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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也许　.......

只能无限接近　永远不能尽观其奥妙

但愿这次　能带来　心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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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传于中国千百年来的书法，就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展现阴阳之道的艺术，书法之美
在宣纸上用笔墨以汉字形式得以充分展现。

     一副书法作品从创作的开始到收笔结束，是一个从无极到太极的全过程。

     从我们拿笔取墨，从第一字的第一个笔划开始，这个墨点以什么形状呈现在一张白纸上，
这张纸上就体现了什么样的作品形态（也就是以后我们看到的元态气场）。笔墨从渗入纸
张的一瞬，白纸本身就成为无，墨就成为有，道就开始运行了，随着笔划的进程，作品逐
步展开，直到完成，一个完整的书法道场就呈现在那里了。什么样的书法作品就呈现出什
么样的类似生态环境那样的气场或称之为道场，会给人以各种不同的感知和感受，最终能
让人境界和情绪发生某种变化。

    一副优秀的书法作品和一副失败的书法作品，其本身都能体现出一种道的气场，优秀的
作品体现了和谐之道，失败的作品则体现了失和（非和谐）之道。

书法与道的关系

新

书
法
即
道

       历来的书法理论是以几种方式来诠释的，１：情怀和情致方式；２：意会方式；３：
模拟物象；４：道的方式；５：用笔的方式；６：书体的结构和布局，等等。
      本书则是从道学的方式来深入阐述分析书法艺术之美的内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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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由无极而太极，是从无到有，再复归无的过程，终期无尽。

太极即阴阳之道。

一：元力
     阴阳其实质是阴元力和阳元力的构成，阴阳元力都属于元力，元力是宇宙最原初的超能量，谓之“莽
荒远古之力”。是无极到太极过程中生发而出的，它表现在人类个体那就是元气，其中最精华的元气是灵
气，也就是灵魂。

      世界的构成就是阴阳的构成体，阴阳实则是阴元力和阳元力，无论生物还是非生物，所有的物质和非
物质都有阴阳元力构成，阴元力和阳元力的构成和运动方式就形成了世界的面目和运行。

      阴阳元力是按照元态原理的方式存在和互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其组成就是一对互为根本、互相
转化、对立统一的阴阳元力在彼此影响和存在着，这就是一种道的关系，其中阴阳元力之间的不同状态决
定着该事物是什么样的性质存在。碳墨与金刚石成分完全相同，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物理性质绝对不
同，就是碳原子的排列不一样导致的，碳原子的排列方式就是元力之间的不同组合方式。什么样的组成就
形成什么性质的事物并且决定该事物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阴阳的区分方式，分为几种方式，首先是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区分，如上阳下阴，左阳右阴等等；其
次是属性方面的区分，凡是运动方式相对动态和激烈的、体积处于较大的、颜色属于较暖的、时间处于更
快的、材质属于更刚强坚韧的、人的性格较为豪爽侠义大度直率的、温度较高的，都是属于阳，反之处在
以上各方面的相对的对立面的就是阴。

     阴阳也是相对的，阴阳脱离不了它的相对性，没有了体积小的物体，大的物体就不成其为大，失去了
温度较低的比较也就没有了温度高的说法。脱离了相对应的事物，原有的阴阳属性就不存在了。会形成新
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

     阴阳也是永远存在的，即便是把一个物体完全切割了它的对立面，那么该物体会自己形成新的阴阳存
在方式，但这种方式是一种新的存在。

       阴阳的属性：
阴属于守恒力主静的，阳属于趋动力是主动的。非组织属于阴，组织属于阳；女主阴，男主阳；人类社会
之于生物圈前属阳后属阴；生物圈之于自然环境前属阳后属阴；动物之于植物前属阳后属阴；人类之于动
物前属阳后属阴。

二：元态
     是阴元力和阳元力的构成状态，在其结构作用下事物才呈现出了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属性和作用。
元力在事物中也表现为主元力和从元力，而无论阴元力还是阳元力都可以成为主元力或从元力。
事物内部的各个层级的主从元力的构成就是元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元态原理（阴阳原理）
     是阴元力和阳元力之间的几个主要原理：阴阳相对性；阴阳对立统一；阴阳转化；阴阳互根；一个事物（阴
阳元力构成体）由无穷的阴阳子层级构成。



元态原理（阴阳原理）

阴阳的相对性和永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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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互根



元态原理（阴阳原理）

阴阳转化



元态原理（阴阳原理）

无穷的子阴阳层级构成一个事物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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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的构成，即事物的层级关系。

     世界由不同层级的有着各种元态关系联结的事物所构成，纵向来看从宇观层级的星系到微观层级的阴
阳粒子，横向来看每个层级都有相对的处在同一层级元态关系上的各种事物的相互作用。

     每个层级都有各自相对独立又互相依附的同一层级事物构成，比如地球，它的子系统就由人类社会、
生物界、自然界等构成，而地球和其他星球形成了太阳系，太阳系和其他恒星形成了银河系，宇宙就涵盖
了更多子系统。

     人类社会就由各个国家这样的子系统构成，每个国家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构成了外交处在什么状态，是
战争？和平？冷战？国家内部也由各种子系统构成，各种组织机构就是它的子系统结构，宗教机构，政治
机构、社会机构等就是它的组成部分，社会机构里面又有社区、学校等等，一直到人类个体。

     每个层级的事物是相对独立的事物，它们之间的元态关系是否和谐决定着这个层级是否能够长久稳定
和发展。子系统则是独立事物内部的各自相对独立的事物，子系统构成了独立事物，独立事物又处在更高
层级的独立事物内部之中属于子系统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某个独立事物既是独立事物又是更高层级事物
的子系统。比如人体，既是独立的也是家庭的子系统，又是工作单位的子系统。

     人体也是独立的，也是由五重层级的系统构成的体系。他的内部就由九大系统组成，即运动系统、消
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这九个系统是
既相对独立运作又互相依附，它们之间是否能和谐存在决定着人体的健康程度，而每个系统中又有各种相
对独立又互相依附的子系统组成，从人体到九大系统再到人体细胞最后再到细胞里面的复杂系统，这样多
个层级的系统就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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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层级：人体细胞层级

第四层级：人体组织层级

第三层级：人体器官层级

第一层级：人体

第二层级：人体八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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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命体

        生命体和非生命体
      生命体是其内部各层级都处在相对和谐状态的事物，非生命体是其内部结构处在阳极或阴性元态的事
物，前者是活的属于略阳元态的事物，后者是死的属于纯阴或纯阳元态的事物。所有有着生命的事物就可
以称之为生命体，生命体是一种略显阳性或阴性的事物，它的本身是处在和谐状态的，而没有生命的事物
就是从和谐态转化为不和谐态的最终结果。
       （生命体）和谐体——偏阳或偏阴和谐体——纯阳或纯阴非和谐体（非生命体）。

         生命体特性
      任何有生命的生命体都具备繁衍功能 ` 保持自身各种性状功能 ` 交流功能 ` 等等生命体特有的功能，
但这一切都是在生命体内部的各层级系统能保持最基本的和谐状态下才能达成的。

