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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隶书简史

•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隶书。隶书，源起于战国末期，兴
盛于汉，固泛称“汉隶”。隶书是在 篆书基础上，为适
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隶书将小篆加以简化，又
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隶书
的出现，称为“隶变”，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 隶书是从小篆发展而来，有以下五个特点（1）、字型扁
方，横向取势。（2）、蚕头燕尾，一波三折。（3）化圆
为方，化弧为直。（4）点画独立存在。（5）强化提按粗
细变化。



• 隶书的产生，史书上曾有“程邈创隶”之说。其实在今天
看来，一种新的字体的创造、推广和通行，应该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结果。“程邈创隶”只能说明程邈这个人在秦代
文字改革中，尤其在隶书字体的整理规范推广中起过重要
作用。

• 其实，隶书产生的雏形从战国末期就已开始。秦隶也叫
“古隶”，同小篆相差不远。汉隶也叫“今隶”，其笔势、
结构都与小篆不同。西汉与东汉的隶书也有较大的区别，
西汉的隶体笔画比秦隶简省，但尚无波磔（捺笔挑势）；
至东汉时，始有波磔。



• 此处所列三件隶书作品，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隶书由战国末期秦初期向

两汉嬗变乃至成熟的过程：《睡虎地竹简》是战国末期秦初期的字体，

字取纵式，用笔圆转，篆势尚存；西汉简书草率急就，横向取势，天

趣盎然，“蚕头燕尾”的隶书特征已很明显，为隶书走向成熟的过渡

期；东汉《礼器碑》则法度严谨，结体方整工稳，疏密均衡，书风细

劲雄健，方整秀丽兼而有之，是汉碑中精典之作，书体从笔法到结构

已成范式。如此从秦末到西汉隶变，再到东汉隶书的成熟完美，隶书

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

它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 现在遗存的汉隶有墨迹
• 和碑刻两种。墨迹主要
• 是写在竹木简和绢帛上
• 的文书。汉碑是东汉丧
• 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
• 成部分。在墓地上树碑
• 刻文之风兴起于西汉，
• 到东汉时刻碑之风大盛
• 。汉隶因碑而存，这种
• 碑刻形制对后来的书法
• 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
•

• 东汉 孔君墓碑



• 东汉是隶书的鼎盛时期，大量书艺精湛、
风格鲜明的碑刻出现。随着大汉王朝的逝
去，隶书逐步被更实用的楷书、行书所取
代，唐代有短暂隶书中兴，此后一千余年
几成绝响，直到清代，碑学兴起，才真正
有了篆隶的复兴。



清代隶书

• 清代历时268年。是书道中兴的一代。它虽处

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但正由于此，它才有条
件继承和发展历代书法艺术的成就，加之有外来
文化的影响，使清代的文化艺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清代书法以乾隆年为界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前期称为“帖学期”，宗董其昌和赵孟頫，
受帝王好尚左右，以圆转流美为能事；后期称为
“碑学期”，宗汉唐和北碑，以古拙朴厚为风尚，
所谓“篆隶中兴”指的就是这一时期。



• 乾嘉以还,金石文字学、考古学兴起，学者书家大
多瞩目于出土日增的两周金文、秦汉石刻、六朝
墓志、唐人碑版等。隶书的兴盛自然和这些分不
开。此时的书法家正苦于被“馆阁体”所束缚，
创新无出路，借着文字、考古的兴盛，他们弃帖
而尊碑，上溯周、秦、汉、唐及北魏，尊崇传统，
取道高古，给死寂的书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清
代的隶书是继汉代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取
得了很高的成就，“直逼汉人”，使中绝了近
1500多年的汉隶法度得以恢复。清代隶书在书法
史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既继承了汉隶的优良传
统，又具有时代特征，具有创新特点,开创了流派
隶书。



• 清代最早取法汉碑，以隶书名世的书法家是郑簠,
郑簠的隶书取法汉代《曹全碑》及《史晨碑》，
又参以行草，写法活变，笔势灵动，秀逸流美，
别具一格，饮誉清初书坛。郑簠 之后以隶书著称
的书法家很多，且别具风貌，各领风骚。如金农
以吴碑入隶，邓石如以篆法入隶，伊秉绶以颜体
入隶，赵之谦以北碑入隶，吴昌硕以石鼓入隶等，
各有千秋，卓然独立。除此以外，清代的隶书家
还有何绍基、桂馥、高凤翰、郑板桥、陈鸿寿、
杨岘、万经、俞樾、陈允升、梁同书等，举不胜
举。在所有这些隶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颜
底隶面”的伊秉绶和集汉碑大成的何绍基 。



















二、汉隶风格

• “学隶须从汉碑入手，取法高古”,这是许
多隶书名家的经验之谈。在学习中，我们
要取法汉隶，就要对汉隶有所了解,从分析
不同的风格流派入手，真正理解汉碑的博
大精深和雄浑高古。关于汉隶的分类，历
来观点有所不同，但大致都从总体风格入
手，来详细划分汉隶的类别。



• 一 平直端稳 应规入矩
• 汉隶中有不少平直端稳,应规入矩的碑刻，著名的如

《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熹平石经》、
《张景碑等》。此类汉碑的书风特点是规矩森严,端庄典
雅,八分取势,华丽秀美,是典型的汉隶书风纯熟期的作品。
这类汉碑代表了汉代隶书的规范典型,是初学者习隶入门
较理想的范本，入手快，易成功。

