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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inheritance model should include at least three parts: the object of inheritance, the
content of the transfer and the concept of transfe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geomancy technology inheritance model is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from
closed to open. In this difficult development process, geomancy technology inheritance model also
realized its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Geomancy technology inheritance model moder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the heritage, heritage content, inheritance and inheritance concepts, also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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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承模式这一概念至少应该包括传承对象、传承内容、传授理念三部分内容，近代堪舆技术传承模式的
发展，是其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这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堪舆技术传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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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实现了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堪舆技术传承模式近代转型过程中，在传承人员、传承内容、传承
方式以及传承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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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堪舆，又称风水、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等，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
探矿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环境学。清末以来，国势渐衰，国人追求西方科技文化，认为由此可以振
衰起敝。在这种追求西方文化心态的驱动下，认为“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的良方。
在科学(理性)思维及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冲击下，人们拿起“科学”的武器，要打碎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封
建迷信或文化残存。带有神秘色彩的风水堪舆，自然成为批判的靶子。学界谈风水色变，虽然一些有识
之士闯入了这个研究禁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堪舆技术传承模式的研究仍然无人涉足，本文
研究企图于此论题发凡起例，并力图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传承模式这一概念至少应该包括传承对象、传承内容、传授理念三部分内容[1]，近代堪舆技术传承
模式的发展，是其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这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堪舆技术
传承模式也实现了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堪舆技术传承模式近代转型过程中，在传承人员、传承内容、
传承方式以及传承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2. 传承观念趋利化
在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初期，堪舆活动所需技术主要不是来自科学理论，而是来自于传统师徒相传
的一套经验。这种经验积累除了少数能够以理论化、则例化的文本知识存在外，大部分是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的非文本化知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得以领悟，导致这种知识在地理空间上的传播和扩散能力
非常弱。是否拥有独家的堪舆技术是区别于其他堪舆师，能够获得额外收益和特别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
为了避免别人学会后与自己竞争，许多拥有特殊決窍的堪舆师往往会采取特别手段防止这些诀窍扩散。
