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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妙之意     象外之象 

——《周易》视野下的书法意象思维观照 

                                                   

王惠正 

 

【内容提要】  《周易》是以人的主观心理体验来解释蕴藏在天地万物中的天理人道。

它诠释哲理的根本方式就是意象思维。作为具有生命意识形态的书法颇多地吻合了《周易》

视野下万物育化、动态合作等一系列的辩证观。书家靠“立象以尽意”来完成 “玄妙之意”、

“象外有象”两大深邃体系，因“象”而求“意”，得“意”而忘“象”，意象思维因而丰富

而活跃。我们把《周易》观照下的“意象”以全新的视野和角度融合于书法语境之中，以现

代思维、科学手段予以深入诠释，努力把其从古典玄奥中推衍成具有现代性元素的逻辑体系。

只有不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方能对书法意象的真谛和奥秘“极深而研几”。 

【关键词】  《周易》 书法  意象  思维  哲学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依附，其中浓缩《周易》部分精华的美学表象。 

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美学范畴中的“立象以尽意”的

意象思维是《周易》情感体验的精髓。涵盖书法在内的传统文化艺术所涉猎的意象及其思维

方式都是在以《周易》为源头的朴素价值观下培育出来的精神之花。 

作为物质形态的书法，必定存在着着与宇宙万物本源相通的根本机制，遵循与万物万殊

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在意识形态上既遵循着与社会文化实践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也存在有

汉字与书法“唯变所适”意象思维的独特观照方式。 

 

一. 《周易》视野下“唯变所适”的变化观是创生汉字和书法意象美的根源。“立象以尽

意”是书法意象思维及其艺术性实践的必要手段和根本方式。 

《周易》作为中国早期典籍的最重要的十三经之首，先人们表达了他们对所处的这个世

界的根本性理解和认识。《周易·系辞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近取诸身，远取诸

物”两句话概括了这种取“象”于天地而产生的意识，即创生了“八卦”，它说明“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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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物的征象，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源于实践观察得来的。《周易》中的卦、爻实际上是当

时客观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缩影，其中孕育着许多哲理和科学的原胚。中国的古文化都发源

于卦象，《周易》卦象中有着朴素的类比思维，从人和宇宙万物中通过“仰观俯察、远观近察”

的观照方式抽取共同的道理，来体验“神明之德”和“万物之情”的思想，是意象最始之发

轫。《周易》因此对于后人探索研究意象和利用意象思维解读书法、文学领域起着根本性的指

导意义。 

意象最初是作为“意”和“象”两个词出现在《周易》上，“意”指“意思”和“愿望”， 

“象”指“形状、样子”。前者是抽象的、无形的；后者是具体的、有形的。象是意中之象，

含意之象。包括后来被推理到书法上，而使书法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出“想象化裁、意在笔

端”的心理体验及产生凌驾于超感性和超理性的、心领神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意象思维。《周易》

对“意象”而言，是其创生的鼻祖和源头。 

《周易·系辞下》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

尽神。’”“意”指爻辞、卦爻象中所蕴含的义理。古人想要把握事物的具体意义，往往需

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和这种“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通过爻象的变动来占卜吉

凶，通过卦爻符号体系来阐发天地万物运动和变化的深刻哲学义理。而变动的动因归根到底

是“阴阳相感”，由此“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1 《周易》视野下，人们借助“变”这一

抽象的概念形式，来了解卦象的各种形式、变化的特点和一般规律——“唯变所适”。不掌握

“变”,就不能理解“时中”、“中和”，就不能理解《周易》中由阴阳太极到万事万物的衍生

化成，当然也就不能完成从抽象概念到思维具体的上升过程。“妙万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周易》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情感因素的心理体验，从而在对应卦象中体现出来。人

们将自己的心理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去，来理解、解释蕴藏在天地万物中的天理人道。而《周

易》用以诠释这些根本思想的方式就是意象思维。思维的真正目的在“得意”，“立象”是手

段。这种“立象以尽意”、“象”和“意”的有机统一，无形与有形的统一，就是一种基本的

意象思维方式。包括后来深受影响的玄学言意之辩，也是由此而生。 

在我国古文化中亦是如此，“象”和“意”常常表现为在艺术构思活动中的交融统一。唐·司

空图对“意象”的论述是“意象欲出，变化已奇”。艺术构思活动中，一旦付诸意象，便会文

思泉涌，奇妙无比。明·胡应麟《诗薮》云：“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刘勰在《文心雕龙·神