六：元力和元态

（1 ）  元态

社会元态

      是元力在第三重层级社会层的各种以国家形式形成的表现，其表现为在社会中体现的两种互相制约的
“趋动性社会力”“恒定性社会力”，这两种不同元力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机制。

个体元态

      每个个体的人性都受着两种基本元力驱使，这就是趋动性元力（阳元力）和恒定性元力（阴元力），
如果这个个体其趋动性元力占主导，他的人性就表现为“自利性个体的人性”，如果恒定性元力占主导则
表现为“非自利性个体人性”，不同的人性也构成了不同的行为反应。
      一个人在各个时期甚至不同的时间都有着不同的元力表现，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人性是不稳定的，变
化较多，而中年之后其人性就逐渐稳定了。

      元态如果体现在个体的生理机制上，就让人呈现出健康和疾病，健全和残障的不同状态。

（2）   元力与元态

元力与元态的关系

      一组元力的不同构成方式形成一种元态，其中阴元力占优势的事物呈现阴元态状态，阳元力优势呈现
阳元态，一种事物有多重层级的元态和不同时间表现出多种元态。

      事物的元态是指事物的各层级的元态在总体上所呈现出的状态，活的事物有各种层级的阴阳元力相互
构成不同的元态形成，总体上会呈现出该事物的特定的元态，如果该事物呈现一种静态 ` 被动 ` 应激的总
体状态就成为阴元态的事物，反之是动态 ` 主动 ` 主激的就属于阳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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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物的元态构成

     不同元力占主导地位的构成不同元态的事物，两种不同元态事物其中一种事物占主导地位，这两者事
物的关系就会呈现该主导事物所具备的元态，如果某社会的大部分事物都处于某种元态，那么该社会就呈
现该种元态。
     心理属阳而生理属阴，自利属阳而非自利阴，动脉属阳而静脉属阴，交感神经属阳而副交感神经属阴，
男主阳而女主阴，机构职位中的领导主阳而下属各人员主阴，政治机构主阳而宗教机构属阴。阳者主导且
趋动性强，阴者屈从且恒定性强。
     人类与动植物的阴阳元态关系为，人类主阳动物和植物主阴，动物与植物的阴阳元态关系为，动物主
阳植物主阴，动物内部食肉型动物为阳草食性动物为阴。

（4）事物元态的决定因素

     每一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都呈现着阴阳状态，这归结于世界的阴元力与阳元力的两种基本力量之间的
互动。
     但社会的总体元态取决于三种因素，1 上层级元态对下层级元态有决定性影响、2 同层级元态会互相
影响、3 下层级元态的影响。该社会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是同层级元态影响的重要作用力，
文化结构是元态体现在该社会的重要外显之一，文化结构也会反过来影响元态。

（5）元态的特定性
     事物的元态会合理的处在它特定的状态上，一旦元态出现转化，就会使该事物发生重大变化，当一个
事物内部，正常态下甲方呈现阳元态，乙方呈现阴元态，但如果乙方受到内外刺激发生了变化由阴元态转
化为阳元态时候，如果甲方不能转化为阴元态以承合这种变化，那么当甲乙两方都呈现了阳元态时该事物
就会瓦解崩溃或者变异，如同一个家庭当女方也呈现男子的特征从被动和应激状态变为主动和主激，完全
呈现阳元态特征，而男方又不能改变为阴元态，那么该家庭就会出现纷争动荡，原本的和谐元态就会被不
和谐态的失和的元态所替代，最后家庭就会分崩离析。而人体也是如此，如果酸碱不能合理的达到平衡，
主阳的酸性占据绝大部分比值或主阴的碱性占绝大比值，那么人就会随之死亡。代谢和呼吸更是如此，失
衡就代表着生命体趋向失序和瓦解。
      一个家庭需要阴阳和谐才能持久，建立婚姻也需要和谐的元态才能建立和维持和发展。
     任何事物如果只存在单一的元态就会成为死寂或者消失。活的正常的组织是处于两种元态动态平衡状
态的，其内外各层级的结构都是和谐态的。活的非正常态的组织其元态处于一种异常失衡的状态，其各层
级的结构也是不和谐的。如果不能回复到和谐态那么很快就会趋向极阴或极阳最终瓦解。

（6）事物的元态关系

      以趋动和主动和主导为特征的事物属阳，恒静和被动和附从的事物属阴。
     每一层级相互联结的相对独立的事物，事物内部相互联结相对独立的结构，都是呈现一种阴阳的作用
    人体的各种形态都是一种动态平衡的阴阳元态的构成，如酸碱平衡 ` 酸碱平衡、动静平衡、心理平衡 `
体温平衡 ` 营养平衡，这些平衡都是阴阳元态的不同表现形式。
     阴元态文明是应激性文明，阳元态文明是主激性文明，不同历史的阴阳元态的代表各有不同，亚洲地
区中国于汉朝以前基本以主激性文明为主，自从儒释道形成有效的体系以来就逐步形成了应激性文明，而
其他地区的各历史时期则分别以希腊`罗马`德国`美国为不同时期的主激性文明，就总体和文化构成而言，
亚洲地区为应激性文明，西方为主激性文明。
     每个事物内部都有不同的结构呈现着阴阳现象互相协调着，阴阳归结于世界的阴元态和阳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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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阴阳元态必须是在同一系统的同一层级中才存在着有意义的阴阳元态关系

      不同的系统和层级其元态具有不可比较性，因此，人的各个系统虽然随时处在一种运动的和内外界交
互的状态，所有构成组织器官的生物分子都只是暂时地保留他们的性状，但只要人这个总系统维持在和谐
状态，其他层级的子系统就会和谐的存在，因为总系统是处在阴阳元态的和谐下的，如果这个系统层级解
体了但分子以下的层级却会转化到其他系统中。

      同理，一副书法作品里面的所有墨线和空白的构成关系，只有在该副作品的纸张边缘里面（边际框架）
里面才会有意义，这幅作品纸张的外边就是这个作品的作用边界。只有在这个边界之内的事物（墨线和空
白）才会存在各种有意义的阴阳关系。

七：元态与和谐

     元态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存在的阴阳关系，也就是阴元力和阳元力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
具备和谐性，则决定了该事物内部结构或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功能的优化性。

     元态是事物或事物关系的本质的东西，它的本质源于其事物的阴阳元力之间的构成，不同的元力构成
造就不同的事物体制和机制，这种元力就是阴元力（恒定性元力）和阳元力（趋动性元力），也就是道学
的本源“阴阳”，其构成外在表现为太极，其内在运作机制则为道。

（1）和谐与失和定义
     事物之间的和谐状态是指一种动态的波动态的能及时调正回复到正常值的不超过正常限度的元态状
态，失调则是指失衡超过正常限度不能及时回调到正常态范围的元态状态。一旦失调就是事物的原和谐态
已被破坏进入到非正常状态。

