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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说
玉文化概述（二）

            李博生

玉器是如何制成的，世上的造型方法无非是三

种：增料造型法，等料造型法以及减料造型法。

三字经中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玉器是由玉石经过琢、磨而成的，非雕凿而就。雕凿、

琢磨虽均属造型中的减法，但是所用工具、工作原理、

工作方法及工作结果都可谓天壤之别。雕凿所使用的

工具是锛、凿、斧、锯、刻刀之类，而琢磨的工作原理，

是铁质的圆形工具以旋转之运动方式，以砂为磨料，

水做介质以粘合磨砂，共同作用在坚硬的玉石上而随

心所欲地造型成器物的。

这种琢磨的制玉方式与理念，是聪明睿智的中华

古人利用了滴水石穿、柔能克刚的“内功”，而非硬

碰硬的方法，这是经过长期实践所得的经验的结果，

认识到唯有使用琢磨之方法才能攻克摩氏硬度 6.5 至

7——如此坚硬的玉石材料，而摩氏硬度 7 的概念是

现代人用来制做车床的车刀之材料——合金钢的硬

度。因此，柔能克刚的琢磨功夫，既描述了制玉人所

具有的特质——勤劳、勇敢、智慧，同时也构成了中

华民族性格特征的基础。

然而，琢磨这个词，古人本来是使用于作文章的，

对于一篇文章谓之“雕琢复磨治之也”，是思索、考

虑之意，对文章所谓“如琢如磨”，反复推敲，而有“文

似机云饱磨琢”之风范。苏轼东坡曾诗曰：“此去溪

山琢句新”，均使用的是琢磨二字。而自古治玉人偏

偏也用琢磨二字来描述，表达作玉这种手艺，真是再

确切不过了。遍查历史唯有宋代小说中用过“碾玉”

一词，但碾是指将谷物碾碎、脱壳之意，用于制玉不

够精准。而“琢”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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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琢不成器”，一锤定音，“琢”专指做玉。“琢”“磨”

二字对于治玉人，实乃弥足珍贵，万万不可以其他词

汇取而代之。如果说琢磨是个动词，它的主要意义在

于它是思想的、是内在的动，王树森生前对年轻人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动脑子”，一件玉器从原材料（玉

石）到制成一件成品，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思索、

考虑、推敲、琢磨（zúo mo）、修改中度过的，因为

制玉是减法造型，不可加添，只能减去，所以又是在

反复修改、调整、完善中，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

心、基于神而完成的。

无论是古人用兽皮条加砂添水往复磨制于玉，还

是将其变更为圆周运动，脚蹬手磨，或是现代的电动

机械制玉，其原理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琢磨。

固此，我们讲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时，要用琢玉、

磨玉、做玉、制玉、治玉，这些是遵循了这一文化轨

迹而确立的用语，是专业用语，在漫长的、随着玉文

化逐渐发展完善的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渡过了石文

化、青铜文化，直至汉代中叶铁的出现并迅速得到

普及，制玉随之完善，完成了专业制玉方式，使治

玉的思想、方法和所使用的制玉设备、工具及治玉

专业术语，以及直接指导治玉的美学理念等等等等，

都形成了系列的、系统的治玉体系，并且在漫长的玉

文化史中同时形成了一套关于玉石原料的名称系列。

这一切是传统的，是一代传一代的师父带徒，以口传

心授为主的、隐性的、不可言传的、只能意会的形式

传至今日，这是历史的，是传统的，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是踩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要改变的恰恰是我们

自己的一些观念。

在这一琢一磨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在

这一琢一磨中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琢磨玉器

早已成为了独立于艺术造型门类之林中的一个类别，

是不可取代，更是不可或缺的。中华民族的玉文化，

就其年代之久远，积淀之深厚，将其称为中华民族文

化之母文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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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玉器制作

