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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書法這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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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梁啟超受聘清華學校（1928 年更名清華大學），擔任國學

研究院導師。翌年，梁啟超為清華學校教職員書法研究會作了一次演

講，他說：「美術，世界所公認的為圖畫、雕刻、建築三種。中國於這

三種之外，還有一種，就是寫字。」這裡說的「美術」是舶來的新名

詞，指造型藝術。「寫字」，即我們今天所說的書法。梁啟超說，中國

人的「寫字」有四美：線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表現個性的美。這

是他把「寫字」列為「美術」的理由。

20世紀 30年代，林語堂用英語寫了一部書，名為《吾國吾民》，在美

國出版，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也談到中國的書法：

書法提供給了中國人民以基本的美學，……如果不懂得中國書法及其

藝術靈感，就無法談論中國的藝術，……通過書法，中國的學者訓練

了自己對各種美質的欣賞力，……這樣，書法藝術給美學欣賞提供了

一整套術語，我們可以把這些術語所代表的觀念看作是中華民族美學

觀念的基礎，……在書法上，也許只有在書法上，我們才能夠看到中

國人藝術心靈的極致。

也有學者認為書法不是藝術。1933年 4月末，一群風華正茂的學者聚

在梁宗岱家晚餐，席間談到書法，鄭振鐸「力說書法非藝術」，而其

他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 4期《朱自清日

記》）。鄭振鐸之所以持這種觀點，大概出於兩個原因：一是西方藝術

沒有書法這個門類，二是書法的實用性很強。

古代社會裡，文字書寫的實用性和藝術性之間並無涇渭分明的界限。

漢朝那些隸書碑刻摩崖，出於頌德、記事的實用之需，書寫者按照當

時規範的正體隸書來寫，時過境遷，卻成為隸書藝術的典範。日常通

問候的尺牘書疏，晉朝士人藉以顯示自己的文辭修養、書寫技藝，後

人貴為「法書」「法帖」。東晉書家王羲之的《蘭亭序》、唐朝書家顏

真卿的《祭侄稿》，當時不過是信筆寫下的文稿，經意於文，無心於

書，卻成為書法史上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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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法的基本特點

中國書法源於實用的漢字書寫，是在漢字的長期書寫過程中衍生的一

門造型藝術，或者說，書法是表現漢字形體美韻的書寫藝術。

書法的技藝，隨著字體的演進而豐富起來。漢朝以前的一千多年通行

古篆，寫字是引筆而書，筆法簡單。漢朝進入「今文字」的隸書時代，

由古隸變為八分隸書，結構橫平豎直，書寫簡便，但筆畫形態多種多

樣，用筆技巧比古篆豐富。草書、行書、楷書的結構又比隸書簡省，

各有相應的書寫技法，用筆、結構更是複雜多變。

書法的基本特點，我們可以從漢字與書寫兩個方面來了解。

（一）漢字—書法藝術的造型基礎 

書家作書，終歸是以筆完成漢字之形，又以點畫形態展示用筆之妙。

所以蘇軾說：「筆墨之跡，託於有形。」（《東坡題跋．題筆陣圖》） 清

末康有為說：「蓋書，形學也。」（《廣藝舟雙輯．綴法第二十一》）現

在的藝術院校則將書法歸為「造型藝術」。

漢字形體經歷多次演變，形成各種書體，許多古老的漢字都有前世今

生。同一種書體的某個字，有繁體有簡體（漢代就有「萬」「万」），

有正體有俗體還有異體（見唐朝《干祿字書》）。同是楷書的「門」字，

不同時代的書家寫來，筆畫和結構也有差異。所以，趙孟頫《蘭亭

十三跋》說「結字因時相傳」。

1. 漢字的結構形態

每一個表意符號的漢字，都是特定的形象。盡管漢字的書體經歷多次

變異，卻始終保持著方塊形結構。早期的甲骨文有一些象形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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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寫得像天上的雲朵，「虎」字是張開大口的虎形，「鹿」字有鹿角，