（2）和谐状态
       只有符合和谐五个要素的才能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
     个人所对应的事物对其的反应也必须是合理的，不能超越于与该事物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关系的，如果
个人与某事物只应该存在权力关系，那么超越于权力所规定范围的和权力发生变更的关系就是一种非正常
的关系，比如某官吏与某商人按法律规定只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两者却发生了财权交换的关系就
是一种非常态的。任何一种非常态的关系都会影响到该层级的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如果不加以调整就会
波及到更广的范围，进而使该层级的大多数事务的关系非常态化，最终是上层级的事物发生变异。

（3）阴阳相承相克是一种制衡精神
     从伏羲的八卦和周文王的周易再到老子演绎的道德经，伟大的先人（当然这也是智慧群体和人民的共
同力量）开创了如此伟大的文化内核，很多精神文化内核是必定会承继下来的。但我们后人也须随着时代
的发展变化而把学术的精髓拓展和深入，因此拓展中华文化和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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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界的构成，即事物的层级关系。

       世界的元态结构
六重层级的事物的元态关系构成了世界本原构成。

（1）事物结构

A：第一重层级宇观层
      空间层级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和对应的物质层级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B：第二重层级宇观层
      生命体层级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和对应的非生命体层级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C：第三重层级宏观层
      人类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直接对应的自然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直接对应的生态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直接对应的生物圈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D：第四重层级社会层
      各国家层级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们直接对应的生态圈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们直接对应的自然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直接对应的生物圈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E：第五重层级组织机构层
      各国家各机构组织层级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们直接对应的生态圈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们直接对应自然环境群落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直接对应的生物种群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F：第六重层级个体层
      各个体层级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们直接对应的生态圈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们直接对应的自然环境群落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直接对应的生物个体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G：第七重层级微观层
      各个体微观层级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们直接对应的生态圈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们直接对应的自然环境群落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与它直接对应的生物个体微观层级的内部和外部的元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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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层级元态结构的关系

世界由七重层级构成，每重层级都是形成一种稳定的元态关系的事物，同层级的事物之间和上层级与下层
级的事物之间处于一种互相影响的状态，总体处于和谐态，使之发生和运行这种状态的力量可以称之为“元
力”，这种元力由“阴元力”和“阳元力”构成，这两种元力的不同构成也形成了各种事物的各种元态关
系，这也就是中国的哲学精髓“阴阳之道”所蕴含的极为重要的原理。

最高层级是第一重层级的宇观层，其宇观层级的空间和物质各自代表着一种基本元力“阴”和“阳”，这
两种基本元力的元态关系形成了宇观层级的状态。

基本元力构成了以阳元力为主导的呈现和谐态的生命体，和以绝对阴元力和绝对阳元力的呈现非和态的非
生命体。

接着在第三重层级，表现为社会力的对应，即“趋动性元力”“恒定性元力”这两种社会力通常表现在人
类社会和与其有直接关联的生态圈中。

尔后社会力在第四重层级社会层的各种以国家形式出现，其表现为各种互相制约的“恒定性社会力”和“趋
动性社会力”。不断向外扩张和动荡的国家通常为趋动性社会元态，稳定的缺少创新力的国家一般是恒定
性社会元态。

第五重层级机构组织层，体现在各种社会组织形式中形成各种互相制约的“趋动性组织力”“恒定性组织
力”，这种组织力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互相作用的状态就是这种组织力运行的结果。

第六重层级个体层的赖以运作的是元气，元气的不同元态构成体现在个体人性方面可表现为“非自利性个
体”自利性个体”，表现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则是健康与非健康状态。

第七重层级是微观层级，它也是世界的最小的层级也是最庞大的支撑整个世界的基础，其各种状态也是元
态构成的结果。

九：世界的变化规律和原理

世界运动的本原是两种元力交互的运动结果。

（1）世界总体是动态平衡的，局部的失衡都是一种调整。
      世界是由各种层级的互相对应的事物构成的，每个层级都对应着各种事物。
符合和谐原理的元态关系形成了每个层级和总体世界的和谐状态，不符合和谐原理的元态关系决定了世界
的总体或局部失和状态。

      各重层级之间形成和谐的世界是最合理的。但现实世界则是处于一种总体和谐，局部失和的状态。一
时的失衡只是一种调整过程，它的波动都会受元力驱使而归于和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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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化的原理
世界的状态是由阴和阳这两大元力所表现出的各种状态所决定的，其造就的世界的变化状态可以从复杂到
简单也可以从简单到复杂，其规律由两大元力本身的交互作用下决定。

（3）现实世界变化的一般规律
从现实世界的变化格局来观察，世界呈现着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

     从个体角度来观察
其关系按发展的规律可分为简单性的单体形式 ` 复杂性的个体形式 ` 社会性形式三大类型。单体形式的代
表为原始细胞`微生物，个体形式的代表为各种非群居类动物的单体`植物，社会性形式的代表为人类社会。

      从生命体角度来观察
生命体的变化方式其目的是适应与非生命体的元态关系，以和谐的方式保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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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和谐原理

·事物内部的阴阳元态组合方式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对立统一

·阴阳的稳定性与动态性的对立统一

·事物内部、同级、异极的阴阳元态之间存在有效的制衡关系

·事物内部的最高层级和最低层级，每个层级都有一对且明确的
主从关系的阴阳元态稳定且动态的存在

·阴阳元态关系是对应互补的状态（从服从于主，主服务于从）

·阴阳元态关系有着良好的传承性

和谐五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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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谐

和谐是指某个事物内部元态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元态，其存在是否合理、稳定、长久发展。

      和谐所需的条件：
A：事物内部的阴阳元态组合方式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对立统一、
B：事物内部、同级、异极的阴阳元态之间有着有效的制衡关系、
C：事物内部的最高层级和最低层级，每个层级都有一对且明确的主从关系的阴阳元态稳定且动态的存在。
D：阴阳元态关系是对应互补的状态（从服从于主，主服务于从）
E：阴阳元态关系有着良好的传承性。

     某个事物有着什么样的元态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事物属性和本质和外在内在的表现。元态关系在几个
方面是否达到以上几个要求，即决定着该事物是否和谐，凡是阴阳在元态关系上处于一个良好状态，就会
和谐存在，既能最长久的存在又不会发生变异或死亡。

      所谓和谐，是一种元态关系的是否合理存在的状态，元态关系不好的事物就是不和谐的，它的结局就
是 2 种，1 加速死亡；2 变异，如果是元态关系良好的事物结局只有一个，在自己的属性条件限度下获得
最长久的存在。

     如一颗植物从种子到成熟植株，最后衰亡的过程，就是一个事物从形成开始到成熟到结束的过程，其
生命的状态如何是否能获得长久生命就取决于该事物的内外环境是否和谐。

     从种子开始，如果有了适宜环境，合适光照、温度、湿度、养分、土壤，就会逐步从种子发芽顺利地成长，
虽然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

