟新發掘出土一枚銅璽，就其形制與過去爭論不休的三方殷墟古璽

基本一致，從考古學的地層關係判斷，可以確定其最晚也在商代晚期。綜合以上的論據，關於

印章的起源大致可以認定在殷商時期。

印章的起源與社會經濟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走向衰落，社會向前發展，國

家政權之間政事日多，戰爭頻繁，經濟貿易也日益增多，印章就作為一種象徵權力和憑信的證

物而被廣泛使用。其用法有兩種︰一是佩戴在身，證明時務、身份，如同今天的印章一樣；二

是作封口用，近代所發現的「封泥」，就是古代印章用作檢驗憑信的遺跡。

商代青銅鼻鈕

奇文鉨或釋□□子亙

或釋瞿甲

辛亞鳥斝銘文拓片

隼鉨或釋亞禽氏

篆刻藝術源流    印章的起源與發展篆刻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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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印

五代、遼、宋、金的官印

思 考思 考
與

練 習
1.	 選擇勾摹隋、唐、五代、遼、宋、金各時期官印代表印式，以形式為基準分

類，注意邊欄粗細黏邊及蟠條印文銜接的味道。

2.	 蟠條印與九疊文分開比對，汲取可供學習創作的特點。

3.	 檢出擬刻的文字、套取摹寫的印式進行印面設計，力求抓住隋唐官印的特徵。

4.	 在設計過程中，注意蟠條盤轉與篆書規範相契合，呼應穿插，使印面創作貼近

古意。

5.	 通過勾摹構建起對九疊文圖式的基本認知，對隋、唐、五代、遼、宋、金各時

期官印結篆特徵有個初步概念。

1.	 官署印與職官印並行。官署印是指某官府衙門的公章，職官印是指某任官之官印。

晉以前的官印多是職官印，官署印少見，今雖發現有鈐於敦煌寫經《雜阿毗曇心論》

殘卷上南朝齊的「永興郡印」，但當時這種印制並未普及，因而遺存的大量南北朝官

印仍是職官印，至隋唐時才大量出現官署印並遺存下來，如隋「廣納府印」、唐「蒲

州之印」。

2.	 使用寶、印、記等印章名稱。「寶」是唐皇帝御寶的稱謂。自秦至隋，皇帝印均稱

「璽」，唐武則天時始將「璽」改稱「寶」。以後曾復稱「璽」，至開元元年（713 年），

帝印稱「寶」遂成定制。「印」是縣署一級以上的官印稱謂。「記」、「朱記」名稱始

見於唐，縣級僚屬或相當於縣僚屬的低級機構和官吏的官印用此稱。寶、印、記是

唐官印的等級區別，此制為宋以後各朝所沿用。

3.	 淘汰了秦漢以來沿用的方寸陰文官印印式，全部使用陽文大印。這時官印邊長多在

五厘米上下，隋唐官印印文均與印體一同鑄出，書體屬小篆系統，但筆畫圓轉特

甚，印面布局疏朗，每印均加細線邊框，有時代風貌。

4.	 隋唐官印先用環鈕，它是從南北朝印的鼻鈕演變而來的，由於印大，已不宜於佩

戴，因而印鈕形態也逐漸改變。隋官印環鈕還基本保持了南北朝官印的鼻鈕形態，

至唐初，印鈕鈕體加高，跨度窄，孔長，形狀已完全不同，唐後期，鈕已無孔，習

稱橛鈕。

隋 唐 宋 官 印 藝 術 的 特 點

禮部行從之印

宋	都亭新驛朱記

金	行元帥府之印

遼	契丹節度使印

宋	義捷左第弌軍使記五代	右廳子都弟弎新記五代	立馬第四都記

中書省之印平琴州之印

竹州刺史之印

會稽縣印

第三章    借鑒古法——先秦至宋的古印臨摹篆刻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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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敬印

思 考思 考
與

練 習
1.	 勾摹丁敬代表作數方，分析每印的特點，注意切刀法摹勒漢印之間的對比，找

出他的優點。

2.	 注意丁敬的碎切刀法在線條轉折、起筆、交叉的處理方式和手法，以及在擬古

印風裏邊欄粗細與字形鬆緊搭配的適度與法度。

3.	 以勾摹的丁敬風格為模本，將自己獲得的印象有意識地融入設計創作。

4.	 檢出擬刻的文字，套取摹寫的印式進行印面設計。力求抓住丁敬用刀的特徵，

注意章法錯落及布篆的思考。

5.	 在設計過程中，細心觀察浙派印與漢鑄印、漢鑿印的對比，以及切刀運用與沖

刀運用在線條表現及印章張力上的優勝之處。

6.	 通過勾摹構建對浙派印風整體形式的基本認知，對丁敬代表作、浙派印式及圖

式要了然於胸。

1.	 丁敬是浙派的開山祖，是西泠八家之首。丁敬改古切刀法為短切澀進之法，純樸奇

崛，風格遒勁，開創了刀筆合一的新風。

2.	 汪啟淑《續印人傳》評丁敬印為「古拗峭折，直追秦漢」，其古拗峭折的個性特徵，

是和這種特有的刀法聯繫在一起的。

3.	 「古人篆刻思離羣，舒捲渾同嶺上雲；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丁敬篆

刻取法既不墨守《說文》，又不拘泥一體，自丁敬始，浙派對摹印篆的藝術處理進入

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開闊境地。

4.	 在邊款藝術上丁敬更有他的開拓，他首先在邊款上論印記事。而他刻款技法較前人

亦有全新突破，純以單刀刻款，結體古茂，藝術效果挺勁爽利，刀筆合一，頗得金

石氣。

丁 敬 藝 術 的 特 點

第五章    書從印入，印從書出——清代篆刻流派的印風篆刻入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