工艺中的加与减

前面讲过世上造型方法无非是三种：其一是增材

造型法，即用增添材料的造型制造方法，如 3D 打印

制造；其二，等材造型制造方法，如锻造制造；其三

是减材造型制造方法，如车工等。

玉器是用减材造型制造方法来制作，是用减法造

型完成的，是要始终如一地带有加法意识作减法造型

的，作玉人 ( 制玉人 ) 把减往往称作落 (lào)，把加称

为起。比如做人的脸，专业称开脸，脸上鼻子是至高

点，开脸时制玉人不是用一块玉做个鼻子粘在脸上，

而是把鼻子两侧的脸落下去，把鼻子起起来，由此可

见，加是目的——起起鼻子，减是手段——将鼻子

两侧落下去，进而言之减是为了加，加是减的结果，

加即是减，减即是加。落是为了起，起是落的结果，

起即是落，落亦是起。

一件玉器作品，从一块玉料至成品，就如同完成

一个过滤过程，在留与舍、起与落、加与减的留留舍

舍、起起落落、加加减减的过程中完成了将应该过滤

掉的滤去，把自己想要的留下，从而完成了一件玉器

的造型。实际是完成了一次加与减的哲学思辨的实

践，是一次治玉的涅槃，是一切玉石的再生。

这仅仅是完成了一次二维造型 ( 平面 ) 的过程。

但玉器的造型大多数是三维的 ( 立体 )，是具有

三维意识的造型，如果我们换一个维度，上面所说的

加与减则是用搬与推来理解：推是减、搬是加。再加

上凸与凹：凸为起，凹为落。因此，推搬、起落、凹

凸的造型方法，即是玉器造型技术的基本原理。

那么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物体有几个面构成。因

为我们是生活在三维空间，所以前、后、左、右、上、下

六个面构成了一个物体，但是，正因为我们在三度

空间存在，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个面，我

名校与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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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经常所讲的体面关系即此。无论讲大的关系还是

局部关系，无一不是以三个面构成一个物体的造型，

就是说还有确实存在、但又看不见的三个面。这既

是制玉人游离于完成造型原料的够与不够之间的，

又是展现艺人手艺高低及制玉经验丰富与否的空间。

往往业内人士不用创作设计一词而用“找”，找活有

没有的原因。把一个四方形拉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把透视关系运用在了六面体的造型中，把实质不够、

而视觉上“有”的这一矛盾现象，以拉动了的平行四

边形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使一件作品上下左右前后

的原料应有尽有无处不够。王树森先生的五鹅图即是

运用拉动了的平行四边形解决原料不够的典型范例。

在这里大家需重视言传身教背后的只能“悟”到的，

只可“意会”的大量的隐性知识的存在。

归纳起来玉器的造型方法是：带有加法意识做减

法造型，即完成加与减的辩证实践。这是个完成哲学

思辨的过程，即从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再由

理性知识升华至哲理思辨的过程。治玉非常重视实践

（上櫈），所谓“千年的媳妇熬成婆”，是个经验学

科——如果有这样一个学科的话。人如果一生几十年

只做这一件事——治玉，才能意识到治玉是为他人祈

福的文化，是无我利他的人类文化活动。这正符合了

佛教的菩提道精神，也与当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一

致，真可谓“玉不能言而最可人”，因为玉最合君子

之道，所谓“玉虽有美质，而在石中，不值良工琢磨

与石头无别也”。良工琢玉，尽施减法造型，如人，

从身、心至灵魂深处，只有减没有加而多年形成了减

的意识。有如佛禅所说之大舍小舍，进而言之治玉的

过程中发现无处不是禅，处处有禅机。儒家选玉为

其学说、理论的载体，是因儒家重人品，以玉比人，

而佛家重的是自性。我们说：金自矿出，玉从石生，

非幻无以求其真。做玉者善幻唯其心，所幻者为万物，

最终为求其真。君不见历代出土文物中尊儒者玉盛，

余者盖平平。

163 期 名校与名家

做玉的基础训练有二：一是训练自己的想象能

力，二是训练相应的造型能力。这二者皆是治玉人

（制玉人、做玉人）需终生培养并不断予以提高的能

力——本事。这就是所谓干到老、学到老、练到老的

重要内容与方法！

想象能力：是在已知的事实或已有的观念的基础

上，在思想上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也可理解为在

改造记忆表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象的心理活动。

按照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在自己头脑中构成一种形象

叫“再造想象”，新形象的独立创造叫“创造想象”。

这是需要长期不断地对身旁事物细微观查、体会且在

自己天赋的帮助下，终生不渝之努力来获得的 ......

造型能力：是指塑造物体形象的能力。

古人讲：“造乃制造变化”。若要使一种材料变

化成自己所要创作的物体形象，就需要下功夫掌握

这一物体的结构，抓准物体的特征，把上一节所讲

的虚拟于思想中所想象的形象，用自己的造型能力，

将其变为事实的、具象的物体，这同样需要天长日久

的训练。

那么，仔细观查、深入体会、掌握结构、注意特征，

把平凡的眼睛变化为智慧之眼睛，把平凡的双手变为

艺术家魔幻之手，从而学会利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创造

出可视的平面或立体空间形象。

因此，笔不离手，笔跟着眼睛走，眼睛跟着感觉

走，训练、提高自己的感觉能力才是目的，所谓感同

身受。因此临摹前人的作品是一种学习方法而非目的。

在鉴别、欣赏、使用古人或别人的作品资料时，

同时也是在考验自己的审美水平。因此在选择范画取

景写生之时都是在为创作作品搜集素材，找寻感觉，

须知创作之灵感是来源于某种事物对自己的刺激。

做玉的两大基本功

李博生 | 玉说 玉文化概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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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玉文化的美学