思篇》中曰“窥意象以运斤”，○2 其慧眼卓识在于“意象”的孕育和创生是驭文和谋篇之所在。

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可以说是象，象是存意的，因此诗人

说“此中有真意”。其真意即：飞鸟晨出夕还，眷恋山林；宇宙万物亦莫不出于自然，归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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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既是自然之产物，也要顺应自然之理。正所谓“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3 故诗

人又有“欲辨已忘言”之慨叹，它与《周易》“存意忘象”的观点相契合。诗词如此，文字和

书法也是如此，都是《周易》视野下培育出来的精神之花。许慎对造字六法的总结，揭示了

文字创造的根本依据，这就是——“立象以尽意”。这直接影响到后来儒家的思想。在老子看

来，书法之象，因得之自然，其象里又有可感悟的意、境、趣、理。庄子又继承了老子的思

想，庄子有“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追求“言外之意”的主张。这些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文

论和书论的发展影响深远，魏晋玄学时就被直接引入。古人注重“因象求意”的传统，并且

为意境说和意象美学的艺术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这些价值取向，也直接影响了汉代蔡

邕及以后等大批书家的书论思想：即适用在书法中的《周易》的“立象以尽意”、“唯变所适”、

儒家的不偏不倚、“适之中庸”及道家阴阳运动而出形式的美学思想。它们并不孤立，而是相

互补充，互为影响。这些远见卓识却又朴素的价值观，影响着迄今为止的历朝历代书家们，

因而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则是毋庸置疑的。 

 

二、 在《周易》视野下，准确驾驭“立象以尽意”方式的运用，使得书法意象丰富多彩，

以到达“阴阳有秩”、“刚柔相济”、“天人合一”的中和之美，成为书法生命意识形态中不可

或缺的内涵。书法正是用这种模糊性的思维方式恰如其分地展现万物万殊，而最终完成“得

意而忘象”的过程。 

书法是富于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有“灵变无常、务于飞动”的特征。乃天与人、心与物、

形与神在元气基础上的交融统一。故书法通过抽象的点画运动，将自然精神化，又将精神自

然化，把生命运动寓于其内，使我们在欣赏和创作书法过程中，用这种模糊性的意象思维方

式来窥探书家的生命体征和生动活泼的艺术个性。书法创作和欣赏的整个过程中，能否通过

“所立之象”恰到好处地来“尽书家之意”，能否将书法艺术形态凸现为丰富而多彩的极具生

命力的“中和之美”，是书法美学中品评意象优劣的关键。古代书论家常常把在特定语境下揉

合自然中的可见与不可见之“象”通过联想、通感、引喻和比拟的方式而展现出书者之“意”。

因此他们为推崇书法意象常常展开势态的凌厉豪迈和雄奇飞动的描述。○4 譬如： 

怀素在《自叙帖》中引用的诗句为“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生满堂”； 

引朱处士遥云的诗句说是“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 

张怀瓘评王献之的书法“情纵神纵，超逸伏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花开”；○5  

蔡希综评钟繇的书法“去若鸿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 ○6  

梁武帝萧衍《草书状》是这样描绘的。“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7  

苏轼最喜欢梁武帝的评论方法，称之为“善物取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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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生命意识历来被人们作为书法审美意象的主体特征。书法这种艺术特征，恰恰吻

