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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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年悠久的文明璀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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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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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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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載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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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面臨的嚴峻挑戰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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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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真正的書法作品在我們面前，永遠是一條流動不息的生命之河，有漪瀾、有波濤，也

有狂瀾巨浪……瞬間中化成「凝固的音樂」。它流淌在我們的心靈中，我們的靈魂彷彿也

因有了這種韻律之舞而重返氣韻之鄉，在一片空靈中感受着生命的本真。1

書法，不僅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傳統藝術，也是中國文化原初的發生者。從漢字的原創性

看，主要有三類：象形、指示和會意，分別代表了三種典型的思維形式——意象思維、象徵

思維和整體直觀，2 並對其後的藝術、哲學、文學等產生深遠影響，構成中國人所特有的人生境

界和審美理想。書法不是單純的寫字，而是中國哲學之形學。林語堂曾感歎道：「也許只有在

書法上，我們才能看到中國人藝術心靈的極致。」3 學習書法既為了寫好字，更重要的是通過書

法打開中國文化之源，從本質上了解中國文化的根性。故自古以來，書法始終作為人生修養的

重要手段，也是了解中國人藝術思維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

任何藝術，其基礎都接近於自然科學，都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一旦進入藝術創作或

鑒賞，與精神現象構成內在聯繫，便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特徵，對此，西方文藝復

興時期已經基本解決。而書法至今還停留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狀態，更沒有基礎的評定標

準，這是造成當下書法創作領域混亂的主要原因。就其語言表現方式而言，離開了筆墨紙的物

質基礎，是不可思議的。不通筆性，也就無法表現骨法用筆；同樣，不深悉紙性、墨性，所謂

的墨分五色，便是一句空話。如何了解、掌握、運用這一基礎，並使物我之性發揮到絕致，由

此構成書法基礎的核心內涵。其中方法是第一性的，合理正確的方法，將直接影響到學習進程

和今後的發展方向，最終達到身心合一的可能性。要做到這一步，首先是體位（ 執筆等 ）。如

何使書寫時每一個動作，使物我之性達成協調一致，解除物我之間的隔閡，這是書法入門的首

要大關。簡言之，根據不同的書體採取何種執筆法為宜，將直接涉及到如何有效激活手的生理

潛能和毛筆的筆性，使之發揮出最佳狀態。同理，書法語言中，最接近本質的表現方式是外在

形式還是生命的節奏（ 勢 ）和意象性表現？長期以來，基本上都從外在形式（ 點畫形態、結

構 ）入手，學了很長一段時期，結體有所完善了，卻還是難以駕馭手中之筆，更無法表現出書

1	 白鶴《中國書法藝術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頁 9。

2	 同上，頁 13。

3	 林語堂著，郝志東、沈益洪譯《中國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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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獨特的韻味。一旦轉入到行書，問題更為嚴重，甚至寸步難行，成功者，更是鳳毛麟角。究

其原因，在入門的瞬間，已陷入誤區。書法並非是單純的造型藝術，而是空間形式韻律化的節

奏藝術，是超越時空的，其特徵就是有一個不間斷、充滿韻律感的「勢」的存在，與音樂十分

相似。張懷瓘《書議》稱其為 「無聲之音，無形之相」。離開了輕重緩急、長短深淺，以及彼

此間呼應、過渡、對比、反襯等勢的貫穿與變化，所謂書法的藝術性則無從表達。這也就是為

甚麼，即便是王羲之也無法複製其名篇《蘭亭序》的原因。空間可以複製，時間卻不可逆轉，

這是其一。其二，書法又是意象性藝術，任何一個點線，都能隱約表現出客觀事物的形、意、

神，都是「同自然之妙有」4 的生命現實。進入創作層面，任何一位書法家，必定擁有一個悟性

獨到、自然與藝術相對應的意象性思維方式，諸如褚遂良的「印印泥」、「錐畫沙」，顏真卿的

「屋漏痕」等，同時都擁有一個精神和歷史在場。故學習書法，忽視其基礎的核心內涵，想要

真正入門，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也是本教材的核心命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5 用筆原理或原

則是千古不易的，就像語言的表達規律。結體隨着時空、情感的不同，自然相異。然其基調

（ 風格 ）相對穩定，這便是本性的所在。鑒於此，選帖是第一關，意味着歷史在場的定位。這

一定位，將直接影響到今後發展的方向和審美取向。楷書和行書，是最實用的書體，草書最具

藝術性。楷書是否能通行，草書是否能通楷，最終打通彼此的界限，是選帖的基本原則。就楷

書而言，「行法楷書」（ 強調勢 ）是更高一層的書寫境界，稍加流變、連綿，便成行書。這一

特點表現得最傑出者，是「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尤其是其晚年《房玄齡碑》和《雁塔聖