「馬」字有鬃毛。這些象形字，筆畫有繁有簡，結構尚未固定，但大體

是方塊形。漢字逐漸蛻變為符號化的文字之後，且不說周正的隸書、

楷書，即使省併筆畫的連綿草書，筆畫牽連映帶的行書，仍是塊狀的

結構形態。

漢字結構有獨體、合體之分。一般來說，獨體字早於合體字，最初的

象形字多是獨體字。東漢許慎說：「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說文

解字敘》段註本）例如，表示人體的人、口、手、首、止（趾）、足等

字，表示動物的牛、羊、犬等字，表示自然物態的阜、水、火、木、

玉等字，這類獨體字即是許慎所謂的「文」。利用形聲、會意、指事的

方法，將一些獨體的「文」作為表意或表音的部件，互相組合，不斷

繁衍出新的漢字，例如「水」字，與其他部件組合，造出許多與水相

關的新字，這類合體字即是許慎所謂的「字」。許慎利用漢字繁衍的規

律，建立部首，編成中國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 

2. 筆畫形態

古篆之後出現的新書體，發端於日常求簡便的俗寫（古人歸結為軍書

赴急、官書繁多所致）。新書體的形成，筆畫形態是重要標誌。不同的

書體，筆畫形態也不一樣。

就歷史上三種正體而言，篆書的筆畫形態不外線和點，所以用筆技法

較為單純；隸書筆畫有點、橫、豎、撇、捺等形態，書寫技法豐富起

來；楷書的基本筆畫又比隸書豐富，雖然唐人歸為八種，但書寫技法

更為複雜。

每個字形由各種筆畫組成，筆畫形態與字的關係，南宋姜夔《續書

譜．真書》作過生動的比喻： 

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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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靜，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

束堅實。

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

得之狀。

挑剔者（乚），字之步履，欲其堅實。

書家施展用筆技巧，主要在筆畫。如北宋何薳所說：「古人作字，謂之

『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春渚紀聞．畫字行棊》） 

3. 結字法

結字法是以點畫搭構成字的方法，講究點畫穿插得宜，結構美觀，字

形得體。

漢字數量積久而多，字字不同，筆畫結構複雜多變。古人總結出一些

結字的規律，當作「書訣」傳授。託名隋朝智果的《心成頌》、唐朝

歐陽詢的《三十六法》是較早談結字法的文篇。明朝李淳《大字結構

八十四法》，清末黃自元《間架結構九十二法》，更為詳盡。這些結字

法產生於楷書時代，只是總結楷書結構的一般規律。

其他書體也有各自的結字規律，卻無專門總結的文篇。大體說來，篆

書、隸書的結構，注重平衡對稱的周正。草書有章草、今草、狂草之

分，而草法本於漢朝相傳的章草《急就篇》，草法即是草書的結構法。

王羲之《蘭亭序》是人們學習行書的準則，可以看作行書的結構法。

4. 記識古代書跡也是書法的基本功

漢字的數量與時俱增。現在所見最早的殷商甲骨文，按社科院考古所

編輯《甲骨文編》的統計，單字數約在 4500左右（已辨認出近千字）。

戰國時期的楚國文字，據滕壬生所編《楚系簡帛文字編》統計，字頭

為 4621個（含異體字）。隨著記錄語言的需要，人們不斷造出新字，

東漢《說文解字》收錄單字達 9353個。千年之後的清朝，《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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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單字 47035個。

古人留下大量書跡，不但數量巨大，而且體態多樣，風格各異。對於

常人而言，識寫較為困難（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些學者激烈主

張廢除漢字的重要理由，也是 20世紀提倡簡化漢字以普及國民教育的

動因）。但書法家則不懼漢字的繁難，反而喜聞樂見，因為古代書跡是

書家取法的資源，所見書跡越多，作書的視野越是開闊。

記識古人字樣是書家必備的本領。清初書家陳奕禧說：「一字之樣無

窮，總以博聞強記為主。古人有許多樣子，不去看，又不學，只寫自

己無樣子字，吾未如之何矣！」（《綠蔭亭集》）個人的記憶有限，不

常用的篆書字、草書字尤為陌生，於是各種書法字典應運而生。較早

有金人張天錫所編《草書韻會》（《草書集韻》），清朝以來尤多。康

熙年間，陶南望輯錄古代名家草書編成《草韻彙編》。乾隆朝，書畫家

石梁編有《草字彙》；文字學家、書家桂馥收集漢魏印文，編成《繆篆

分韻》。嘉慶時，袁日省將漢代印文編為《漢印分韻》。今人洪鈞陶影

印歷代傳世碑帖、名家手跡、考古出土書跡，編成《篆字編》、《草字

編》、《隸字編》。

當代學者編輯的古體字典也很多，如孫海波《甲骨文編》、徐中舒《甲

骨文字典》、容庚《金文編》、高明《古文字類編》、滕壬生《楚系簡

帛文字編》，以及羅福頤《增訂漢印文字徵》。

這些專門的字典，有摹寫，有影印，不但是古文字學者使用的工具

書，也是書家印人作書治印所需的圖形資料庫。

（二）書寫—書法之魂

書法的魅力，在於書寫具有不可預測性。書家作書，不能像繪畫那樣

先擬畫稿，也不能像治印那樣打印稿，難以預知完成的樣式和效果。

書寫之際（特別是行書、草書），只能隨機調控，做到以意率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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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雙暢」，就很不容易了。