     种子也是一个事物，这个事物实质就是阴阳元态以种子的状态存在着，这时候这个阴阳元态是微小的，
并且是处在停滞状态的，这也就是一种混沌，这种混沌如果处在合适的外环境下会持续好几年甚至几十年，
现在的种子就是一种以阴元态为主导的状态，基本接近极阴态，如果外环境恶劣就会死亡，变成死寂无生
命力的极阴态最终解体。
而种子一旦得到了需要的适宜发芽的外环境，大多是因为温度和光照和湿度，就会从混沌状态开始细胞分
化重组，这时候种子就从类极阴态转化为阴元态，随着种子发育的迅速就很快的过度到了阳元态，阴阳元
态关系就是这样变得激烈波动的，这时候种子就是一种类极阳状态。
同时种子内部环境也是一种微生态，如果细胞之间和细胞与外环境的元态关系良好情况下，种子会得到最
好的发展，如果缺水，细胞就会失去细胞液，分化速度减慢，环境的恶化会导致种子内部迅速的调整，以
维持以后生命存在的能量和结构，也就是阴阳元态的重新组合，元态关系也随之调整。万一种子继续得不
到充足水分就会从类极阳元态到阳元态成长缓慢直至停止生长，最后死亡。变为极阴元态。

     如果环境正常同时该植物基因也正常，那么该植物就会延续着正常的遗传基因发展成正常的植物，获
得最长久的生命状态。而如果环境和基因都非正常，那么该植物就很快趋向死亡或者发生变异。

     和谐性就是指，该植物在成长过程中保持着自身的本来性质，正常的成长，不和谐就是指在自身或外
界影响下，植物状态发生了非正常的变化，如异变、病变、死亡。表明该事物趋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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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最和谐的状态就是，该植物的基因是最纯正的无任何缺陷的，外部环境也是按照它自身所需求的最
合理的状态。此时外环境就是最和谐状态的环境，内环境就是最和谐状态的环境。

和谐也就是各种事物能按照自身本质的要求来发展。各按其道、各安天命就是这个道理。

（2）理论的和谐与实际的和谐，个体的和谐与整体的和谐

但小到一个细胞组织大至一个社会，都是不可能能完全按照自身本质需求来发展的，如同一个自成体系的
雨林，总是有不断被淘汰的接收不到光照或得不到雨水的那些植物死亡，又有不断的在成长的大树和新的
植物。因此很多植物的死亡其实也是维持和增加着该雨林总体上的和谐，如过多的大树遮蔽了阳光，而藤
蔓为了获得阳光会缠绕着大树成长上去，进而杀死一些大树，实际就让地下的植物群获得了生长空间，或
者水灾火灾等其他外部影响，会对雨林进行调整，这样的调整只要是维持和增加该雨林的和谐度的就是符
合该雨林的生态存在的。因为对于这片雨林而言，最大的和谐就是雨林自身的维持和存在。
所以局部或个体的不和谐并不一定是整体的不和谐。

理论的和谐与实际的是很不相同的，或者说个体的和谐与整体的和谐很多时候是有着各种矛盾的。

（3）中国的和谐精神

       中国的最可贵的精神就是容纳与调适
和谐并不是消灭对立面，和谐是容忍对立面并让自身保持适度的主地位，从长远的发展来调节自身的行为。
和谐精神必然要具备这种容纳心，像汉唐那样的伟大，就是和谐 能容纳最多的思想和创造力的时代，这
就是中华文明的最深层次的意义所在，因为他有大道 ! 

     想要一个事物发展，不是依靠消灭对立面来强大自身，而是那些能容纳越多越强的对立面，又能让自
己在竞争过程中变的越强大的那些事物。因为阴阳之道是互根的关系，彻底消灭了对立面也意味着物极必
反，该事物会发生根本变化，阳的极盛就生乱或变极阴而死寂，最后这个事物本身也会衰亡，所有的稳定
也必将消失。
     容纳对立面，能保障稳定性，
     容纳对立面可以发生多样性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多样的文化，是社会和谐发展之源。

     组织内部每个结构必须和谐于其他结构 , 才能总体和谐

（4）和谐态与事物的反应关系

     事物之间的元态关系反映在事物之间的反应关系中，和谐的元态关系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反应也是和谐
的，其功能性输出的作用力必然是呈现对应 ` 对称 ` 互补的状态。对于个人而言，个人对于其他事物的反
应也体现着与其他事物是否和谐的状态，如果是合理的反应便是基于双方之间的符合和谐五大原理的元态
状态基础上的，失去了和谐原理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事物的变化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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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失和状态

A：不同层级元态失和的波动影响
     人欲也是人的一种行为，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处于是否和谐的元态关系，一旦个人身心出
现不和谐状态就会影响到该个体的行为反应，就会导致该个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行为超越原有正常关系所
限定的范围，就会与其他事物之间发生不和谐态，个人之间的关系混乱会影响到这个个体所在的组织，当
这个组织内部各机构发生了混乱就会影响到他对应的组织，当这个层级的大多数组织之间关系发生了不同
混乱就会影响到上一层级的状态，最终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混乱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

B：元态关系失和的因素
       原有元态的和谐关系被破坏可由于事物自身的和谐状态的破坏导致，也可由于外来事物的影响所致。

C：不和谐的社会
个人越来越变异，因为情绪感第一定律，因为社会元态的趋动性，社会越来越变异，其组织等结构越来越
趋向趋动性，发展越来越畸形，道德等社会规范日趋瓦解，艺术也越来越变异，因为不变异就不能满足个
人的创作和欣赏的欲望。

 （二）如何判断事物的正确性

      这也是判断这个事物是否应该存在的依据，这取决于二个方面，1 在这个层级本身是和谐态的，且这
个层级与它的上下层级也是和谐态的基础上，这个事物是否和谐于它所处的层级；2  这个层级本身不和谐，
且这个层级也不和谐与它的上下层级的基础上，这个事物的存在是否有利于它这个层级自身和谐，或者有
利于它这个层级与上下层级的和谐。

      一个不和谐于它那个层级的事物，并非不符合道，它也可能是率先于它所处层级的其他事物，它的异
样也是其他事物应该做出调整的样板，如同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往往被其他人所不理解所排斥，但结果
却是时代的发展方向。一个事物只要能符合道的运行，哪怕它不能和谐于它自身所处的层级，也不符合上
下的层级，但它还是正确的事物。

       判断一个事物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取决于两个方面，1 内部元力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2 外部与同层
级的事物是否和谐。内部的这种和谐性最终取决于阳元力和阴元力是否处在对应、互补、制衡的状态，这
种和谐性决定了这个事物是否能够处在长期稳定状态。也决定了该事物对内和对外处于何种状态。

       该事物内部的元力状态和外部的元力状态也互相影响。

      该事物的量级和结构决定着它属于哪个层级的事物，正如我们人体对于自己的肢体而言是上一层级的
事物，而我们人体又属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又是地球这个层级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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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界的和谐与失和

在世界总构成中，第二重宏观层级的状态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元态关系（是否和谐的关系），生命体属
于趋动性元力，非生命体属于恒定性元力，两者如果和谐状态出现异常就会破坏动态平衡形成失和，对其
他各重层级的势态关系的事物发生重大影响。