合了《周易》中的逻辑思维，包括天地合德、天人合一、万物育化、生命不息、阴阳和谐、

时空有序、中正平和、形上形下相通等构建起来的和谐的“大一统”。在《周易》观照下的意

象思维已成为揭示书法古典美学秘密的钥匙。 

书法也无不充斥着阴阳观，比如，我们以书法中 “点”这个笔画为例：起笔为阳的收笔

为阴，起笔为阴的收笔为阳；起笔为实的收笔为虚，起笔为虚的收笔为实；大、实、重的皆

为阳，小、轻、虚的皆为阴；外露的主阳，内在的主阴；形象上为阳的，意象上为阴。“一阴

一阳之谓道”，在《周易》中，阴阳被认为是构成自然世界的两个相互对立基本要素。书法是

取法自然的。○9 阴阳观念微观上存在于书写的每个点画中，宏观上存在于书法的意象生成。

今天的文字基本上脱离了象形的图画，而演变为抽象的符号——点画。这些符号不是静止的

系统，而是表述在运动中才能完成的变化，在变化中她同时连结着人类的文化世界，这就是

《周易》的功劳。阴阳变易、相反相成而变中守恒，变而统一，万变不离其宗之理是《周易》

的核心思想。人们很容易透过“易”思想而联想到“阴阳刚柔”学说。历来的艺术家们都主

张“阴阳刚柔并行并不容偏废”的观点，汉字书法特别强调它的整体协调性原则。尤其汉字

是方块字，粗细长短、上下左右，要顾全整体，错落有致，刚柔相济，整体协调，只有这样

才能显出其飘洒俊逸之美：既豪放刚健有气魄，又柔美细腻有文质。艺术崇尚“志气平和”、

“不激不厉”、“文质彬彬”的中和美。但在崇尚艺术和谐的大前提下，艺术上又多倾向于“阳

刚之美”，这种倾向也是受《周易》尚阳贵刚、阳贵阴贱的影响。如颜真卿的书法、韩愈的诗、

范仲淹的文、顾恺之的画，都流露出笔力雄健、气势奔放的阳刚之美。它们运用表现的美的

思维是从《周易》在运动和变化中提炼出来的，却又游离于统一规律之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存在有整体与局部的差异。但它们相互之间体现了一种相互转化、相互补充、动态合作的辩

证观。宇宙万物存在多种运动形式、规律，无不充斥着辩证的色彩，贯穿于中国书论中。 

东汉蔡邕《九势》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10

古代书家讲究书法从天地阴阳自然中去取法感悟，去寻觅意象、韵律与形式。故王羲之有“论

横画如排云，作戈如弩发，作点如坠石，作竖如万岁枯藤”之说，是自然美升华为书艺美的

典型体现。作为书法艺术也阴阳兼具，辩证得之，便是内外、刚柔、缓急、长短、上下、险

夷等等之间的平衡。这种变化，并非偏颇，实质上是《周易》在书法意象和文字创造上“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拓展和外延。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天人合一”说

的集大成者，他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人的生理和心理上某些特征，并以此来证明人是自然的一

部分，人同自然具有同一性，以人观照自然，而将人格自然化。其所著《春秋繁露·循天之

道》称：“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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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1以和为美，即是以自然生命合乎规律的意象美。它不仅诠释了《周易》，并且通过书

家审美思想的整合被融化到书法美学中来。中和美对形质的追求、对形式与内涵的文质并茂

的关注，在汉代已经成熟，并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法美学意象思维之一。 

意象是书法形象的最重要的语言和最直接的表述方式。唐·张怀瓘《文字论》中有“探

文墨之妙用，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

常，务于飞动。……探彼意象，如此规模。……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12其认

为书法构成的筋骨精神，足以体现万物之精魄，已将书法意象表现性表达得颇为完整。意象

在书法理论中首次被提及。书家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意会，从万物万殊变化中，迁想妙得，

联想引喻，大大丰富了书法艺术空间的神情意趣。正如沈尹默先生所说的：“字的造形虽然是

在纸上，而它的神情意趣，却与笔墨以外的自然环境的一切动态有自然相契合的妙用。”○13这

种由形象的思维飞跃到意象的创造，正是历代书家们能在自然造化和动态中悟出真谛的结果。

因而他们的作品充满生命的活力，呈现出完美的、和谐的、合乎自然美的艺术境界。 

要实现书法这“充满生命活力”的意象美的最根本手段就是“立象以尽意”：  

《周易·系辞上》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

尽意。’”《周易》的观点在书法理论上，被清人刘熙载在《书概》中直接用来引领全文： 

“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14足见 《周

易》对书法理论的影响力之深远。 

明·项穆《书法雅言》中曰：“字虽有象，妙处无为，心虽无形，用从有主。初学条理，

必有所事，因象而求意。终及通会，行所无事，得意而忘象。”○15书家在“表意”时，是在以

有限的形式欲捕捉和获取的达到理想状态下的、所立之“象”的动态思维活动。以“立象”