書寫貴在「氣韻生動」，最忌填描，特別是行草書，一填描，點畫就呆

板，有如「美女眇目」。書寫時，能將手中的筆正用側用，順用逆用，

重用輕用，實用虛用；能快能慢，能擒斂能縱放，才能寫出生動有勢

的姿態。

漢字書寫的生動性與豐富性，毛筆居功至偉。殷商時代，先民已經使

用錐體毛筆作為書寫工具。現在所見最早的古筆，是長沙左家公山楚

墓出土的戰國晚期的毛筆。出土時，毛筆套在一枝小竹管內，竹製筆

杆長 18.5厘米，徑 0.4厘米，筆毛長 2.5厘米，筆鋒尖挺。毛筆是有

彈性的軟筆，能寫出各種形態的點畫，呈現生動豐富的筆勢，所謂「筆

軟則奇怪生焉」。書寫時，筆毫會變形—筆頭彎，筆鋒分叉或扭絞，

又可謂「筆軟而麻煩生焉」。因此，習書練字也是訓練使用毛筆，學會

控制毛筆。書家書法水平的高下，也由用筆的能力見分曉。

書寫有「法」，法是通行的規則。書寫有「道」，道通書者的意趣。唐

朝張懷瓘說：「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簡易之

道」；書寫之妙，「可以心契，非可言宣」，「深識書者，唯觀神采，不

見字形」（《文字論》）。

1. 書寫與筆順

書寫是按筆順把筆畫搭構成字，逐字延伸，成行成篇。筆順是運筆的

「路線圖」。所謂書寫的「不可逆」，書法的「時序性」，說來玄妙，其

實本於漢字的筆順。

筆順規則隨字體的演變而逐步形成。古文字時代，字形繁，筆順關係

疏闊；今文字時代，字形簡，筆順規則嚴密。

殷商甲骨文中，「鹿」、「馬」、「車」的筆畫是摹物狀形的線條，寫

這類象形字就像畫字。西周以來，以至秦朝，篆體筆畫越來越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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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意日增，大體形成先上後下、先左後右、先外後內的筆順規則。

但是，篆體筆畫盤曲（「宀」的第一筆兩次改變運筆方向），筆畫仍繁

（「氵」要五筆寫成），總體看，篆書的筆順規則並不嚴格。 

隸書的成熟，標誌漢字進入今文字時代，徹底蛻去了象形的痕跡，結

構平直化，上下筆之間形成了較為固定的筆順關係，書寫的筆勢也隨

之增強。楷書脫胎於隸書，筆順承襲隸書。但是，寫隸書、楷書都是

一筆一斷，形態上看不出筆順關係。

行書、草書的筆畫牽連映帶，運筆的軌跡很清楚，由筆畫形態可以看

出筆順關係。例如「火」的筆順，先寫外側的點、撇，再寫中間的長

撇、長捺；「忄」先寫兩點，再寫豎；「万」字最後一筆寫撇。

行書、草書是快寫體，為了筆勢的順暢，有些字的筆順與隸書、楷書

有所不同。如行草書的「臣」字，第一筆不是寫橫，而是先寫左邊一

豎；又如「里」，先寫成「甲」，再寫下面兩橫。楊凝式草書《神仙起

居法》還有一個極端的「倒寫」例子：第七行「冬殘」兩字，因筆勢

疾速，「殘」字先寫了右邊的「戔」，再移筆寫左邊的「歹」。

2. 書寫的筆法

用筆的技法，由簡而繁，與書體息息相關。篆書時代，筆畫不外曲

線、直線和點，寫字動作簡單，相當於拿筆劃道道，引筆而書即可，

沒有複雜的筆法可言。隸書「解散」篆書彎曲回環的筆畫，有了橫豎

撇捺點，筆畫形態各異，用筆有頓挫、輕重、轉折、縱斂的變化，所

以隸書的筆法要比篆書豐富。寫隸書，每一筆畫大體是朝一個方向運

筆。草書、行書形成之後，又出現一些新的用筆方法，如翻轉、連

綿。晉朝以來，人們學書率由楷書入手。唐朝書家將楷書的基本筆法

與「永」字的點畫聯繫起來，所謂「大凡筆法，點畫八體，備於永字」

（張懷瓘《玉堂禁經．用筆法》），名曰「永字八法」。

初學寫字，筆法是規矩；入門之後，筆法是為人所用的活法。書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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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筆鋒的正側向背，運筆的提按快慢，隨著手勢動作隨機轉換，有

筆勢，顯筆意，變化微妙。所以唐朝草書家張旭說：「筆法玄微，難

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

十二意》）

筆法的增繁，也與執筆姿勢的變化相關。唐朝以前，人們寫字的執筆

姿勢是「單鈎斜執」。大約唐朝中期以來，執筆變為「雙鈎直執」，筆

入紙的角度與古人不同，摩擦面不一樣，運筆的靈活程度也不同。這

樣一來，臨摹古人書跡則難盡筆意，就要改變用筆動作，或者增添一

些用筆動作，也就衍生出一些新的筆法。

書家講述筆法心得，初見唐代書學文獻。傳為歐陽詢的《用筆論》，以

對話的方式講說用筆之法。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說：「執謂深淺長

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鈎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