第三重层级的状态是人类社会与其直接对应的生物圈 ` 生态圈 ` 自然环境这三种事物的元态关系。在这个
层级中人类社会属于趋动性元力，其他三类属于恒定性元力，两者处在和谐状态。而生物圈和生态圈对应
于自然环境前两者就属于趋动性元力，后者属于恒定性元力。这些事物相对的就形成了一种交互的和谐状
态，一旦其中的和谐出现异常就会破坏动态平衡形成失和，对其他各重层级的对应关系的事物发生影响。
例如人类社会的趋动性元力过于强盛其释放的作用力超过了其他三类事物的恒定性元力可承受的范围，两
者形成的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原有的和谐状态就会打破，元力的失调，表现为人类社会与生物圈 ` 生态
圈 ` 自然环境的失调状态。

第四重层级的状态是各国家组织与其直接对应的生物圈 ` 生态圈 ` 自然环境这三种事物的元态关系。在这
个层级中国家组织就属于趋动性元力，其他三类属于恒定性元力。两者处在和谐状态，一旦失和出现异常
就会破坏动态平衡，对其他各重层级的对应关系的事物发生影响。

第五重层级的状态是各国家内部各机构层级与其直接对应的生物种群 ` 生态圈 ` 自然环境的元态关系。在
这个层级中各国家内部各机构层级属于趋动性元力，其他三类属于恒定性元力。两者处在和谐态，一旦出
现异常就会破坏动态平衡的和谐状态形成失和，对其他各重层级的对应关系的事物发生影响。

第六重层级的状态是人类个体层级与其直接对应的人类个体 ` 生物各个体 ` 生态圈 ` 自然环境的元态关系。
在这个层级中人类个体层级属于趋动性元力，生物个体 ` 生态圈 ` 自然环境就属于恒定性元力。两者处在
和谐态，一旦出现异常就会破坏动态平衡的和谐状态形成失和，对其他各重层级的对应关系的事物发生影
响。

第七重层级的状态是人类个体微观层级与其直接对应的人类个体微观层级 ` 生物各个体微观层级 ` 生态圈
` 自然环境的元态关系。在这个层级中人类个体微观层级属于趋动性元力，生物个体微观层级 ` 生态圈 `
自然环境属于恒定性元力。两者处在和谐态，一旦出现异常就会破坏动态平衡的和谐状态形成失和，对其
他各重层级的对应关系的事物发生影响。

书法艺术也有多个层级形成，每一个层级都有相应的元态关系，元态关系的和谐度决定着这一层级的艺术
水平的高低，而每个层级的和谐度又影响着其他层级的势态关系的和谐度，只有每个层级都能和谐于整副
作品才能算得上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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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道在汉字艺术上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同时道也是阴阳元力之间的各种构成形式，因此书法也是一门
元力构成的学问。

书法即道场（道的气场）

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其阴阳元态的构成特性会从最低层级的单字笔划，一层层的传递到单字内的笔划叠
加构成、单字的构成、列构成、行构成、阵列构成、最后到作品的最高层级，整个作品都传承着该作品的
原初状态的元态构成特性。
这种特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情感的表达方面：文字内容和情感传递；
（二）构造结体的书体特征：如行体；楷体；隶体；草体；篆体等
（三）墨色方面：枯；润；缓；急；浓；淡等等；
（四）个人特征方面：构造结体和墨色方面的个人独特的风格。

书法艺术，最高层级为作品的整体，它对应着作品所要体现的意境 ` 趣味和意味，也对应着作品所要达到
的作用。
而它的次层级如果是行草书则为连体字符的形态，它也对应着该作品的意境和线条 ` 墨色等等特征，更对
应着其他局部层级的状态，如其他连体或不连体的字符（对应体应该为能与该对应物象形成势态关系的组
成部分）。
再次层级为单体字符，它对应着其他单体字符。
最低层级为点 ` 线 ` 面。它们各自对应着其他点线面，

一个独立的人体和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或者一幕京剧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场，也是一个有着各种势态关系
相联结的场，它更是一种层级关系的系统性的事物，排列在宇观层级 ` 宏观层级 ` 社会层级 ` 国家层级 `
社会组织层级 ` 家庭层级之后的事物。

一种层级有一个场，其层级越高该场的能量也越高。
层级也分为模拟层级和真实层级两大类，模拟层级是指人类创造出来的类似于现实真实事物的层级，艺术
如中国书画也就是最深层次模拟真实世界的层级，其模拟度越高表现的和谐性越高该书画的场能也越高，
艺术价值也越高，古今书画大师的经典之作就是场能很高的。它能更深层次的影响人的灵魂和生活。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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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书法的基本界定

１　作品受边际结构的制约，边际结构有一定形式和界限。
２　由单字或多字以一定的传承方式组成
３　由中国汉字（正体字）构成其内容
４　需符合一定的阴阳元态原理。
５　需符合一定的和谐之道

衍生书法的基本界定

１　作品受边际结构的制约，边际结构有一定形式和界限。
２　由单字或多字组成
３　不需要由中国汉字（正体字）构成其内容，其他文字也可以。但限于文字。
４　需符合一定的阴阳元态原理。
５　需符合一定的和谐之道

优秀的书法作品界定

好的作品意味着它有着美的气场，遵循着道的原则。
１　符合阴阳元态原理
２　符合和谐原理
 3      主次分明，阴阳的主从稳定性原则。
 4      变化不离基本气场，粗细对比不离基本气场，中心不离主线，阴阳的传承性。
 5      各字的笔画构造要有互相呼应，传承，， 阴阳的对应性。
 6      字体之间的既一致又变化，阴阳对立统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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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书法所表现出的阴阳相对性

有物质就分阴阳
1 只要是一个事物出现，就会有阴阳产生。
一个独立物质的内部之间、该物质的内部与外部始终会存在阴阳现象，在书法方面，我们取最简单的一字
来举例：
相对性就是说哪怕一个没有任何什么区别的形体，只要是相对独立的，其内部的构成也能被定义成阴阳
，如果我们把一这个字体，写成一个没有任何变化的形态，它也是能够被 分化出阴阳两极的，根据古典
定义是左阳右阴，上阳下阴。那么这个笔画可以定义左为阳右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最初的阴阳就根据
古典文化给设定了。在没有其他形状干涉定义的前提下，这个阴阳是根据文化传承来定义区分而出的。
而如果形态有了变化以后，这个阴阳就开始产生变化了。

阴阳的相对性：

2 这个独立物质的阴阳现象，始终伴随该物质的形体存在，无论该物质形体发生变化或增减也始终存
在着阴阳的互为根本和对立统一，只是随着该物质形体变化而会发生阴阳之间的互相转化，此消彼长，

( 二 ) 书法所表现出的阴阳和谐性

好的书法作品，其表现的元力关系是处于一种和谐状态的　　　　　　　　　　　　　　　　　　

1 笔画和单字和整副作品的关系，是一种局部和总体的关系

单字的笔画是基本层级、单字的笔画之间呈现的叠加组合状态是第二个层级、组成单字的各个相对独立的
构造（涵盖偏旁部首）是第三层级、上下一列为第四层级、左右 2 列为第五层级、以此类推到最高层级为
整副作品。
从第一个层级到最高层级，各个层级之间互相对应、互补、制衡构成和谐之美。