教序》。故本教材，採用其早期《孟法師碑》和晚年的《雁塔聖教序》為底本，以此闡述平正

與對立統一的兩大規律和基本書勢。行書以王羲之、米芾為範本，由楷入行，由靜至動。最終

由部分進入整體，由技法進入審美，由創作進入藝術在場，為學書者提供一套方法論上的參考

依據。

白鶴

4	 孫過庭《書譜》。

5	 趙孟頫《蘭亭十三跋》。

書法入門 前言    　　



vi

目 錄

總序 /陳振濂	 	 	 i

前言 /白鶴	 	 	 iv

第一章	 妙在執筆	 	 1

第一節	 常用執筆法	 2
第二節	 執筆述要	 6

第二章	 外模仿與內模仿	 8

第一節	 碑帖選擇	 10
第二節	 外摹仿	 10
第三節	 內摹仿	 16

第三章	 用筆基本原理——起、行、收、轉折	 18

第一節	 筆性說	 20
第二節	 起筆	 23
第三節	 行筆	 26
第四節	 收筆	 29
第五節	 轉折	 30
第六節	 線條訓練	 34

第四章	 筆法與意象	 	 36

第一節	 楷書用筆與意象	 38
第二節	 行書用筆與意象	 66

第五章	 無聲之音——筆勢	 94

第一節	 立留	 96
第二節	 逆側	 98
第三節	 鋪裹	 100
第四節	 方圓	 101
第五節	 曲直	 102
第六節	 斷連	 103

第七節	 輕重	 105
第八節	 緩急	 107

第六章	 寓時間於空間——結構與書勢	 110

第一節	 比例對稱——平正的原理	 112
第二節	 對立統一——韻律化原理	 118

第七章	 黑白之韻——墨法	 134

第一節	 墨法種類	 136
第二節	 書體與墨法	 142
第三節	 用筆與墨法	 147

第八章	 一氣運化中的整體展示——章法	 156

第一節	 章法與心理	 158
第二節	 碑與帖	 162
第三節	 視覺習慣	 163
第四節	 內部構成	 166
第五節	 材料與形式	 187

第九章	 藝術與在場	 	 206

第一節	 工具在場	 208
第二節	 創作在場	 214
第三節	 展示在場	 216
第四節	 精神在場	 222
第五節	 歷史在場	 225

第十章	 中國書法簡史	 228

附錄　歷代書體及作品介紹	 235

　　　白鶴作品集	 	 335

後記	 	 	 	 361



第一章

妙在執筆
知行合一，既是中國文化哲學，也是書學最重要的命題之一，是最終達到天人合一的前

提。執筆法也就成了書法入門的第一法門。早在盛唐晚期，顏真卿問其師張旭︰「敢問攻書之

妙，何如得齊於古人？」張旭答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1 可見執筆的重要性。

如何合理運用、發揮手和毛筆的功能，將其潛能激活，最終發揮到絕致，是學書過程中最重要

的基本功。由於書體、大小、風格、起居等不同，執筆法必有所異，故蘇東坡有「把筆無定法」

一說。2 自古以來，執筆法有三指法、撥鐙法、撚管法、五字執筆法等，其中又有高低深淺之分，

共有六十餘種。有的並不合理的，有的隨着起居方式的改變而被淘汰。

1	 顏真卿《述張長史用筆十二意》。

2	 《蘇軾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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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常用執筆法