• ■《史晨碑》
• ■ 《乙瑛碑》
• ■ 《礼器碑》
• ■ 《熹平石经》
• ■ 《张景碑等》
•



• 《史晨碑》两面刻字, 全称为《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前
碑为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刻，17行,每行36字，字稍
小。后碑为东汉建宁元年（168）刻，14行，每行36字，
稍大而肥厚。《史晨碑》碑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前后碑虽
大小粗细稍有出入，但从风格来看,出自一人手笔。用笔
精到,圆润朴茂；笔势开张,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端庄严谨。

后世评为“八分正宗” 。





• 《乙瑛碑》书风颇严谨，富素朴之趣，是汉隶成熟时期的
典型作品，也是后人学习隶书最佳范本之一。

• 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评论此碑称：“字特雄伟，如
冠裳佩玉，令人起敬。”

• 翁方纲评论此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

• 何绍基评论此碑，“朴翔捷出，开后来隽丽一门，然肃穆
之气自在。”





•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
子庙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等，是中国东汉重要碑
刻。东汉永寿二年(156)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身高
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

字，碑阴 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

行。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
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
姓名及钱数。此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金石家
评价甚高。碑文字迹清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
。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
（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
刻成后立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开阳门外洛阳
太学所在地。东汉时期汉灵帝为了维护统治
地位，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派蔡邕等人
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
《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
抄刻成石书，一共刻了8年，刻成46块石碑。
每块石碑高3米多，宽1米多。
太学就是当时的国立大学，所以人们又称这部
书为《太学石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
定儒家经本，是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
正直、中规人矩，极为有名，故也称为
《一字石经》。熹平石经后因战乱毁坏。
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
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8800多字，
共四十六石，残石主要分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491字），部分藏于洛阳博物馆（24字）、
及北京图书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7%81%B5%E5%B8%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9%AD%8F%E6%B4%9B%E9%98%B3%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E5%A4%AA%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E5%A4%AA%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E%89%E7%A2%91%E6%9E%97%E5%8D%9A%E7%89%A9%E9%A6%86


《张景碑》，东汉延熹二年（159年）立，
隶书。碑身四周皆残，现存碑高125厘米，
广54厘米。无额。碑文八分书，凡11行，
行23字。全文清晰可识者225字。此碑为
1958年春出土于河南省南阳市南城门内马
路东侧，系当地群众整修街道时掘出，即移
至市文化馆保存，1959年迁至南阳市卧龙
岗汉碑亭内。此碑字体宽扁，点画波尾显明，
笔画从容秀雅，端正而不板滞。与《礼器
碑》、《乙瑛碑》、《史晨碑》书体相近，
为成熟之八分书。碑文记述地方政府同意张
景包修土牛等一切设施，以免其家世代劳役
之事，从而反映出东汉徭役之苛重。[1]



二 舒展华美 烂漫多姿

• 汉隶极讲夸饰,左波右展,烂漫多姿,装饰味极浓。
这一类汉隶名碑有《曹全碑》、《孔宙碑》、
《韩仁铭》及《武威汉简》等。此类碑刻充分表
现了汉隶的八分特点，既讲规矩，又具变化，华
美飘逸，神韵超然。

• ■ 《曹全碑》

• ■ 《孔宙碑》

• ■ 《韩仁铭》

• ■ 《武威汉简》



《韩仁铭》，碑名全称为
《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
铭》，为东汉后期汉灵帝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
闻熹长韩仁卒后的墓志铭。
此碑高185厘米，宽97厘米，
碑额阴刻篆书为“汉循吏
故闻熹长韩仁铭”共两行，
每5字一行。铭文共154字，
为隶书，共8行，行存17至
19字不等，字皆完好，
唯缺右下一角。该碑现存
于河南荥阳市文物管理所
院内。



• 《韩仁铭》碑属于标准隶书，赵秉文题记中有“字画宛然，颇类《刘
宽碑》书也”。与《刘宽碑》书法风格相接近，更与著名碑刻《熹平
石经》同年刊刻。《熹平石经》相传为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所书，
虽然有着严整的规矩和方劲峻厚的形，但由于校正经文和规范文字的
实用目的，“是对两汉隶书的总结”（范文澜语），故在当时仅起字
帖作用，未能在艺术上作更大的追求，它布若算子，缺乏自然的姿致
和动人的情性，是规范的样板，是为汉碑中的“馆阁体”。而与之相
比的《韩仁铭》则是一幅具有勃勃生机的优秀作品，除具《熹平石经》
之长标准、典范外，又融入了书写者的自由和纵逸，因此更接近书法
作为艺术的本体特征，无论是点画还是结体章法都富有参差变化之妙，
自然而生动。







• 中国凉州西汉墓中出土的简牍，凉州汉简统称武威汉简。包括《仪礼》
简、凉州王杖诏令简和凉州医药简牍等。1959年7月在一甘肃武威县
磨嘴子六号汉墓出土，内容是《仪礼》，共九篇469枚。共分甲、乙、
丙三种，甲、乙本为木简，属西汉晚期;丙本为竹简，时间略早于木简，