来“尽意”，就是借所创造的象来表述和传达内心的性情和意趣。“象”其实是无现实的真实

形体和实物，却可以使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俨如现实般状态下现实物象的意味。宗白华把

“意象”阐释为一种“固体会之深而难以言传”的境地，这也显示了他的“象征论”同中国

古代的“立象尽意”之间的契合和关联。○16人们研究《周易》，利用卦象来揭示事物的内部规

律，并通过感受宇宙万殊运动存在唯物主义哲学观和辩证法则，而由于意识活动的运动和跳

跃，而使得“象”渐趋丰富和变化，而使表征之象者的情趣、追求、理想、瞬间感情、思维

波动，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之“意”立体化、运动化、空间化，而越发神秘和难以具象

的审美意味正是在于此。中国古代艺术哲学颇多印证了从心物合一、心手合一、知行合一、

情景合一的辩证观，通过“立象以尽意”、“因象而求意”的阶段而最终到达 “得意而忘象”

的过程，书法与其它艺术哲学形态的生成机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它们与《周易》所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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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道”及贯穿于儒家、道家思想的“言不尽意 ”、“物我两忘”的诸多伦理精神都有颇多相

似的关联性。 

 

三、《周易》所呈现的神明易道囊括了世间万事的玄妙变易，体悟出它与宇宙万物、天地

变化、人之间屈感相伸的规律性。“妙万物，感而遂通”的是书法意象的最高层次——“玄妙

之意”，人们要完全掌握它，必须要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方能“极深而研几”。 

张怀瓘在《书议》中指出：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

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17 

玄妙，在形容书法时，指幽微深奥，妙不可测。语本《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18形容书法意象所到达的的境界。其妙处在于“有深意以见其志”，是将“出于物类之表的”

意和“伏于杳冥之间”的理，融入情志，化为“深意”。张怀瓘在《文字论》中写道：“其后

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生焉”。○19笔者理解在书法意象中的“玄”，是指某种心灵状态

和精神状态，是逻辑思维方式的一种状态。正如在《周易》体系中的逻辑思维就是思维形式

概念化，其基本方法就是通过抽象和概括、类比与推理、分析与综合，把握所认识对象的差

别、多样与统一，从而归纳出事物发展变化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周易·系辞传》曰：“德

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日月相推，寒暑往来，草木枯荣，世事更迭，人间

盛衰，都归于一途，表现为屈伸相感的规律性。○20然而这种变化是玄妙难测的，天地变化的

规律并非轻而易举就能知晓的。据此要体验天之道，只需体验包括“意”在内的“心”之道

——“妙万物，感而遂通”。心的体验在《周易》上就是从主体心理体验出发，去领悟天地变

化之道与宇宙人生之谛。万事万物，万殊万变都存在着共同性，都遵循统一规律，书法也不

例外。人所感悟的宇宙就象是一个充满生命而又矛盾统一的运动整体，书法家所要捕捉的、

书法所要创造的、“感而遂通”通的就是“玄妙”的“意”这个根本。书法必须要体现自然矛

盾的生命运动规律。魏晋以来，古代书家研究书法，对“意”的研究不在于形式与所联想比

喻的事物相似到何种程度，而在其于感受所比喻的物与象的运动感、力度、气势的同一性。

书法的形是具体的，势却是抽象的。卫夫人所称“意”只限于在形象、点画造型的构想，“心

存委屈”的目的，在于“每为一字，各像其形”。蔡邕称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纵横可

象者，方可为之书矣”。把书法形象的生命感定格为审美要求，符合书法辩证科学的进步。这

与《周易》所讲的有生命感的直觉体验是想通的。书法意象思维，虽抽象却具有具象意味，

虽静态却具有动态意味，审美形象模糊，扩大了人们联想的范围，加上人们有过观照各种物

象的经验，因而使“意”更含蓄、更隽永、更耐品赏，“意”的视野更广阔。这种难以从语言

表述的形象中感受、体验其所称道的唯美的书法意趣，就是“玄妙之意”。古代书家们更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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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玄妙”境界描写得淋漓尽致： 

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眇而下颓，若雨坠于天。……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