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書譜》）後世盛行的藏鋒之說，也始於唐朝，

徐浩《論書》云：「用筆之勢，特需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學

書作書講究筆法，雖不能說始於唐人，但盛於唐朝卻是事實。此後，

書家視筆法為書法的「核心技術」。

用筆技巧本出自書家個人的經驗，一些書家歸納經驗心得，著於文

篇，啟發後學。人們擇取行之有效的經驗而從之，代代相傳，就是我

們今天習見的那些常規筆法。千年以來，筆法無論怎樣衍生，無論如

何變通，基本筆法一直管用，並不神秘。趙孟頫說「用筆千古不易」，

頗受今天書家的質疑，若將「不易」的用筆理解為基本筆法，則可

息訟。

古人所說筆法，包括執筆法。唐朝盛傳一篇託名衛夫人的《筆陣圖》，

言筆法而先說執筆：「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

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

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字，不得從小。」執筆得法，便於用筆，

而用筆貴在筆力：「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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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唐朝以來，書家所說執筆法，日見瑣細。晚明書畫家陳繼儒批評：「古

人論書有雙鈎懸腕等語，李後主又有撥鐙筆法。凡論此，知必不能

書，正所謂死語不須參也。要訣在提得筆起，於轉處有力。」（《妮古

錄》卷二） 

書學中，筆法屬於經驗性理論。歷代書家所說筆法，具體而微，積累

下來的名詞概念甚多，可分為「執筆法」和「用筆法」兩個部分。

執筆法：如單鈎、雙鈎，如五字執筆法、回腕法，以及手指執筆位置

的高低。

用筆法：如提按、頓挫、轉折，如中鋒、藏鋒、側鋒，如曲直、向背，

如輕重、疾徐、虛實，等等。

3. 執筆姿勢的變化

今人寫字，執筆姿勢有兩種：平常拿自來水筆寫字是三指執筆，食指

外鈎（包），大拇指在內側，中指在下托住筆，筆管是斜的，是「單鈎

斜執」法。寫毛筆字則不同，大拇指橫撐，食指、中指外鈎（包），無

名指內抵，小指靠無名指為輔助，筆管直立，是「雙鈎直執」法。今

人以為，古人一直是「雙鈎直執」。 

古人寫字，最初是左手握簡牘（紙），右手單鈎斜執筆。沙孟海曾經注

意到古人執筆姿勢，列舉了五幅古代名畫（宋畫或唐畫宋摹本），畫中

人物執筆寫字，有站著的，有坐著的，手中的筆管都是斜的。日本中

村不折收藏一件吐魯番發現的唐畫殘片，一人面對卷子，執筆欲書，

是斜執筆。榆林石窟第二十五窟唐代壁畫，繪有一人在樹下抄經，也

是斜執筆。（《沙孟海論書叢稿．書法史上的若干問題》）

斜執筆與先民的坐姿相關。自殷商到魏晉，華夏民族是席地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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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膝曲而接地，臀股貼坐於雙足跟上，與「跪」相近，相當於跪坐。

殷商婦好墓出土的玉人像，滿城西漢墓出土的長信燈宮女像，坐式都

是這樣合乎禮節的標準坐姿。那時的「跪」姿也是雙膝接地，但是臀

股與雙足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如果臀股不著足跟，而且挺直腰，則為

「跽」。長沙出土的西晉青釉對書俑【圖 1·1】 ，坐姿還是華夏古風。南京

西善橋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上面的魏晉名士也

是席地而坐，而將腿伸到身體前面，那是南朝畫匠表現名士「倨傲無

禮」的坐姿。北朝流行的「跂坐」，兩足垂在身體前面，足趾著地而足

跟不著地，是坐在高坐具上的姿勢，屬於虜俗胡風。據文獻記載，南

朝皇宮裡也出現了中原地區胡人的垂腳坐姿。（楊泓《尋常的精緻．說

坐、跽和跂》）

華夏民族的坐姿漸由跪坐而跂坐，這是南北朝時期民族融合產生的變

【圖 1·1】 西晉青釉對書俑
兩人相對跽坐，中間是一個長方形尖腳案，案

的一端置一長方形書箱，中間有筆架，可以平

放三支筆。左邊一人手中執筆為斜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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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是，反映唐以前生活場景的《北齊校書圖》中，人物是「跂坐」

的姿態，執筆仍然是單鈎執斜法。大概南北朝時期只是改變了坐姿，

而寫字的執筆姿勢尚未改變，也就是說，寫字的坐姿變為「胡」式，

執筆姿勢仍然「古」式。

唐朝前期書論家孫過庭說：「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

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

尚可發啟童蒙。」這種指導學童習字的《筆陣圖》，流傳民間，現在已

經看不到了。孫曉雲《書法有法》附有日本空海《執筆圖》【圖 1·2】 ，圖

中題為「執筆法」，繪有三指執筆的手姿，後有說明文字（附圖不全，

只見三行）：

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轉動之際，以兩小指齊中指，兼助為（力）。

這段文字，結合圖中執筆示意圖看，是「單鈎直執」法。空海與嵯峨

天皇、橘逸勢並稱日本書法史上的「三筆」，他在 9世紀初以學問僧來

【圖 1·2】 日本空海《執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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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長安訪書求學，書學王羲之。空海《執筆圖》應是摹自唐朝流傳