为汉宣帝以后的抄本。《仪礼》是当时通行的分书，在书写上注意重
心的偏向，以让出右方的空间使波挑舒展，具有简书特殊的韵律美。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此外出土于同地的《武威王杖诏令册》，1981
年被武威县文管会收集到，书风较《仪礼》宽博而拙重，用笔中夹以
桃他的草意，使全简跌宕起伏，中、侧锋并用，颇见华采。现藏甘肃
省武威市博物馆。

• 于1972年冬在武威旱滩坡东汉墓葬中发现的.内容为法药与针灸方面
的文字著作，因而被称为《武威医简》,《武威医简》计78枚木简，
14枚木犊。书体多为章草，笔意凝练，从点、使转灵活多变的用笔观

察，这时的章草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技法和约定俗成的草法。现藏甘
肃省博物馆。

•



• 汉隶名碑《曹全碑》

• 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的东汉《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
曹全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 (185)。碑高约1.7米，宽约
0.86米，长方形，无额，石质坚细，碑身两面均刻有隶书
铭文。碑阳20行，满行45字；碑阴分5列，每列行数字数
均不等。明万历初年，该碑在陕西郃阳县旧城出土，1956
年移入陕西省西安博物馆碑林保存。此碑文字清晰，结构
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是
秀美一派的典型，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实为汉
碑、汉隶之精品，也是目前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
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

• 《曹全碑》在隶书的诸多风格品类中，是典雅秀美一路。
对于初学隶书的同学来讲，选该碑作为范本是较合适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0.htm




• 学习此碑应注意以下几点：
• 1．此碑的艺术风格以秀为主，同时又极具骨力，在

临习时，就应表现其挺拔的一面。点画宜写得丰润，用笔
不宜过于涩滞，用墨不宜太干，避免枯瘠。在笔的选择上，
宜采用羊毫笔，或者兼毫笔，这样可较好地表现出其线条
刚柔相济、圆润丰腴的特点。

• 2．临习时不宜一味求快，每一笔画都应快慢有致。
比如，起收笔要慢一些，中段要快一些，然后再追疾、涩
的结合。

• 3．临习初期以忠实于原作的特点为主，要对原帖进
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认真的体会，训练时要求笔法精到，
一丝不苟，认真揣摩结构，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 4．在临摹时必须有钻探精神和攻坚毅力，先约后博，再
由博返约，才可获得成功。千万不可朝秦暮楚，见异思迁。
根基未固，却忙于创造，此乃学书之大忌。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46.htm


三 斩截方正 雄强茂密

• 斩截方正的汉碑，雄强茂密,别具一格，和圆笔类汉碑的
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对后来北魏方笔楷书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这类方笔汉碑著名的有《张迁碑》、《鲜于璜
碑》、《衡方碑》、《 阁颂》和《封龙山颂》等。此类
汉碑隶书方笔多而明显，精神外耀，丰茂劲挺，斩截爽利，
端严厚实。

• ■ 《张迁碑》
• ■ 《鲜于璜碑》
• ■ 《衡方碑》
• ■ 《郙阁颂》
• ■ 《封龙山颂》
•



• 《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
颂》，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立。明初出土，
原在山东省东平县,现存泰安岱庙。隶书，15行，
每行42字。碑阴三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
额有篆书12字。此碑书法以方笔为主，立汉碑方
笔之典范，为著名汉碑，风格雄强茂密，朴拙厚
实。用笔方直多变，横竖画起收皆切以成方，棱
角森挺,取势平直。或略带歪斜,拙厚中显灵动,朴
实中见神情。结字多变,字形呈上宽下窄之势,偏旁
大小错落,以奇取胜。章法疏阔,参差得势。康有为
评此碑为“隶中之楷”。通篇粗旷朴茂,气势雄伟,
格调高古,逸趣横生。兼有“篆意”、“草情”和
“楷法”,对后世习隶者影响很大。





• 《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
太守鲜于君碑》，东汉延熹八
年（165年）十一月立。1973

年5月于天津武清县高村出土。
碑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3

厘米。隶书。碑阳16行，行35

字，有界格；碑阴15行，行25

字，有界格。共827字。其书
法笔致方整朴厚，点画富于变
化。额阳文篆书10字。通碑字
迹清晰，是建国以来发现的最
为完整的汉碑，原碑现藏天津
市历史博物馆。



•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
府君之碑》。东汉建宁元年(公元
168年)九月立，是衡方的门生朱登
等为其所立的颂德碑。碑23行，行
36字，隶书。碑阴存题名二列，字
甚漫漶。碑额阳文隶书“汉故卫尉
卿衡府君之碑”二行十字，二行之
间有竖格线。碑原在山东汶上县西
南十五里郭家楼前，清雍正八年汶
水泛滥，碑陷卧，后重立。现藏山
东泰安岱庙。存世最早的拓本为明
本，首行“方”字，第六行“都尉
将”的“将”字未损。



• 《郙阁颂》，是东汉灵帝刘宏建
宁五年（公元 172年）刻的一方
摩崖石刻。当时，是为纪念汉武
都太守李翕重修郙阁栈道而书刻
的，故全称《汉武都太守李翕析
里桥郙阁颂》。该石刻自成一家
，独具丰标，为标准的汉隶八分
——结构严整，章法茂密，俊逸
古朴，风格沉郁，体态赫奕，在
优美多姿的汉隶中，确为我国的
艺术 精品，是研究祖国文字、书
法和东汉八分汉隶的重要实物资
料。近年来，日本书法界，多次
远渡重洋，长途跋涉，前来目睹
这块东汉摩崖刻石瑰宝，并进行
多角度的研究。它同汉《石门颂
》， 《西狭颂》，并称我国的“
汉 三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1%89%E7%81%B5%E5%B8%9D