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卫恒《四体书势》○21  

盖草书之为状也，宛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蟉，或往或还；

类婀娜以羸羸，欻奋亹而桓桓。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窊隆扬其

波。——索靖《草书势》○22  

笔法自萧翁以来，模写比拟取诸物象，始尽其妙，如为心画传神也。谓钟元常行间茂密，

如云鹄游天，群凫戏海；王右军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张芝如汉武好道，冯虚欲仙；羊欣

如大家婢为夫人，举止羞涩，终不似真；萧子云如危峰阻日……——宋·沈作喆《论书》○23 

由是，书法意象的“玄妙”，对于理解品藻和鉴赏书法是至关重要的，在古代书论家们就

被引起重视。人有神气骨肉血，能运动，有力量，有性情风采；万象也有与人共同的存在运

动规律，万象因存在运动的形势不同，形成不同的形质为人所感知、所积淀。并在创造文字、

进行书写时就会不自觉地渗透进去。创造意识中的形式感，且带有非自觉的性质，说不出所

以然，但它又是先验的。《周易》已作了明确的表述。系辞传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

而研几也。圣人利用《易》之“至变”以穷极事理中难测的“深”。单凭感性直观很难确切掌

握，借用《周易·系辞传》中的话，只有做到“穷神知化”、“精义入化，以致用”、“妙万物，

感而遂通”、“极深而研几”，才能“知几”。只有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方能领悟书法意

象的“玄妙”。○24《周易》的直觉体验对中国传统的书法意象的辩证思维观，起到辐射和宏观

意义上的驾驭作用。 

 

四、《周易》中“象”的思维突破了一物一象及单一的象数比拟模式，形成了“唯变所适”

的象外之象。“象外之象”，扩大了“立象以尽意”的内涵和外延，它可以用来对书法美学特

征进行精准概括。为此书家要从宇宙万殊中积累各种形质、意味的感受了然于胸。惟“超以象

外，得其环中”，才能激发书家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意识。 

《周易》八卦，实际上是对客观现实世界事物的抽象概括和超越升华的结晶，并以具体

形象的卦象符号形式表达出来。《周易》“象”的思维在后来的发展中突破了一物一象及单一

的象数比拟模式，形成了象外之象。在互体推导、触类旁通、互为变异的卦象的推导模式中，

“唯变所适”是《周易》卦象的基本特征。《周易》象外生象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启发

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从而去领略自然界的奥妙无穷。从哲学的角度而言，《周易》一

书，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象观。“象”的功能和价值在于以感性形式传达主体之“意”。

“象”成为中国哲学、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先哲们便将“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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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象”当作自己最高的审美境界，以求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因主客体之认知不同而

产生不同的“象外之象”的效果。比如说诗人和画家赴同一深山游玩，那诗人所感受到的是

山朗气清，花香鸟鸣所带来的惬意，而画家更多想象的是山林花鸟在笔下呈现出来的状态。

又如，“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是画面，而悲伤之情可掬；“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叶红于二月花。”这也是画面，而怡悦之情可抚。○25再如颜真卿的书法在唐和五代受到人们的

敬佩和称赞，而李后主独持异议，批评颜真卿“失于粗鲁”、“如叉手并脚田舍汉。”○26由于观

察角度和审美主体及时空不同，他们都对客观存在的自然之“象”所折射出 “超以象外”的

不同的“象外之象”。唐·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诗家之景，如雌田日暖，良玉牛烟，……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27此处“象外之象”中的两个“象”，前者指艺

术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后者则是指欣赏者由艺术品所触发，借助于想像、联

想而推演的再创造艺术形象。“象外之象”既是《周易》视野下中国文化的符号之一，又是艺

术思维的一种方式。 

 “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28苏轼尤其欣

赏称赞王维画外有诗，具有象外的超越形似的自由。刘道醇所谓的“象生意端，形造笔

下”是中国书画创作的基本源泉。此处“意端”之“象”是“形”的依据，而“形”生

成的“象”则已非原初衷之“象”了。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

此“竹”已非彼“竹”， 此“象”已非彼“象”，这就是“象外之象”。中国书画作为形

于纸上的“象”与天地自然及人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艺术的性质和特色。“象”的一头与天地