的某種執筆圖。

唐朝韓方明《授筆要說》錄有唐朝中期書家徐浩的「執筆法」，與空海

《執筆圖》上的說明文字相近： 

徐公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轉動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為

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

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絕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

用之規矩，無以施為也。」

這段文字前幾句講手指執筆的位置，言「以頭指齊中指」，顯然是「雙

鈎」執筆法。這一句，空海《執筆圖》是「以兩小指齊中指」，乃「單

鈎」執筆法。空海《執筆圖》是當時墨跡，可信程度高於文獻相傳的

徐浩「執筆法」。傳為徐浩的這段文字，可能在傳抄過程中曾被改竄。

晚唐，吳縣人陸希聲已言及「雙鈎」執筆法。《陸希聲傳筆法》曰：「錢

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希聲得之，凡五字，曰：

擫壓鈎格抵。用筆雙鈎，即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

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李陽冰得之。」（《墨池編》卷四） 

陸希聲稱此法傳自東晉「二王」，當然不可信。

執筆法在唐朝發生了變化：初唐還是古代的「單鈎斜執」，大約中唐變

為「單鈎直執」，而後過渡到「雙鈎直執」。

宋人執筆，通行「雙鈎直執」法。北宋朱長文（1039 — 1098）《墨池編》

卷四《執筆五法》說：「第一執筆」，註曰：「平腕雙苞，虛掌實指，世

俗多愛。單苞則力不足，書無神氣。」第二簇筆，註曰：「聚五指，筆

頭在其中心也。」第三撮筆，註曰：「五指頭聚筆，泥也。」第四握筆，

註曰：「以四指押筆於掌心。」所道執筆要訣，皆屬「雙鈎直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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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題跋中說到雙鈎執筆：「凡學字時，先當雙鈎，用兩指相疊蹙筆

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己意左右。」（《山谷題跋．論寫字法》） 

又說：「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虛指實，以

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山谷題跋．跋與張熙載書卷尾》）所謂「無

名指倚筆」，就是「雙鈎直執」的特徵。他還說，蘇軾寫字「不善雙鈎

懸腕」（《山谷題跋．跋東坡論筆》），可見雙鈎直執法要懸腕。黃庭堅

寫字不但「雙鈎」、「懸腕」，而且「高提筆」，他的一些大字書作的長

筆畫出顫筆，與這樣的執筆法有關。

古代書寫姿勢變化表

時代 坐姿 執筆姿態 書寫姿勢

商周 — 東晉 跪坐 斜執 坐姿與執筆姿勢皆為古式

南北朝 — 唐 跪坐 — 跂坐
單鈎斜執 — 單鈎直

執 — 雙鈎直執
坐姿逐漸轉向跂坐；執筆由斜
執過渡到直執

宋 — 今 跂坐 直執為主
坐姿為今式；執筆姿勢為雙鈎
直執

4. 書寫之「勢」與書寫的手勢動作

書法之神采，生於用筆，故書家無不重視用筆技巧。用筆之活法，繫

於筆勢，故書家尤其強調書寫之勢。南宋姜夔說：「大抵用筆有緩有

急，有有鋒（出鋒），有無鋒（藏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

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

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鈎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續書譜．草書》） 

古代書家言「勢」，大致有兩種角度：

一種是以字畫形態比況勢的奇妙，實為審美鑒賞。如東漢蔡邕《篆勢》

所謂「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西晉索靖《草書勢》所謂「逸遊盼向，

乍正乍邪」。

另一種是從用筆角度談勢，實是傳授用筆方法。如西晉成公綏《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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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所說「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縱，左牽右繞」；南朝庾肩吾

《書品》所說「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流，或因挑而

還置」。

勢乃書寫之活態，不為法度所限。書寫經驗豐富的書家，下筆莫不得

勢；凡是通曉書理者，言書莫不宣導筆勢。書家好談筆法，而筆法接

通筆勢才是活法。所以清朝康有為說：「得勢便，則已操勝券。」（《廣

藝舟雙輯．綴法第二十一》）

從學書、作書的實情來看，得法是入門之階，得勢才算登堂入室。

（1）書法之勢

書法有「勢」。用筆有筆勢，結字有字勢，書體有體勢，還有形勢、氣

勢之類。種種「勢」，基於貫穿書寫始終的筆勢。前人所說背勢、向

勢、側勢、偃劃勢、奮波勢、直波勢、綽勾勢、蠆尾勢等等，皆指筆

勢。所謂筆勢，不但有速度（變速），有力度，更有用筆技巧。用筆有

勢，才能寫出生動的形態（點畫、結構）。

晉朝書家論書，以「勢」為先，而且把「勢」看作書寫技藝。楊泉《草

書賦》曰：「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衛恆《四體書勢．草書

序》說：「崔氏（崔瑗、崔寔）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王羲之「尤

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而「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