封龙山碑，以封龙山为名，
为祀山颂神而立。封龙山碑，
又称“《封龙山颂》”，位
于河北元氏西北四十五里王
村山下，为著名的汉碑之一。
封龙山碑出土较晚，清道光
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为
元氏知县刘宝楠(字念楼)访
得。封龙山碑，纵166厘米，
横100厘米。15行，行26字，
气魄雄伟，书法方正古健，
点划之中有篆籀之意，粗犷
俊朗，有独特的阳刚之美。





• 四 奇险峭拔 雄放姿肆
• 在大量汉碑中个性张扬,独具风貌,引人注目的还是那

些奇险峭拔,雄放姿势一类的隶书名作，如《石门颂》、
《大开通》、《杨淮表》、《西狭颂》及《莱子候刻石》
等。这类汉碑除了年代较早的西汉新莽时的《莱子侯刻石》
外,其余皆为东汉时期著名的摩崖刻石，而且都集中在陕
西南部一带。从书风上来分析,包括《莱子侯刻石》都多
用平直细劲之笔法,奇险雄健,烂漫姿肆,为汉隶中最自由放
纵的一类刻石,与大量的汉代竹简木牍、帛书上的民间书
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 ■ 《石门颂》
• ■ 《大开通》
• ■ 《杨淮表》
• ■ 《西狭颂》
• ■ 《莱子候刻石》





《石门颂》全称为《汉司隶校尉杨君石门颂》,又名《杨
孟文碑》。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刻于陕西褒城褒斜道
石壁,现存陕西汉中博物馆。此刻为摩崖刻石,隶书22行,满行
31字。碑文多为四字一句,押韵可以通读。内容记载杨孟文修
茸石门道之事。《石门颂》为摩崖刻石,故较少森严肃穆的庙
堂气象,而多了些迭宕野逸的山林之趣。用笔沉稳,圆入圆出,

遒劲细健，入石三分。笔势圆劲纵放，结体洒落自然，遒古
婉蜒。介乎于碑、简之间,用笔圆劲,不事雕琢,天真质朴,如简
牍帛书；但因其书于崖壁之上,碑高近丈,气势宏大,绝非简帛
所比。自由、奔放、朴拙、雄逸、清新，被誉为“隶中之草”
对后世隶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开通褒斜道刻石》，又称《大开通》，全名《汉鄐（
chù）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此刻2.7米,宽2.2米,字经9.16

厘米。现存97字。东汉永平六年（六三）刻，隶书十六行
，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而是篆书线条。全文16行，每行
5至11字，共159字，字径三四存不等，记录了太守鄐君
开通褒斜道的功绩。石在陕西褒城（今勉县）北石门溪谷
道中，为现存东汉摩崖刻石中之最早者。宋时石为南郑令
临淄晏袤所发现，刻释文于其旁，后被苔藓所掩，六百余
年不为人知，直至清时才被发现，复流传于世。此刻石用
笔以圆笔为主，参以篆意，与同处褒城稍后的《石门颂》
、《杨淮表记》刻石用笔相似，然取势不同，此刻石呈外
紧内松。





• 《西狭颂》位于甘肃省成县天井山，东汉建宁四年（171）六月刻，
仇靖撰刻并书丹。《西狭颂》与陕西省汉中市的《石门颂》、略阳县
的《郙阁颂》同列为汉代书法“三颂”，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
一座摩崖刻石。有额、图、颂、题名四部分，篆额有“惠安西表”四
字。正文右侧刻有“邑池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和
承露人。颂在图之左，阴刻隶书20行，共385字，颂之左为题名，隶
书竖行12行，计142字。整碑高2.2米，宽3.4米。记载武都太守李翕
生平，歌颂其为民修复西狭栈道为民造福的政绩。

• 《西狭颂》书法古朴方劲，刚健整饬，用笔多方笔起收，少作提按，
取中锋行笔，兼参侧锋作波磔。尤其是笔画转折处外方内圆，方处棱
角分明，圆处刚劲深含拗力。此碑在汉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其书法
篆意楷形，既严劲又灵动。杨守敬评其“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
尤可宝重”。徐树钧则说：“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
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



• 《莱子候刻石》，新莽天凤三年（１５年）二月刻。原石发现于
山东邹城市卧虎山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启圣殿。又称《莱子侯封田
刻石》、《莱子侯封冢记》、《天凤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
七行，每行有直界，行五字，共三十五字。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
膝县孝廉颜逢甲，偕友人孙生容，王辅中游邹县城南卧虎山前偶得之
。此石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熔篆籀之意
写隶，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
味古雅。”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





• 随着大汉帝国余辉的逝去，隶书也由盛转衰，逐
渐被更实用、更规范的书体所取代，书法史也由
此进入晋唐楷书时期。但汉隶的影响并未因朝代
的更迭而消失，只是由原来的实用性走向更为典
雅的艺术性范畴。晋唐时期是楷书从初创到完善
的时期，也是隶书衰退的时期。汉隶至唐及后来
的宋、元、明的一千多年间几成绝响，直至清初，
沉寂千年的隶书得到了复兴，出现了一大批卓有
成就的书家，使隶书创作达到了继汉代之后的又
一个高峰。