万物保持着内在的关系而“象”另一头的人心才有使其生成的动力和必要。○29  

“象外之象”对我国传统艺术的思维方式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整个宇宙的存在息息

相通。唐·司空图《诗品·雄浑》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言在指超越物象之外，象与

象外统一，不受物理时空限制而到达无限浑成的境界。○30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红

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这两句词都表现了鲜明而优美的形象，同时也饱含“象外之象”、“言外之味”。○31“红杏”一

句能使读者联想到整个繁华的春色，连同面对这种春色的人们心头的春意；“云破”一句则使

读者联想到整个静美的夜色，连同对这种夜色的人们心中的幽思。因此，梅圣俞在《续金针

诗格》中写道：“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外意的象即“象外之象”。○32 

称书法为“象外之象”，是对书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美学特征进行的精准概括。书

法妙在象与“象外”（无形）一体，然“象外”居于“用从有主”的地位。○33游走在宣纸上的

墨迹，其点画运笔、起止、顿挫、轻重、徐迟、枯润，富有音乐般的节律，使无声的点画蕴

含审美心理上的音乐效应。另外，书法除本身所具有的，象形性、符号化，它不再单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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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而是书法需要寻求生动的艺术感、形式感，来寻求宛若自然的完整结构。为此书家要

从宇宙万殊中积累各种形质、意味的感受。唐·张怀瓘在《书断》中云： 

古文元胤，太史神书，千类万象，或龙或鱼，何词不录，何物不储，从心所如，如彼江

海，大波洪涛，如彼音乐，干戚羽旄。○34  

书法的“象外之象”，即是由娴熟的笔墨技巧、深厚的内涵或思路豁然畅通进入的出神入

化的境地。它是书法艺术形象再创造中审美范畴所追求的一种高妙境界——情景相融，神韵

凸现。主体之心与客观外物相接，将直观可见的“象”，触目所视之景落实到所创造的作品中，

在艺术形象及观赏时，由此触发而再创造的形象之间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意象是创意之

象，除了因象而生意，也可由意而寻象、由意而想象或是由想象而生意”， ○35这使得审美意象

的物象不一定是眼前的书法具体，可以是记忆中的书法类比关联或相似。使书法既非具象模

拟“有限”的世界，又不失一种创造意识和宇宙意识倾注下获得现世之象的“无限”意味。

这或许就是书法“象外之象”。 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一文中进一步言道： 

“无物之象，藏之于密，静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虽明目谛察而不见，长策审逼

而不知，岂徒倒薤、悬针、偃波、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36书法具有容纳万殊不同的形、

质、意、态而裁成一相，不是具象，却又胜似生动的具象，其实也就是书法的“象外之象”。

它使书法上升为一种多角度、立体化三维空间，我们必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书法有限

的尺牍中，“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浸淫在广褒的无限的空间想象中，远取诸物，近取诸

身，仰观俯察，使欣赏者在解读时能透过跌宕起伏的点画移情和领略到无穷无尽的意味——

“玄妙之意”、“幽深之理”。正如朱光潜所说：“对于出于己者须跳出来观察，对于出于

人者须钻进去体验”，○37方能进一步激发灵感和想象力。“象外之象”不仅扩大了《周易》

中“立象以尽意”的内涵和外延，也阐明了书法与现实、书法与宇宙相契合的这一重大美学

原理。 

五、结语 

我国古代审美观的理论基础和审美标准的正是源自《周易》的朴素的哲学观。故书法美

学中的范畴，如言、象、意、理，和虚、实、形、神、质等都必然也源自《周易》。书法乃至

艺术领域历来也正是把这些朴素的价值观奉为圭臬。《周易》的意象思维是艺术创造的主要思

维形式和艺术手法。通过“立象以尽意”，来完成书法艺术形象表达意象的艺术规律——“玄

妙之意，象外之象”。《周易》思想统帅着书法意象审美观念的灵魂。于是我们应当把《周易》

观照下的“意象”以全新的视野和角度融合于书法语境之中，以现代思维、科学手段予以深

入诠释，努力把其从古典玄奥中推衍生成为现代性元素的书法逻辑体系，尤其不可拘虚绳墨。 

在《周易》这朴素的经典的视野下，只有不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才能“澄观一心，而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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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万象”，为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创新寻绎到最可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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