龍」（《晉書．王羲之傳》）。

自晉以來，書家兼善草書、楷書，南朝人合稱為「草隸」或「隸草」、

「真草」。這兩種書體，一動一靜，各有書寫要領。孫過庭總結：「真

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

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書譜》）使與轉，繫於筆

勢。寫楷書，點畫難顯筆勢，所以強調「使轉為情性」；草書之勢顯於

點畫，故以「使轉為形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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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家作書，「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铦」，後人臨摹前人書跡，「學

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為此，南朝庾肩吾提示：「若探妙測深，

盡形得勢，煙花落紙，將動風采。」（《書品》）庾氏生活的時代去晉

未遠，所道「盡形得勢」之訣，應是他對前代書家作書經驗的總結。

庾肩吾曾經這樣品評漢晉大書家張芝、鍾繇、王羲之的長短：

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

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而工夫過之。

「工夫」是時間累積的功力本領，「天然」指不假雕飾的自在品格。張

芝、鍾繇各居第一，而王羲之在「工夫」與「天然」之間，因而成為

「中和」的典範。如果我們把「盡形」看作「工夫」的顯著標誌，把「得

勢」看作「天然」的基本品質，王羲之兼而有之，所以風規自遠。

書家的匠心巧藝，經由用筆作用於形，見諸於形。而勢是用筆之主，

得勢之形，神采煥然；無勢之形，徒有軀殼。因此唐朝張懷瓘說：「夫

人工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功。」（《玉堂禁經》）

（2）書寫的手勢動作

古今書家的書跡，為甚麼會因人而異？概而言之，師法各取所好，學

成各有心得，作書各用所長。

因此我們看到：師法劉德昇的曹魏書家鍾繇、胡昭，俱學行書而各有

其巧，所謂「胡書肥，鍾書瘦」。東晉王羲之小楷學鍾法，卻與「鍾書」

不一樣。元朝趙孟頫的草、行、楷書師法右軍，人們視為右軍正脈，

卻與右軍不一樣。清朝錢灃以顏體楷書著稱，卻與顏真卿不一樣。名

家之間，無論唐朝「歐虞褚顏柳」，還是宋朝「蘇黃米蔡」，書法各盡

其態。那些出自無名氏之手的漢碑隸書，同在陝西的《華山碑》與《曹

全碑》不一樣，立於曲阜孔廟的《禮器碑》與《史晨碑》不一樣。唐

人寫經，高宗朝的小楷寫本尤為精整，看似相近，仍見差異。即使書

家譏為「千人一面」的館閣體，各人的筆跡細節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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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書寫角度看，書家的審美取向的心意氣質，用筆的技巧，字畫

的「盡形得勢」，皆由書寫的手勢動作得以實現。而各人的手勢動作並

不一樣，寫出的書法形態也就各有特點了。

二、書法的藝術性與書法觀念

書法的藝術性，最初在於法度。殷商《宰甫卣》銘文是最早的樣板之

一，字態周正，整飭中帶有裝飾的美感。西周青銅器銘文書法，井然

整肅是主流。此後秦國篆書《石鼓文》，秦朝小篆《泰山刻石》，漢

朝隸書《史晨碑》《曹全碑》、草書《急就篇》，陳朝智永《真草千字

文》，這些書法史上的名作，盡管書體相異，風格不同，但皆有法度可

尋。唐朝書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所寫的楷書

碑刻，用筆一挑一趯，結字或欹側或平正，無不工穩，都以法度嚴謹

著稱，因此成為後人學習書法的經典範本。

法度是進入書藝的第一道門檻。學書首先是學習筆法、字法，臨寫的

古代名跡叫做「法書」，用筆技藝叫做「筆法」，結體訣竅叫做「結字

法」，書寫藝術名為「書法」。書法的基本美感來自法度，所以重視法

度一直是文字書寫的傳統。

我們看到，古代政府的正規文告，紀念性碑誌，下屬報告上司的文

書，晚輩對長輩的書翰，須用正體（篆書、隸書、楷書）書寫，於公

以示莊重，於私以表尊重。這種「約之以禮」的文字書寫，體現著人

倫關係，是歷代書家自覺遵守的規則。

宋朝蘇軾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黃庭堅說：「老夫

作書，本無法也。」這類「無法之法」之論，並非否定法度，而是強

調技巧的活用，作書時不存計較工拙之心，不必在乎別人的品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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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入公共領域的書寫，蘇、黃照例要遵守文字書寫的禮法規則。