位置，大小，结构都是一种互相对应、互补、制衡的关系

2 从单字的每一个笔画到整副作品，每个层级自身和层级之间都涵盖着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小到独立的
笔画，到独立的单字体，都是各自阴阳的对立统一而成，表现的好的成为书法艺术，差的只是汉文字，当
然并非一定要汉字才能表现。

（三）书法作品的各个层级的构成

就书法而言，一副完整的书法作品也有各个层级构成的。

书法作品阴阳元态的构成特性会从最低层级的单字笔划一层层地传递到单字内的笔划叠加构成、单字的构
成、列构成、行构成、阵列构成、最后到最高层级的整副作品，整个作品都传承着该作品的原初状态的元
态构成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书法方面是指，构造特性、墨色特性、具体的表象是表现在构造结体方面：
如行体；楷体；隶体；草体；篆体等墨色方面：枯；润；缓；急；浓；淡等等；个人特征方面：构造结体
和墨色方面的个人独特的风格。

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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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道

1 在一个规定的框架里展开的极致波动，传承着主线，在作品的四个规定边线内展开，遵循着首字为基准点，
主线由此形成，该字的大小，粗细，形态，性质，决定着这幅作品的基调，它的中心，重心，气脉都传承
到下个结构体，也传递给周围的结构体，也影响着整体效果。可谓字字相连环环相扣。

在首字形成的规则基础上，整副书法作品的气场和主线和脉络就此诞生，这幅书法的所有构造都由此展开。
每个笔画的波动和放置的方式都不能逾越这个气场和主线，优秀的作品，总是在遵循着气场既统一又独特，
气脉贯通又有所阻，主线清晰又有副线。遵循着道的原则上诞生的。

是呈现一种动态平衡的美，无论从单字的本身还是字与字之间的，细节和整体的，都会有一种平衡之美。
这也是植物和人类自身生长之理。
差的作品是失衡的，不是极阳就是极阴，前者就是狂乱，后者就是死板，都是失去生命力的表现。
比如书法艺术，最高层级为作品的整体，它对应着作品所要体现的意境 ` 趣味和意味，也对应着作品所要
达到的作用。
而它的次层级如果是行草书则为连体字符的形态，它也对应着该作品的意境和线条 ` 墨色等等特征，更对
应着其他局部层级的状态，如其他连体或不连体的字符（对应体应该为能与该对应物象形成势态关系的组
成部分）。
再次层级为单体字符，它对应着其他单体字符。
最低层级为点 ` 线 ` 面。它们各自对应着其他点线面，



人类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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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演化与书法作品的形成



书法元力学的基础概念

单体和笔划的元力构成图



单字的元力构成图



（1）元气场
每个物体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气场，气场是阴阳元力之间互相作用的一种内在和外在的表现。在古代被诠释
为气场，现代社会被诠释为磁场，它是一种表明看不到，仪器测不到但又可以被有些人的内心直接感知的，
直通灵魂的东西。
生物体的气场更为强大，其中人类的还有灵性，灵性和气场都是东方特有的对人这种宇宙之灵的直观诠释。
在一副完善了的作品中自有着完整的类生态系统的“元气场”，这个气场是由书法以下的各个基本的文化
元素构成的。

（2）层级
代表宇宙各个层面的秩序，在书法而言，由六重层级构成。

最高层级：整副作品（整副书迹形态、印章、题跋、空白、与文字表述含义、所抒发的情感、创作背景）
与同时代和以往时代的其他作品的阴阳关系。
第５层级：整副书迹形态与整副空白形态，即黑与白
第４层级：
局部空白形态与局部书迹形态的阴阳关系；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书迹形态的阴阳关系；局部空白形态与局
部空白形态的阴阳关系
第３层级：单字空白形态与单字书迹形态、单字书迹形态和单字书迹形态、单字空白形态与单字空白形态
第２层级：笔划空白形态与笔划书迹形态、笔划书迹形态和笔划书迹形态、笔划空白形态与笔划空白形态
第１层级：单体空白形态与单体书迹形态、单体墨迹形态和单体书迹形态、单体空白形态与单体空白形态

（3）空间
为阴，为０，为无，是对有、阳、０的反之。在这里物化为白色的宣纸。

（4）书迹
对阴而言为阳，对０而言为１，对无而言是有，在这里物化为黑色的墨迹。因为除了黑色的墨水，其色彩、
形状、墨汁的成分都可以替代和改变为其他的事物，如形状不仅仅是汉字能成为书法艺术，其他民族的文
字也可以，甚至没有传承的书写形状也可以（在符合书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而墨汁的成分也可以用其
他颜料替代，甚至可以改变为其他物质。所以称其为书迹最为恰当。

单字方面：

单字结构：
单字构成、笔划、单体。

（1）内核
一个基本单字的内核构成。即阴阳交合的原点，也是该字生发与灭寂的原点。也可以视作一　　　个字的
精神核心。它包含主分核与从分核这两个阴阳对立又统一的元力体，任何不同构造的字体只要是独立存在
的，都会有主分核与从分核之分。

主分核：无论是独立单字还是合体单字，都有主次之别，无论再小的面积还是唯一的单一的书迹，它都能
发生阴阳之别。主分核是指在独立个体中元力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个结构体。无论是阳元力或阴元力都
能占主导地位，一个独立个体只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元力。

从分核：在独立个体的元力构架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结构体。

元力学基础名词



由多个偏旁部首组成的字，形成总核的就是多个分核。多个分核的中心点就是总核的中心位置。

（2）外围
单字内核以外的形态构成。

（3）力场
单字的有形构成所生发而成的气感或气场。由冲突和协调的对比程度以及一切构成样式和大小与粗细等等
决定。对比度和大小及粗细程度越大气场越大。

内力场：由显性的文字构架的外边缘为范围，其内部形成的气场。

外力场：由内力场继续向外散播的范围，其范围由气场的力度决定。

力场自域：单个文字形成的气场，没有与其他文字形成交集的就是力场的自域范围。
力场共域：单个文字的气场与其他文字的气场形成交集的就是共同影响的范围。

（4）方向力
单字结构形成的一种元力的总的朝向或趋向，一般是指左右方向的，主要是呼应和衔接左右单字的作用。

总趋向力：由一个独立字体或多个偏旁部首组成的字，会因为自己的结构或外界结构的影响而形成一种方
向性的趋向，，形成总趋向力的就是多个分趋向力。多个分趋向力的中心力点就是总趋向力的力点。

分趋向力：多个偏旁部首组成的字，每个偏旁部首都会有一个独立的趋向力，有些趋向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形成顺合力，有些是相反的形成拉力，有些趋向力的方向是对立的形成抗力。

外推向力：一个字体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力，其中受到来自左右方向的压迫力，就称之为外推向力。