執筆法包含對手、腕、臂、身等各個部位的要求。其原則是：符合手、身的生理特點，

使其圓暢，氣脈相合；並針對不同的書體、書風、體位等，採用與其相適應的執筆法，使手、

身、筆在協調統一中，發揮出最佳的潛能，與書體的氣脈達成一致。

 指法

沈尹默在總結前人基礎上，提出「五字執筆法」1（圖 1-1 ），即擫、押、勾、格、抵。（ 1 ）

擫，指大拇指肚子向上緊貼筆管內側。（ 2 ）押，指食指第一節斜而俯押住筆管外側。（ 3 ）

勾，指中指第一節協助食指勾住筆管外側。（ 4 ）格，指無名指甲肉之際抵住由食指和中指向

內之力。（ 5 ）抵，指小指墊在無名指後（不碰到筆管），起輔助作用。

五字執筆有深、淺、長、短之分；虎口有長圓之別。執筆時如用指尖，便為淺；用指的

關節處，則為深。指尖敏感度最高，故以淺執為佳。長短是指執筆部位，執筆高謂之長，執筆

低謂之短。古人有真一、行二、草三之說。2低執易穩健，高執易飄逸，各有利弊，因書因人而

異。執筆時，虎口長圓，謂之「鳳眼」（圖 1-2 ）；虎口圓，稱之「龍睛」（圖 1-3 ）。前者較適

合以內擫法為主的書體，如隸書、王羲之體、歐陽詢體；後者較適宜以外拓法為主的書體，如

篆書、顏體、狂草等。初學執筆講究法則，熟練之後，指法往往會處於一種不自知的靈動狀

態，隨勢而用，變化微妙。

掌法有三種：（ 1 ）豎掌。此法最常用，尤其坐着寫較小的字（圖 1-4 ）。（ 2 ）平掌。適

宜寫較大的字，尤其寫行草，十分便利（圖 1-5 ）。（ 3 ）垂掌。主要用於站着寫或席地而書

（圖 1-6 ）。不管用何種方法，關鍵：指密掌虛，意如螯鉗，氣蓄勞宮，寬緊自如。

1	 馬國權編《沈尹默論書叢稿》（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1），頁 134。

2	 虞世南《筆髓論．釋真》。

一

圖 1-6		垂掌圖 1-5		平掌

圖 1-4		豎掌圖 1-3		龍睛法

圖 1-2		鳳眼法圖 1-1		五字執筆法

第一章    妙在執筆書法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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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收筆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米海嶽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等咒也。」

其目的：（ 1 ）啟後，時間上的連續性；（ 2 ）筆毫還原，便於連續書寫，直到乾枯；（ 3 ）通

過曲而復直，增強筆的彈性。筆畫、形態和啟後關係不同，收筆的動作、方向、輕重等也就各

異。（圖 3-22 ）有藏有露，露者如捺、撇、挑、懸針等；藏者如橫、豎等，歸納起來也是一個

圓。每一個字，筆畫有主、次之分，主筆重而稜角分明，次筆輕而圓潤。（圖 3-23 ）

也有黑痕，墨色變化極為微妙。（圖 3-19 ）

「側鋒」 爭議最大。側後復歸中鋒，便是側鋒；一側到

底，則是偏鋒。其變化極為豐富，用得好，能起到絕佳的

藝術效果。（圖 3-20 ）其特點：（ 1 ）逆筆。筆管傾斜方向

偏於行筆中心線，如豎則偏右上，以側取勢。既易鋪毫，

又可利用偏於一側的鋒毫，通過提按，勾勒出某種優美姿

勢；（ 2 ）雖偏於一側，但作用點仍在行筆中心線上，呈橫

向橢圓形；（ 3 ）不平中求險絕之勢，以增強筆觸表現力；

（ 4 ）收筆時，筆鋒向一側（豎向左或右）作順勢收筆，

筆毫還原歸中。如按頓後向左提出，便是鈎。其中變化多

端，節奏各異，當細觀之。（圖 3-21 ）

圖 3-19

圖 3-20 圖 3-21

圖 3-22

圖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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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用筆基本原理——起、行、收、轉折書法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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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入門

本教材受香港西泠學堂所託，根據近四十年學藝雙修的基礎上編撰而成。

撰寫過程中，重在五項原則：一、任何藝術的基礎理論都接近自然科學，這必然

涉及物我之間的實踐性品格和身心問題。對所有的執筆、用筆技法等，盡可能予

以科學上的論證，絕不人云亦云；二、提供方法論上的依據。正確合理的方法，

將決定着學習的進程與方向，從而真正領會書法藝術之真諦。明確其發展的自律

性，不為非本質的現象所迷惑；三、執筆、筆法和筆勢是入門的最基本途徑，也

是最終達到身心合一可能性的有效手段。所有空間形式都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

是一種韻律化的活的運用。任何從框架結構入手，都有可能因忽視了運筆的時間

性而陷入誤區。離開了勢，就不存在書法的藝術。空間形式的韻律化，是書法有

別於其他造型藝術最基本的本質特徵；四、將視覺心理學和藝術在場理論引入教

學，這是任何視覺藝術都無法繞開的具有現代性的問題。尤其是第九章〈藝術與

在場〉，是藝術學中全新的課題，幾乎涵蓋了書法創作的所有領域。對此作出研

究，絕非易事，所花的時間和精力也最多，數易此稿，遂成現在規模；五、選擇

各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書家名作予以精解，讓學書者對書法發展的文脈有一個清

晰的認識，反求諸己。

在編撰過程中，受到了聯合出版（ 集團 ）有限公司副總裁趙東曉博士、中華

書局（ 香港 ）有限公司總經理侯明女士的由衷鼓勵和支持。在成書過程中，吳黎

純女史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並對本書提供了諸多良好的建議，在此一併表

示深深謝意。

藝術無涯，人生有限，其中必有諸多乖誤，亦請同道方家批評指正。

白鶴
2021 年 8 月 9 日於海上守拙堂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