但是，書法的藝術性並未止步於法度。魏晉之際，私人之間尺牘之風

盛行。通問候的尺牘習用俗寫體的行書、草書，士族書家以簡率的筆

墨彰顯自己的風度，用放達的筆勢綻放生命的神采，逸筆草草的尺牘

書成了士族書家顯示才性的工具。以行草尺牘為契機，開出一條表現

個人意趣的路向。

隨之而來，書法品評之風在南朝興盛起來。南齊王僧虔《論書》點評

名家，稱說擅長的書體，比較書法的優劣，好言筆勢、筆力。梁朝袁

昂《古今書評》採用擬人擬物的手法，專評書家風格。梁朝庾肩吾《書

品》把漢朝至南朝的 128位「草隸」書家分為三等九品，一一點評。

他們依據的書跡，多是書家所寫的尺牘。

人的「情」、「思」對書寫的主導作用，南朝士族書家已有自覺的認識。

王僧虔《書賦》認為：書法是「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的書

寫藝術，意思是：書藝是憑藉情感和想像，並且將其轉化為紙上可見

的書法形象。書寫之際，「心」要遵循法則和常理，也要有「意在筆先」

的想像力，並且做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筆下的書法形象才會有

感人的生命力。

唐朝書法家非常強調書寫時的精神狀態，例如「端己正容」、「凝神靜

慮」、「臨池志逸」之類。書法家、理論家孫過庭總結了書寫的各種關

係，提出了「五合五乖」之說：「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

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

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

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書譜》）這五組關係在寫字時相合，

書法則「流媚」；如果乖悖，書跡則「雕疏」。孫過庭擅長書法，當然

知道「五合」交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而歷史上動人的書法作品大

多是由書家的胸臆情志主使，所以他特別指出，「得時不如得器，得器

不如得志」，把書家的精神狀態置於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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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史上流傳這樣一個故事，唐穆宗李恆向大書家柳公權討教如何用

筆，柳公權回答：「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柳公權藉此諷諫唐穆宗

荒僻政事，人稱「筆諫」。從書法一面講，「心」、「志」對於書法的主

導作用在唐朝已經成為書家的常識。

心平氣和地寫字是一種狀態，書家帶著感情寫字也是常有的事。孫過

庭《書譜》說：王羲之寫《樂毅論》時「情多怫鬱」，寫《東方朔畫像

贊》時「意涉瑰奇」，寫《黃庭經》時「怡懌虛無」，寫《太師箴》時

則是「縱橫爭折」。孫過庭是以王羲之所抄文章的內容為門徑，追尋王

羲之書寫之際的情感狀態。

韓愈則從書寫狀態解讀張旭的心情。張旭寫草書常常在大醉之後，呼

叫狂走，然後下筆，有時勢來不可遏，「以頭濡墨而書」。韓愈說，張

旭「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

於草書焉發之」。（《送高閑上人序》）

元朝陳繹曾認為，情感與書法有對應關係：「喜怒哀樂，各有分數。

喜即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即氣鬱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

麗。情有重輕，則字之斂舒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翰林要訣． 

變法》） 

宋朝書家發現，他們仰慕的晉唐大書家的名作，特別是王羲之行草書

尺牘，多是逸筆草草，反而更顯風神，蘇軾由此點破「無意於書乃佳」

的玄機。「無意於書」是不執著於書，帶有破除「我執」的禪宗意味。

作書而無牽掛，其實也是強調心曠神逸的精神狀態。

宋朝書家特別敬佩顏真卿，並把他的書法風格與人格形象聯繫起來。

歐陽修說：「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

（《六一題跋．唐顏真卿麻姑仙壇記》）「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

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六一題跋．唐顏魯

公二十二字帖》）。評書以人為喻，南朝袁昂是比況人的外在風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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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評論書法轉向書家的人格，樹立了倫理的標準。一些具有人格魅

力、品格高潔的書家也受到人們敬重，例如宋朝隱士林逋，清初堅守

遺民立場的傅山，剛直不阿的錢灃等。相反，盡管趙孟頫的書法接續

右軍正脈，卻因「失節」仕元連累其書，被譏為「媚而無骨」。

明朝項穆認為，書法也要翼衛教化，承擔「正人心」、「開聖道」的責

任。他說：漢晉以後的書法，皆有偏失。唐人重視筋力軌度，書法之

過在「嚴而謹」；宋人追求意氣精神，書法之過在「縱而肆」；元人好

尚性情體態，書法之過在「溫而柔」。要糾正歷代書法的偏失，項穆主

張回歸張芝、鍾繇、王羲之書法的「正統」軌道。（《書法雅言》）

三、書作與印章

書法家完成一幅作品，往往在名款（署名）下面鈐蓋姓氏名號之類的

印章。今人的觀念中，如果書作有書家的名款而無印章，就不是完整

的或正式的作品，甚至認為是無效的作品，印章成了書法作品中不可

或缺的標記。

據說殷商時代就有印章。先秦時期，印章通稱「璽」。秦併天下之後，

天子的印章稱璽，臣子的印章稱印。漢朝諸侯王、太后之印也稱璽。

漢朝的印文中，出現了「印」、「章」、「印信」（信印）之類的名稱。

歷代官印的印材，按等級有金、玉、銅、石之分，皇帝之璽率用金玉。

皇帝之璽是王權和國家的象徵，劉邦進入咸陽，子嬰「奉天子璽符」，

表示交出國家政權。東晉建立之初，沒有傳國之璽，北人譏諷司馬氏

為「白板天子」，嘲笑其合法性。官員的官印是由朝廷授予，是行使權

力的憑證，辭官或解職則要交出官印。私印是代表個人的信物，死後

用來隨葬。墓葬中出土的私印，有些是墓主死時所治的陪葬印。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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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吉語印（成語印），是私印的一種，據說佩