前面我们讲到玉文化由三大学问组成，即：材料

学、工艺学、美学，这是玉文化的三大内容。

玉文化的美学，在于探索美的本质、艺术和现

实生活的关系、艺术创作的规律等。玉文化的美学，

这一广袤的、涉及自然界及社会和艺术领域的美的规

律与原则，在科学的海洋中，有其自身独立于其中的

审美标准，这一标准是从玉文化的专业角度去领会玉

制器物内在的美，而其基础又是制玉的技能，即认识

原料的能力、使用工具的能力、造型技能的水平等等，

所以说制玉是一门经验科学。制玉要细致，要讲究，

可以说没有细致就没有艺术可言，没有讲究亦无艺术

可言，而没有变化同样谈不到美，这是制玉人立足于

欣赏者角度的自省。

比如，一切玉制器物讲的是要圆身儿，这和圆雕

不是同一概念，无论使用任何形状的材料，无论选择

任何内容的主题，无论为其运用什么处理手法，其

作品结果都要圆身儿，都要经得起人们从各个角度、

各个视点来琢磨、来欣赏，这是三维的要求。因为

人们是生活在三维空间的，熟悉的是三维物体形象。

固此治玉人要有三维意识，即一个物体六个面，而展

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个面。

玉文化这条没有间断的长河，至今流淌了几千

年，同样玉器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无论是玉石

原料、制玉工具，还是工艺、审美，都留下了时代的

印迹，但亘古不变的是玉在人们心中永恒的美 , 这是

玉文化的美，不是外在的，更不是一个符号，这是玉

石内在的美，及玉器内在美的总和。但是，往往玉的

永恒之美，被掩隐在表象之中，作品的题材、体裁、

艺人技能的水平，都与玉的“永恒的”美息息相关，

谈玉的永恒之美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也不是每件玉器

都能达到“永恒之美”，所以人们称之为遗憾的艺术。

玉器的美，是孕育在中华民族的大审美之中的。

比如：玉器讲饱满是美，干瘪是丑；线条绷起来是美，

松塌是丑；圆是美的遐想，是生命力的象征等等。制

玉人多年来习惯地遵循一个选择作品题材的原则是：

反动、黄色、丑恶的不做，所谓“三不原则”，尽管

对其认识有仁者智者之别，但制玉人的基调是统一

的、一致的。所以美好的、吉庆的、祥和的、喜气洋

洋的永远是制玉人所选取的主题，因为做玉之人永远

把为他人祈福作为自身制玉的目的，也许这也正是玉

文化美学的硬核。前面所讲的“没有细致就无艺术可

言”，细致的概念并非无限，是在不伤及材料的“筋

骨”为底线的基础上的细致，而讲究是与细致及变化

相辅相成的。比如：传统兽的四足讲“蹬、抓、挠、

踹”，植物枝杈讲“穿枝过梗，起花落叶，起叶落梗”，

人物动态讲“三大块，两条线，阴阳胳膊，阴阳手”，

衣纹讲“虚、实、聚、散”等等，不一而足。这样既

可保活儿，又有变化，从理论上找到了在千变万化

之中总结规律的方法，也正是制玉人多年来一代一

代从实践中理解的于中华大审美中所蕴涵着的道理，

这是永恒的美，也正是玉文化美学的核心。

结语

治玉六十四载，亲手琢磨过几十种玉石，可谓一

生只做了这一件事。

最初只觉得做玉没有那么难，尽管那时还是以脚

蹬手磨的老制玉方式做玉，自己曾为只用了几个月就

基本掌握了传统的做玉技能而得意洋洋，那时尚未满

二十岁。之后二三十年如一日，像在一个时空里重复

做着同一件事，以手琢玉，日复一日。

忽一日，想到这双手只是做玉的工具而已，琢玉

李博生 | 玉说 玉文化概述（二） 名校与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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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乃是身体及双手的延伸，却原来这几十年是以

“心”指挥手做玉，手只是心的工具，真正做玉的是

“心”，这是一个“心琢”阶段，自己是在一个“必

然王国”①中游荡着，徘徊着。

这样，一直到六十岁前后，才于恍惚间意识到，

要逃出这必然王国的束缚，就要突破前人、老一代留

给我们的那么多美好、优秀的作品对自己的强烈的诱

惑，必须逃离模仿、重复前辈的作品这一容易成功的

捷径。

回想这几十年，感悟到：自己在琢磨玉石、完善

玉石的过程中，原来玉石也同时在琢磨自己，完善着

①必然王国：人们在尚未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规律之前，没有意志自由，行动受着必然性支配的境界。

②自由王国：人们在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规律之后，自由地运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境界。

163 期 名校与名家李博生 | 玉说 玉文化概述（二）

自己。在这互为琢磨，互为完善之中，进入了一个以

“神”治玉的“神琢”境界，这是一个“自由王国”。

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幻化每一块玉石的

时候，我习惯默默地问到：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

我本不认你，你却认得我。

我少不得你，你却离得我。

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

本文为李博生大师“弘扬中国玉文化，坚定文化

自信”讲座中的讲稿，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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