外拉向力：一个字体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左右字体的吸引力，就称之为外拉向力。

（5）时序线
与承续力类似，也是承上启下的脉络，但它与运笔的姿势和笔画的走向有直接关系。

入序线：一个单字用笔的第一顺序，起笔的笔划。如果是整副作品的第一个单字，那就是整副作品的起端，
如宇宙的从无到有的开始阶段。如果是第二个单字开始，那就是承接上一个单字的结束部分。
传序线：一个单字从第二笔笔划开始到除去最后结束的笔划部分。
去序线：一个单字的最后一笔笔划，也是传承到下一个单字的交接阶段。

（6）重力
字体构成自身形成的重量会形成一种对自身和下一个字体的压力，这与字体的大小和粗细有直接关系。一
般是指上下关系的，主要是呼应和衔接上下的构成。

总重力，受重力，分重力

元力学基础名词



（7）内元力
指单字字体的各个偏旁部首形成的方向力会互相形成不同的力的关系。
内拉力：方向力的方向如果是相悖的，就称之为内拉力。
内抗力：方向力的方向如果是相对的，就称之为内抗力。
内顺合力：方向力的方向如果是一致的，就称之为内顺合力。

（8）框架规线
是隐含着的秩序，规范单字和整副作品的事物。

边际规线：是整副作品不能逾越的界限，作品的展开在被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书法艺术而言，就是指
宣纸的纸张边缘。
边际地线、边际天线、边际经线、边际维线、边际左线、边际右线。边际阳天域、边际阴天域、边际阳地
域、边际阴地域。
结构规线：
结构地线、结构天线、结构经线、结构维线、结构左线、结构右线。结构阳天域、结构阴天域、结构阳地
域、结构阴地域。

边际空间：是由边际规线形成的一种空间，是作品的创作的最大范围。

行规线：作品横向的隐性的秩序，虽然绝大多数作品不存在这条横向线，但书法作品还是遵循着这条线而
上下波动着。

列规线：作品竖向的秩序，自上而下的单字就由着这条竖向的隐性线路而左右波动着。

阵列规线：作品上下２字和左右２字一组的秩序。

（9）制衡力
阴阳元力在各种层次和状态下表现出的一种制衡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制衡力。有拉力制衡、对抗力制衡、
摩擦力制衡。具体表现在向力、承续力、时序线、重力、力场等范畴。

制衡力度：是衡量一组元力的制衡力度的度量值，从最小的１到最大１０共１０级单位。制衡力度为１０
级的时候是最有效的制衡状态，制衡力度为１级的时候是制衡力度最小的状态，也是失衡的状态。从１到
１０的过程也是一种从失衡到制衡的过程。
单字结构规线和结构空间：一个独立的单字会被约束在一个隐性框架里面，和其他单字由此被区分而独立，
又由被作用和作用于其他单字的各种元力而依附或主导与其他单字。

（10）和谐度
具体表现在向力、承续力、时序线、重力、力场等范畴。它们自身之间及不同范畴之间的动态制衡，以及
各个层级之间的有效的动态制衡，但制衡度越高并非和谐度也就越高。制衡力与和谐是不同的概念。

元力学基础名词



名词详解

内核是一个字体的内在精神（即主元力）所在，也是各种作用力集中和释放的所在，是一个字的
精神内核。它构成一个字体的灵魂。

某个笔划、笔划之中的某段、几个笔划的共同方向、几个偏旁部首的相悖或相向的区域、单字结
构的凝聚点或分离点、重力所在区域、传承线所在区域，等等都可以成为一个单字的主元力，也
就是核心点。

一个独立的字体，是有一组阴阳元力构成，同时这组阴阳元力也有着主从之别，在字体构成上就
形成了主体结构和从体结构之分。而阴元力和阳元力都能成为主体结构或从体结构，但只有一个
主体结构，从体结构也只有一个。
主体结构的核心是主分核，从体结构的核心是从分核，两个分核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内核。

字体的主次之别是由其结构产生的，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阴阳元力组成，就有什么样的主
从结构，这跟原来的文化构架不同，

主体结构的特征：
在体积上表现为：大、粗、长；
在形状上表现为：方、直、棱角、尖锐；
在速度上表现为：快；在色彩上表现为：浓、深、暖色系、
在位置上表现为：高、上、

内核



边际空间和结构空间的各结构线的名称

名词详解



边际空间和结构空间的阴阳属性

名词详解



书法作品在元态方面的层级

最高层级：整副作品（整副书迹形态、印章、题跋、空白、与文字表述含义、所抒发的情感、
创作背景）与同时代和以往时代的其他作品的阴阳关系。

第５层级：整副书迹形态与整副空白形态，即黑与白

第４层级：
局部空白形态与局部书迹形态的阴阳关系；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书迹形态的阴阳关系；局部空
白形态与局部空白形态的阴阳关系（包含节奏韵律书迹）

第３层级：单字空白形态与单字书迹形态、单字书迹形态和单字书迹形态、单字空白形态与单
字空白形态

第２层级：笔划空白形态与笔划书迹形态、笔划书迹形态和笔划书迹形态、笔划空白形态与笔
划空白形态

第１层级：单体空白形态与单体书迹形态、单体墨迹形态和单体书迹形态、单体空白形态与单
体空白形态



最高层级
整副作品（整副书迹形态、印章、题跋、空白、与文字表述含义、所抒发的情感、创作
背景）与同时代和以往时代的其他作品的阴阳关系



第５层级

整副书迹形态与整副空白形态，即黑与白



第４层级　局部空白形态与局部书迹形态及相关的阴阳关系

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空白形态的阴阳关系（空白阵列韵律形态与书迹阵列韵律形态、空白列韵律形态与书
迹列韵律形态、空白列形态与书迹列形态、空白行形态与书迹行形态）

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书迹形态的阴阳关系（书迹阵列韵律形态和书迹阵列韵律形态、书迹列韵律形态和书
迹列韵律形态、书迹列形态和书迹列形态、书迹行形态和书迹行形态）

局部空白形态与局部空白形态的阴阳关系（空白阵列韵律形态和空白阵列韵律形态、空白列韵律形态和空
白列韵律形态、空白列形态和空白列形态、空白行形态和空白行形态）



第４层级－１－１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空
白形态的阴阳关系
（空白列形态与书迹列形态）

第４层级－１－２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空白
形态的阴阳关系
（书迹阵列韵律形态与空白阵列韵律形态）

第４层级－１－３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空
白形态的阴阳关系
（书迹行形态与空白行形态）

第４层级－１－４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空白
形态的阴阳关系
（书迹列韵律形态与空白列韵律形态）



第４层级－２－１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书
迹形态的阴阳关系
（书迹列形态和书迹列形态）

第４层级－２－２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书迹
形态的阴阳关系
（书迹列韵律形态和书迹列韵律形态）

第４层级－２－３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书
迹形态的阴阳关系
（书迹行形态和书迹行形态