在身上可以辟邪。官印、私印皆由印工鑄刻。

戰國及秦漢時期，以竹木簡牘、絹帛作書。寄

送文書要封緘（如同今天黏上信封口一樣），先

將寫有文字的簡牘用一塊木頭蓋起來（或者用

布帛包紮起來），然後與一塊挖有方槽的木塊捆

紮在一起，把繩結放在方槽內，用濕軟的泥丸

壓住，在泥丸上鈐壓印章作為信驗【圖 1·3】 ，防

止他人私拆文書，以免泄密。這種鈐有印記的

泥塊，叫做「封泥」。後世文人收集封泥，用紙

打出上面的印文，視為雅玩之物。

東晉以後，紙張取代簡牘，鈐印於紙，用朱

色。在紙質文書上鈐印本是官府的慣例，敦煌

發現的古代公文書上，鈐蓋的印章率是較大的

官印，個別牒狀批文偶見官員的私印。一些儒

家經典和佛經的寫卷上，還見到唐朝「宣諭使

圖書記」、「報恩寺藏經印」之類的印記，屬於

官府和寺院的收藏印。

唐朝貞觀年間，宮廷裡收藏了許多前代名家書

跡，經過鑒定，按書家或書體分類，重新裝裱

成卷之後，要在卷首、卷尾和接縫處鈐「貞觀」

二字小印，這是鈐蓋鑒藏印的開端。玄宗的鑒

藏印是「開元」年號印，據說印文是玄宗親自

書寫。唐朝的收藏家也喜歡在古人名跡上鈐上

自己的印章，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清朝。所

以，那些傳世的古代名跡充斥著印記。我們在

懷素《苦筍帖》【圖 1·4】 上看到，這件兩行十四字

的絹本書作，幅面很小（縱 25.1厘米，橫 12厘

封檢

封泥

【圖 1·3】 古代封泥、封檢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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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唐朝懷素《苦筍帖》上鈐的印章
上面鈐有宋、清兩朝內府的「紹興」、「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等收藏印，以及明清大收

藏家項元汴「項子京家珍藏」印、安岐「儀周珍藏」印，清朝成親王「詒晉齋印」、恭親王的「恭

親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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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上面鈐印多達三十餘方，既有帝王和收藏家的鑒藏印，也

有他們的私人名章。其中二十餘方印直接蓋在本幅中，有的竟壓

著字跡，成了「印災」，破壞了古代書作的完整性。

我們看到，元朝書家趙孟頫的一些書作的名款下鈐有名章，有姓

名印、字號印、室名印。但有些是後人加蓋的偽印。趙孟頫崇古

復古，曾收集漢魏印章編成一部《印史》，是印學史上一部重要著

作。他通曉古印及其規制，又能篆書，所用印章都是自寫印稿，

由工匠刊刻。趙孟頫的印章都是朱文印【圖 1·5】 ，篆書圓轉嫵媚，

後人稱之「元（圓）朱文」，成為印章史上一個流派。元末，畫

家王冕開始採用易於刀刻的石材自篆自刻。自此以後，文人染指

治印，印章漸漸成為一門文人的藝術，許多書畫家兼善篆刻，而

且出現了專門以治印見稱的篆刻家。

書畫家在作品上用印的習慣，為篆刻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刺激了

篆刻藝術的發展。文人治印，由於刀法技巧與師承的不同，面目

各異，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傳統，卻都以秦漢印為宗。

秦漢印【圖 1·6】 的排列方式多種多樣，有直排有橫排；一些四字

印，有的左行，有的右行，後來的印文的排列方式都不出秦漢的

規制，印文不外「白文」（陰文）、「朱文」（陽文）兩類，入印的

字體以篆書為主。唐宋時期也有隸書印、楷書印，宋元的「花押」

印是以畫押的草寫符號入印。印面的形狀多種多樣，鄭重的印都

是方形，另有長方形、圓形、橢圓形。

明清時期的名家書跡，並非件件都鈐書家的名章，一些非正式的

書跡，如草草寫就的尺牘，詩稿文稿，都不用印。用印的那些書

跡往往是鄭重之作，或是酬答之作。

書畫家在作品中鈐印，具有憑信的作用，若從視覺的角度看，朱

紅的印章使書作的「黑白世界」增添了一道亮色（如果在守喪期

【圖 1·5】 元朝趙孟頫自篆的朱文印章
「趙氏子昂」、「趙孟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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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印 漢印

【圖 1·6】 秦漢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