三、汉隶技法
• 汉碑法度严谨、成熟、完美，学隶从汉碑入手

最易得法。现以汉碑为例，对隶书的基本技法
作一简单分析。

• 运笔
• 1、平画

• 一般汉碑的平画有平、弧两种。起笔又有方圆
之分。

• 平。平画直如水平，《乙瑛碑》中“王”字，
第一笔横画为圆笔平画，其笔画为：

• 逆锋起笔，提笔圆转；
• 中锋行笔；
• 提笔回锋收笔。



• 第二横画为方笔起笔，其笔画为：

• 起笔直下，然后提笔翻折；

• 中锋行笔；

• 提笔回收。
• （2）弧。呈拱形的平画，有一定的弧度。
如《乙瑛碑》中“宰”字三横的写法与圆
笔平画一样，只是呈上拱弧势，才显得富
有弹性。





• 2、竖画

• 汉碑的竖画作主笔时均呈垂直状，如《乙
瑛碑》中的“牟”字左右两侧的竖画往往
有向背之势；“须”字竖画起笔一般均藏
锋，收笔除了作掠笔或悬真偶有出锋外
（如“师”“明”），一般亦都回锋。起
笔收笔有方圆之分，书写方法与横画的方
笔、圆笔相似，只是一竖一横运笔方向有
所不同而已。





• 3、波挑

• 波挑是隶书的主要特征。波挑有两种：

• 横波。相当于楷书的主笔横画，其特征是
“蚕头燕尾”。如《乙瑛碑》的“平”字，
其笔法为：

• 逆锋圆转，形似蚕头；

• 中锋运行，略按；

• 顿笔渐提，上挑出锋，呈雁尾状。





• 4、掠笔

• 掠笔是与波挑反方向掠出的笔画，它与波
挑一起形成左掠右波的格局，使体势开张，
左右相对平衡，成为隶书的又一特征。掠
笔的收笔有出锋与回锋之别，如《礼器碑》
的“子”字掠笔出锋，其笔法为：

• 逆锋起笔；

• 中锋下行，渐按；

• 向左渐提出锋。



• 《礼器碑》的“沙”字掠笔回锋，其笔法
为：

• 逆锋起笔；

• 中锋左行，渐按；

• 提笔向上回转收锋。



• 5、点:隶书的点实际上是平画、竖画、掠笔
与波挑的浓缩。如“鲁”字四点，左点为
掠，右点为波，中间两点为竖的减缩；而
“洗”字的三点均是平画的减缩。因此隶
书点的用笔实际上与平、竖、掠、波的用
笔相通。此外，汉碑中点亦具呼应之势，
《张迁碑》中的“孙”字即是一列。





二、结构

• 1、平稳匀称

• 隶书字体以平稳匀称为主，结构横平竖直，布白均匀，
表现出一种肃穆严整的静态美感。然而平稳并非呆板，
宁静并非僵死，往往静中有动，稳中寓奇，平中有斜，
直中含曲，在平稳中寓动势，在变化中的均衡，达到
动与静的统一。

• 《礼器碑》的“秦”字表面看来重心平稳，细一分析，
上下两竖不在一个支点上，上竖偏左，下竖偏右。由
于厚重波磔长舒，故“禾”部中竖作弯曲的位移，使
其达到动态中的平衡。《礼器碑》的“四”字，横不
平竖不直，变的有疏密，有生气。





• 2、揖让参差

• 隶书的揖让穿插不如楷书丰富，但高低参差却广
泛应用。《乙瑛碑》的“报”字、“幸”部的四
横长短互有参差，并依此往右挪移，有明显地侵
右之势，于是右部的竖画相应作弯弓状以避左。

• 《礼器碑》的“龙”左右参差不齐，在下“月”
部的右竖长伸，成了这个字的支点，虽然左掠轻，
右波重，但左部笔画多，右部笔画少，故在参差
中达到了相对的平衡。若“月”的右竖不伸长，
与掠、波齐平，此字固然更为平稳，但奇趣与韵
味就荡然无存了。





• 3、呼应收放

• 隶书部首结构的相对独立性要比楷、行、
草书强得多；但点画间的呼应，结体的俯
仰顾盼之势，也时有显露。如《乙瑛碑》
的“故”字“文”的掠笔与波捺相呼应，
一气呵成。左右两部分虽各自独立，但顾
盼有致，融为一体。



• 《礼器碑》“食”字的“人”部掠笔放出，
捺脚敛收，而“良”部的波磔长舒，这就
是隶书“雁不双飞”的特点。此字也可将
“人”部捺脚放出，而将“良”字波磔敛
收，主笔则转移至上方。这种主笔可换移
的现象，在后来的楷书中常可见隶书中突
出主笔的处理方法，已为楷书之先导。另
外“食”的竖画不是常见的直立形，而是
往左倾斜，与右捺恰好互为支撑，再加上
“人”部掠笔的飞扬，使此字既安稳又舒
展，既规矩又有变化。





隶书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意蕴
• 隶书发展到东汉已极为精熟完美，此时刻石立碑成风，大