第４层级－２－３局部书迹形态与局部书迹
形态的阴阳关系
（书迹阵列韵律形态和书迹阵列韵律形态



第４层级－３－１局部空白形态与局部空
白形态的阴阳关系
（空白行形态和空白行形态

第４层级－ 3 － 2 局部空白形态与局部空白
形态的阴阳关系
（空白列形态和空白列形态

第４层级－ 3 － 2 局部空白形态与局部空
白形态的阴阳关系
（空白列韵律形态和空白列韵律形态

第４层级－ 3 － 3 局部空白形态与局部空
白形态的阴阳关系
（空白阵列韵律形态和空白阵列韵律形态



第３层级：（１－１）单字空白形态与单
字空白形态

第３层级：（１－２）单字书迹形态与单字
书迹形态

第３层级：（１－３）单字书迹形态与单
字空白形态



第２层级：（１－１）笔划笔划书迹与空
白形态形态

第２层级：（１－３）笔划书迹形态和笔
划书迹形态

第２层级：（１－３）笔划空白形态和
笔划空白形态



第１层级：（１－１）单体书迹形态和单
体空白形态

第１层级：（１－２）单体书迹形态和
单体书迹形态

第１层级：（１－３）单体空白形态和
单体空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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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之美与丑的本质
和谐原理

事物的和谐原理：

A：事物内部的阴阳元态组合方式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对立统一、
B：事物内部、同级、异极的阴阳元态之间存在有效的制衡关系、
C：事物内部的最高层级和最低层级，每个层级都有一对且明确的主从关系的阴阳元态稳定且动态
的存在。
D：阴阳元态关系是对应互补的状态（从服从于主，主服务于从）、
E：阴阳元态关系有着良好的传承性。

其阴阳元态的构成特性表现在书法方面是指，构造特性、墨色特性、具体的表象是表现在构造结体
方面：如行体；楷体；隶体；草体；篆体等墨色方面：枯；润；缓；急；浓；淡等等；个人特征方
面：构造结体和墨色方面的个人独特的风格。

万事万物和谐即美



书法之美与丑的本质
和谐原理

１　事物内部的阴阳元态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对立统一

事物内部各层级之间和事物外部的各层级之间的元态处于一种既有多样性又有单一性的对立统一。

书法单字的内部最小的层级是单体，单体层级各事物之间，单体层级与其高一层级的笔划层级之间，
笔划层级与单字层级之间；单字层级与单字外部各层级之间处在一种多样性又单一性对立统一的局
面。

具体表述为，单体、笔划、单字、行与列、整副层级的书迹，从墨色到线条的曲直、刚柔、字体的
结构方式、组合方式、大小、行距、位置、等等既有统一性又有不同，但它的从元素（从元态）必
然是服从于主元素（主元态）的，主元素又服务与从元素的关系存在着。

２：事物内部、同级、异极的阴阳元态之间存在有效的制衡关系

书法从笔划和其他笔划；单字和其他单字；书迹阵列、书迹行、书迹列；整副作品的各同级元态与
异极元态之间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关系，这个最小的笔划，其墨色、长度、粗细、形状、构成、行距、
距离等等各元素（各元态）决定着它的同级和上级、最高级的元素（元态）是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而它的同级与异极的元素的形式存在又影响着这个最小笔划的存在方式。
如果这个互相影响的关系是对应的制衡的有传承的，那么就是和谐的。如果是异常突兀、凌乱不堪、
就是非谐态的。

３：事物内部的最高层级和最低层级，每个层级都有一对主从关系明确的阴阳元态稳定又动态的存在。

４：阴阳元态关系是对应互补的状态（从服从于主，主服务于从）、
每个层级都有相应的主和从的关系存在着，如一个单字体会有主体和从体之别，从辅佐主，主导引从，
缺一不可，互为照应和制约。

５：阴阳元态关系有着良好的传承性。
传承性是指整副书法作品，从第一个笔划开始到最后一个笔划结束，从最低层级的单字笔划一层层
地传递到单字内的笔划叠加构成、单字的构成、列构成、行构成、阵列构成、最后到最高层级的整
副作品，整个作品都传承着该作品的原初状态的元态构成特性，其风格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承传
有序。



书法之美与丑的本质
和谐原理

优秀的书法作品必须具备的原则，有着美的气场，遵循着道的和谐原则

1 主次分明，阴阳的主从稳定性原则。

2 变化不离基本气场，粗细对比不离基本气场，中心不离主线，阴阳的传承性。

3  各字的笔画构造要有互相呼应，传承， 阴阳的对应性。

4 字体之间的既一致又变化，阴阳对立统一原则。

５书法的各要素以及整副书法的各层级的内部和与之关联的上下层面都是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

书法的各要素为
一）核心：总核、分核；二）外围；三）力场：内力场、外力场、力场自域、力场共域；四）方向力：
总趋向力、分趋向力、外推向力、外拉向力；五）内力：内拉力、内抗力、内顺合力；六）承续力：承
传力、受承力；七）时序线：入序线、传序线、去序线；八）重力：总重力、总承重力、分重力、分承重力；九）
框架规线：边际规线、边际域；十）结构规线：结构线、结构域；十一）边际空间；十二）规线：行规线、
列规线、阵列规线。十三）制衡力；十四）和谐度

好的作品
好的作品意味着它有着美的气场，遵循着道的原则。
1 主次分明，阴阳的主从稳定性原则。
2 变化不离基本气场，粗细对比不离基本气场，中心不离主线，阴阳的传承性。
3  各字的笔画构造要有互相呼应，传承，， 阴阳的对应性。
4 字体之间的既一致又变化，阴阳对立统一原则。

1 在一个规定的框架里展开的极致波动，传承着主线，在作品的四个规定边线内展开，遵循着
首字为基准点，主线由此形成，该字的大小，粗细，形态，性质，决定着这幅作品的基调，
它的中心，重心，气脉都传承到下个结构体，也传递给周围的结构体，也影响着整体效果。
可谓字字相连环环相扣。

在首字形成的规则基础上，整副书法作品的气场和主线和脉络就此诞生，这幅书法的所有构造都由此展开。
每个笔画的波动和放置的方式都不能逾越这个气场和主线，
优秀的作品，总是在遵循着气场既统一又独特，气脉贯通又有所阻，主线清晰又有副线。遵循着道的原
则上诞生的。

是呈现一种动态平衡的美，无论从单字的本身还是字与字之间的，细节和整体的，都会
有一种平衡之美。
这也是植物和人类自身生长之理。
差的作品是失衡的，不是极阳就是极阴，前者就是狂乱，后者就是死板，都是失去生命力的表现。

优秀的书法作品，总体是和谐的，无论是平和为主的作品还是奔放为主的作品，都有阳元力和阴元力的
起伏跌宕在其中，平和的作品并非是横平竖直那样的死板风格，而是平和为主激烈动为副穿插其中。



从简单符号到书法艺术的演化过程



平衡之美
所有的书法要素，在一张宣纸内，形成和谐的气场

核心：总核、分核

外围

力场：内力场、外力场、力场自域、力场共域

方向力：总趋向力、分趋向力、外推向力、外拉向力

内力：内拉力、内抗力、内顺合力

时序线：入序线、传序线、去序线

重力：总重力、总承重力、分重力、分承重力

实例：王羲之兰亭序　　书迹——２列

框架规线：边际规线、边际域

结构规线：结构线、结构域

边际空间

规线：行规线、

列规线、阵列规线

制衡力

和谐度



结构框架的动态平衡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