量的隶书作品借此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我国书法艺术的
宝贵财富。隶书以其独具的艺术特征与美感，深受人们的
推崇与喜爱。

• （一）波磔的韵律

• 波画以“蚕头雁尾”的特有姿态，表现了波势的生动变
化。那逆锋起笔形成的圆头和顿挫抽锋写出的波尾，’使
一画的形态呈现出粗与细、曲与直、钝与锐的微妙区别；
又使运笔过程中“一波三折”的起伏节奏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样的波势，即使从波画这一笔来看，其外在形态和内在
笔法都比篆书丰富精彩得多，也比初起的隶书鲜明完美得



• 多。隶书捺画的波磔也十分动人，右下的捺笔也
作波状，波势也十分突出。波势不仅表现在个别
笔画上，为着集中显示和强化一字的波势，其余
笔画或保持平正，或顺应波势作配合性的变化。
如左向的撇画，收笔折回圆收，使撇尾略呈微卷
之状，就是为了同整体统一波势的衷现取得协调。
隶书波势的俯仰变化’使它具有特殊的韵律和动
态美感。那些通过左右笔画的呼应来表现波势的
结体，其展翅欲飞的体势就同时表现着特有的节
奏，其韵律的强弱，同波画所处的位置及起落幅
度有关。



• （二）横向的张力
• 隶书的波势主要表现在横向上，整个字的体势
随着波势在横向上展开。其结构中左右两侧充斥
着二种横向的张力，牵制着有关笔画位置的安排
和态势的呈现。横向的张力从结构的核心极力向
两侧分张，左右笔画也就呈背势舒展。

• 横向的张力并不都是以左右相对的形式表现出
来，它也以强调其中一侧的形态存在。如 “月”
的左侧、“瓦”的右侧张力的表现都比另一侧明
显。但这仅是外形的呈现上有所侧重，而内在结
构中左右的张力却是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的。另
一侧略呈背势的竖画中，其笔势虽没有向外开展，
那微曲之处却透露出方向相反的另一股张力的存
在，维持着结体的力的平衡。



• （三）垂笔的延宕

• 长垂笔是简帛书常用的笔画，在碑刻中则难得

一见。唯其如此，在东汉隶书中偶尔有垂笔的延
宕，更是引入注目，弥足珍贵。隶书的横势制约
了垂笔的延宕，有胆识的书家却能在横势的总体
布局中让垂笔脱颖而出、在书写的瞬间怨而从纵
向的奔泻中表现出对内在韵律的超越，是受着统
一规范一露锋芒。这是严格限制的纵向笔势在追
求自由的创作意志的驱使下的突然宣泄，所以其
效果简直有如划破长空的电闪雷鸣，力量惊绝，
非同凡响。在《石门颂》、《张景碑》等碑刻中，
都可欣赏到这种垂笔延宕的力量和气势。



• （四）隶书气势的美学内涵
• 隶书的气势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刘熙载于《艺概•书

概》中指出：“秦碑力劲，汉碑气厚”，就加以充分肯定。
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里说：“万物不一状，万变不一
相。总之流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
书法所表现的气势，’也可这样理解。点画、结体、布局
只要能鲜明地表现出力量和运动，并带有活泼的生机和生
命的气息，就能给人以特定的气势感。只要我们把握到隶
书的力度、速度及其配合变化的节奏，也就不难领略它的
气势美感。隶书的波磔就显示了笔力的作用与行笔的速度
变化。不同的作品，其波势的表现形式是很不同的。有的
俯仰较大，有的起伏较小，有的粗而短，有的细而长；有
的收敛，有的放纵；有的轻快，有的平缓；……波势节奏
的种种变化，



• 反映出隶书气势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隶书的横向张力使
结体充满了动感，在不同的碑刻中，其表现也各不相同。
有的强大，有的薄弱；有的突出，有的缓和；有的张扬，
有的含蓄。其力度与速度的差别，也使气努的呈现各具特
色。而从这些气势的总体表现中，可以进一步感受到时代
的精神、民族的气概或书家的情怀。隶书的结体，不论风
格如何，大多取外张的布势，这是由隶书的本质特征所决
定的。“外张尚气”，这使它的笔画和结体产生了扩充感
而带有冲出固有空间的一种气势。它一旦借那些耸立大地
的丰碑而存在，或与苍茫险峻的摩崖同一体，其压倒一切、
包含万有的气势，就创造出一种与天地相感应、与自然相
沟通的恢宏深远的艺术境界。博大、沉雄、浑朴、高深，
隶书艺术蕴含着我们古老民族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千百年
来它使无数华夏儿女为之倾倒。



四、隶书的创作

• 一、作品的章法布局
章法即“布局”，也称为“布白”。具体地说，

就是字与点画，字与字、行与行按一定的书法艺
术规律和法则合理分布、巧妙安排的方法。简而
言之，就是点画之间，字行之间的黑白分布。章
法布局是书法作品最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是创
作书法作品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创作书法作
品，一要练得一手好字，这是书法作品创作的基
础；二要懂得书法作品的章法布局，这是书法作
品成功的关键因素。



• 章法布局是书法作品的整体安排。具体包括如何

确定幅式，如何安排书写的位置，如何留边，如
何排行，如何安排字与字、行与行、文与款之间
的空间位置，如何协调文字与空白的比例关系和
蔬密变化，以求得奇妙、协调的艺术效果。章法
布局是书法艺术的主要表现手段。只有讲究章法
布局，才能创造出成功的书法作品。如果没有好
的章法布局，那么，尽管内容好，单个字写得也
不错，却也不能称之为成功的书法作品。



• 隶书的章法是与字的结体不可分的。隶书作品由
每个字排列组成，从某种意义说，字的结体决定
了章法。如笔画少、结体小，就会产生疏、虚；
字体大、笔画多就会产生密、实。隶书章法有自
己的规律，由于隶书是扁方形，故字距一般比行
距偏大。字距、行距的大小决定章法疏密的不同，
又形成作品风格的不同。结体小，字距、行距大，
则属疏朗的；字体大而外拓，字距、行距又比较
小，则属茂密的。这是指总体而言，其中有的字
距大、行距比较小的，也有字距行距相等的，还
有行距大于字距的等等不同。还有种章法错落，
字距行距无规则 的茂密布局，如《开通褒斜道刻
石》那种较罕见的早期章法。



• 汉碑的章法从简书章法演变而来。竹简窄
长，横势很强的隶书往往将竹简左右空间
撑足，故字距突出。转移到碑石和帛上书
写，则形成了字距大于行距的章法，字格
多呈方形或近于方形的长方形。基于以上
特点，隶书书写的章法多为行距均等的直
线平匀式。由于字距大行距小，在章法上
造成一条条横向的空白，而这些空白又因
字形的长短而出现纵向起伏的节律变化。



• 书法作品的布局常用的有三种格式：1、 纵有行，

横有列。这是一种平均占位、字行均距的布白形
式。其特点是横竖成行，整齐匀称，于平正之中
求变化。2、 纵有行，横无例。这是一种竖成行、

横错落的布白形式。其特点是行距匀称、横向字
不相对，行气贯通，左右呼应。3、 纵无行、横

无列。这是一种纵横交错，乱石铺街的布白形式。
其特点是大小相间，意在笔先，跌宕错落，就势
布形，上下贯通，左右逢源，虚实相生，浑然天
成。



• 隶书的章法不同于篆、楷、行、草等书体，
由于字形扁方，左右取势，所以其章法应
遵循并利用它字体的這一特性，加强字行
之间的橫向联系，同时注意书写时的纵向
贯气。隶书的章法一般分为纵成行、横成
列和纵成行、横无列两种类型。

• 如《曹全碑》、《乙瑛碑》、《孔宙碑》
等多数汉碑均属于纵成行、横成列一类。
这些作品许多是庙堂书法的代表作，书风
规范、法度森严。字形扁方，笔势左右张
扬，使得左右行距紧凑，上下字距拉大，
纵向垂直排列，重心稳定。







• 学习隶书的章法布局，要多从碑帖和书法作品中

去玩味、领会其中的隐微。总结前人的经验，就
一般规律而言隶书的章法布局有如下几个要领：

（一）意在笔先。即在书写之前，先在心中筹
划。如书写的内容，书写的形制，如何落款、如
何用印、形成什么样的格调和意境等等，做到心
中有数。

（二）量纸定字。即动笔之前，在纸上筹划。
根据要写的内容，纸幅的大小，字数的多少，字
体形态，行列安排，落款格式及配印等，在纸上
作好恰当地安排。



• （三）首字领篇。开篇首字要认真斟酌后再下笔，写得大
一些，粗重、饱满一些。因为首字首笔有很大的制约力，
写下首字后就要据其风格来考虑整篇字的许多变化。如大
小疏密、体式意态及浓淡枯涩等。所以唐代孙过庭《书谱》
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这表明，书
法作品的第一个字作用很重要，它对全篇起到管束和制约
作用，基本上确定了全篇字的字体、笔态、形体等，起到
统领的作用。所以，对每幅作品的首字，必先酝酿成熟再
下笔书写。在写行、草书时，第一个字一般要写得大一些，
粗重一些，饱满一些。
（四）行气贯通。即整篇作品要气势连贯，一气呵成，

格调统一，笔意笔势连贯，前后呼应。每行字的大小、肥
瘦、长短、宽窄、疏密、向背、承接、俯仰、顾盼，都应
搭配得当，不堆砌，不支离，自然流畅，气势优美。
（五）终篇收势。即整篇字的最后收束要完满，特别是

最后一行要收得恰当合适。一方面应尽量避免只留一个字，
显得孤立、悬吊；另一方面也应避免通行到底，显得拥塞、
过紧。末行在三分之二处结束为最好。



二、创作方法的选择
当掌握了隶书基本技法、结字、章法等基本规律，结束了书法的初级临

摹阶段以后，就可以进行隶书创作的训练。要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必须循序渐进，经历几个过程。对隶书创作，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几个方

面来认识。

1、临摹阶段。隶书创作必须在临摹前人优秀作品并掌握书写技巧的基础

上，才能进行创作，没有这样的基础，就谈不上创作，只能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其实，临摹也是创作的一种形式。临摹一般要经过实临和意

临两个阶段。实临所注重的是笔法、结体和章法等技法内容，要求忠实

于原帖，尽量做到惟妙惟肖。在此基础上在进入意临。意临是临摹的高

级阶段，是去芜存精的一个消化过程。学书者可根据自己的临书经验，

熟而能巧，巧而能变，最终遗形取神。从实临到意临之间有一个较长的

过程，先要追求临像临准，打好基础，了解范本的特点才能进行总结概

括，然后慢慢升华。同一种碑帖，由于临写人的性情不同，取舍各异，

最终将形成不同的风格。许多著名书家到晚年还临池不辍，不断地从传

统中吸取养料，而他们充满己意的临作，本身就是一种创作。



• 何绍基（1799-1873）《临张迁碑》，很注意发

挥自己的个性，用笔上不囿于《张迁碑》的方笔，
而以中锋逆入平出，裹锋重按，回锋收笔，使线
条圆满厚实，涩进缓行；结体上则弱化“蚕头燕
尾”，削弱了方严强悍的意蕴，结字造型以扁方
为尚，中宫疏朗，重心下沉，横画取左高右低之
势，竖画略带弧形，撇捺左右开张。以上构成了
何绍基不同于他人的临书特点。他这种具有个性
化的临摹，入古而能出新，重骨而不重姿。此即
“遗貌取神”，成为意临的典范。







• 2、集字作品。集字是从原帖中选取单字，按
一定形式重新组合，成为一幅新的作品。这比
一般的临帖作品难度要大，这些单字在重新组
合之后，存在一个字与字之间的搭配关系的变
化。因此要根据新的搭配关系进行局部调整。
当然，这种调整应不改变原字的基本形态，不
改变原帖的基本风格，忠实于原帖的风格特征。
集字时，对于原帖中有的字，可以直接拿来使
用，而对于原帖中没有的字，可以根据原帖的
笔画特征和偏旁特征，造出一个符合原帖风格
特征的字来。很多书家在创作的初始阶段，都
是采用集字的方式。



• 3、创作作品。临摹碑帖，是书法学习的第一步，
从临摹入手，把握范本的形、神、法、质等，然
后再经过分析消化，去芜存精，从而为创作、为
书写自我打好基础。所谓临摹是手段，创作是目
的，虽为两个不同范畴的书写实践，却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当我们对一种书体的笔法、结构、
章法等熟练掌握之后，并且经过初始的集字训练，
就应该考虑采取哪种适宜于表达自己个性的线条、
造型等技法元素，根据个人性情爱好选择，进而
形成一种审美取向，形成或雄强或飘逸或奇崛等
审美风格。



• 创作作品应认真选择内容，确定字体，最
好能写出小稿，然后针对小稿进行练习。
原帖中有的字，自己熟悉的字少练，而帖
上没有的字，不熟练的字多练。在逐字各
个击破后，再通幅练习，此时重点在字的
搭配、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呼应等。此时
还要加上作品样式、落款、章法的练习。
通过反复练习，熟练后再用生宣纸进行作
品创作。



• 隶书创作（四）——创作范例

• 一件完整的隶书作品应由正文、题款、印章三部
分组成。

• （一）正文：根据要求决定内容。以隶书为书体
的作品，只要内容健康向上的古代歌、赋、诗、
文均可书写，最好自作诗词、楹联。书法作品，
在考虑形式的前题下，最终目的还是要突出作品
的艺术境界。尊重传统形式，但又不为形式所限，
应努力发现创造更能表现发挥各自艺术个性的新
的形式。



• （二）题款：是整篇布局的重要部分。题款的格
式分上款和下款。上款题受书者的名字、称谓及
相关内容。上款题写在作品的上方，一般与正文
平齐或在正文第一字下方题起，或题在下款的上
方的位置，以示对受书者的尊重；下款一般都题
在作品的左下方，有复款和穷款之分。复款字数
较多，一般有书家名、号、书写时间、地点以及
与本作品有关的事情或书家心得感慨等。复款也
称长款，有的长款可以视为一则非常佳妙的小品
散文，传情颂性，充分表现书家的文学底蕴和情
操；穷款是短款的极至，只写书家的名号。



• 题款是根据作品布白的需要，不必每件作品都题
某年某月某日应某某书于某地等千篇一律的套话，
如正文之后没有位置，可以不题款，直接钤印即
可。题款字体，要与正文和谐，便于识认。隶书
题款一般宜楷、行、行草、隶书、章草。

题款文字应小于正文，题款所占空间和高低长短
应和正文整体格局统一考虑。落款另起一行时，
可略低于正文或与正文平齐，但最后一行款字不
要写到底，要考虑印章的位置。

（



• 三）印章：在章法的整体构成中主要起装饰和调整空白关
系的作用，虽占据空间很小，却有画龙点睛的功用，是章
法构成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印章，从形式上分朱
文和白文；从功用上分名章与闲章；从外形上分方形、圆
形、椭圆、长方、肖形（如龙、虎等动物肖形，葫芦、古
币等器物肖形等）。除名号印章外，其他都可称闲章。所
谓闲章是相对名章而言，取其可有可无之意，但在调整布
白空间和装饰功能上，不可忽视。可见闲章不闲。我们常
见到有些名帖、名碑、名人手札等盖有许多收藏印，现代
书家也有在作品中加盖多枚印章的，我们在创作中可根据
作品形式考虑，印章的大小、多少、要根据整体章法布局
统筹考虑。一般印章不可太大，特别是题款后面的名号章，
以小于款字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