在挑选徒弟上严格把关，要德才兼备，学徒完成后往往还要跟随师傅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独立进行堪舆
活动。玄空派宗师蒋大鸿在《平砂玉尺辨伪》中说：“特以天心所秘，非人勿传，故不敢笔之于书，聊
因俗本微露一端，任有夙慧者，死心自悟。”这样做的原因是“天律有禁，不得妄传，苟非忠信廉洁之
人，未许与闻一二，夫中人以下，走四方求衣食者，仆初未尝不怜之，然欲冒禁而传真道则未敢许也。”
[2]他的门徒姜垚在《从师随笔》中说：我师尝谓：“得吾术者，时时当澳天律之可畏，宜效金人之三缄。
如有狂妄子弟妄诋吾术，其人必有阴恶，汝辈万勿计较，姑听之可也。”[3]杭州人沈竹礽言其年轻时曾
往无锡访玄空学无常派宗师章仲山之后裔，欲借章氏所传《宅断》一观，“居数月”其后人仍“不肯轻
泄一字。”[4]
嘉道间桐城著名堪舆师马泰清嗜好堪舆之学，凡地理各种图册无不搜集。其《地理辨惑》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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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虽易，得之最难。必得其人而后语之。否则奉之千金，弗顾也。”“玄空之学可以挽回造化，必择人
而授，必择人而用。”他外出游历期间“遇五行三合之师，即求学五行三合之法，遇拨砂辅星之师，即
求学拨砂辅星之法。”其自称“待师至诚，用功至苦”。偶听友人言京师李某“能观坟茔地图”。泰清
当即进京求教，而李某已外出。两年后，闻听李某又至京师，泰清“立辞千金之馆，回京往谒被拒，”
如是者三四次，方列李氏门墙[5]。
为示慎重，堪舆师授徒还要举行隆重仪式。堪舆各派收徒仪式不同，流行于江南之玄空派授徒仪式
可由蒋大鸿《再授归厚录上玉帝表文》中得知。在授徒时，师傅要撰写表文将授徒缘由，弟子情况禀告
上天，还要举行隆重的打醮仪式。蒋大鸿在《再授归厚录上玉帝表文》中说：“臣以诸弟子膺此鸿宝，
虔心洗濯，以重师传，则令雯高痛发哀诚，恭行事醮事。太上慈悲，道场九幽，拔罪宝忏，八部以度雯
高。九元七祖，历劫罪愆，锡扔、永台贫无以醮，许以随坛自礼，共沐天波。伏冀帝慈，均行赐教，倘
蒙穹高覆育，俾雯高等果能由艺入道，积行通真，所愿神功持垂，超济万一。雯高等违臣戒例，背道妄
行，亦望天威时加纠正，轻则警戒，重则典型。”[6]
晚清以来，随着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进程的加速，技艺传承范围不断扩大，堪舆师扩大招收学徒的
范围，原来一些严格的禁忌和章程也逐步解体。堪舆技术也逐步简化而无需长时期的训练，有些操作甚
至简单到只需几个月就能出师，从而使长时期授徒机制渐渐弱化。
与此同时，堪舆师还开始将授徒作为生财之道，多收徒弟就意味着能够多收学费。据《申报》报道，
上海人郑孟地略晓堪舆术，惟尚未窥堂奥，访闻江西甘州代出名师，遂率三子跋涉长途，抵达甘州，以
千金为作为拜师礼，才得以拜廖姓为师。为多收徒弟，赚取学费，堪舆师纷纷登报招徒。1912 年上海堪
舆师高菊溪公开登报招徒：“青囊经乃地理之鼻祖，举凡星学皆以玄空五行为宗旨，因其辞深义难，参
悟颇难，时师以形上立官者又比比而是，甚矣，玄空之理不易言也。……共和已定，凡百义务应当不敢
自私，不存自存，专斯道者不吝下交，来面议，集思广益，自然授受，相宜青出于蓝，全赖手后生之可
畏。”又有武进某堪舆师，自谓学问渊博，精于命理，研究有素，在沪期间，寓居八仙桥恒茂里七十一
号，登报声明欲“将研究所得，公诸同好，敎授命理，限收学员十位，兼通函批命，或面谈命理，凡有
志研究者，可向接洽。”又有某君潜心国学，于五行星命一道，登峰造极，与术者异，欲得人而传授。
甚至有愿意登门传授的。“凡有志研究命理者，请电洽地点，以便趋府面议，俾能于最短期内完全学会。”

3. 由“不得妄传”到普及推广
传统堪舆技术传承采用的是尽可能降低技术知识的流动性的保密式传承制度，堪舆师大都有各自的
独门秘诀或手抄秘本，这些秘诀和秘本都是堪舆师经过一代代经验的积累。一旦泄漏人人都可以掌握，
因此就有了保密的必要，久而久之便成为祖传的或师徒内部小范围流传的绝技和特殊的资产。无论是家
庭内部传授还是师徒间的传授，都尽可能的不扩大传授范围。如《地理天机会元》中说“若遇知音传度
与，彼时对天各立誓，相传莫与负心人，传之过及身或后录乃秘中之妙，诚泄天之机也。得此者，宝而
珍之，切莫轻授于人。”[7]《雪心賦》有“发明古诀，以雪吾心。地理精粗，包括殆尽。切记实而藏之，
非人勿示，慎传后之学者，永世无窥。”[8]谢子敬在《一寸金》序中则云：凡此数语，皆先贤所传之诀，
永不转传，此夺造化、取富贵之秘术，不可语人也，先师口诀如此，若得其人不传，则绝天道，非其人
而传，则泄天机，后人得吾语者，幸而实之。”乾隆十三年刊姚廷銮《阳宅集成》中谓“地理精微，前
人每多秘而不宣，矜为独得，或有发明，只作隐语，不轻示人。”[9]且其内容大多充斥着艰涩难解的术
语，促使这些堪舆理论的本身，在社会中的流传度相对有限。乾隆六十年程前川在《地理三字经》的序
言中即指出如此的现象：“地理一书，汗牛充栋，言人人殊，甚或假托伪造，以假乱真，私相传授，奉
为至宝，不知讹以传讹，皆无益于用者也。而得真传者，又往往不轻以示人，以故真诀秘密，世多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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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其过为悭吝，以此道之难言耳。”所谓“灵光自古不轻传”，“父子虽亲不肯说”。或托词“天机不
可泄露”，或设置许多禁忌，防止扩散。在最小范围内的保密。
晚清国势渐衰，人们倾向于追求西方文化模式，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才能救国。在这种追求全盘
西化的心态下，有人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是我国文化起死回生的良方。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否
值得保存，就看这文化是否能够通过上述两个标准的考验。然而，这种考验的结果，使得上述传统文化
不是受到完全的否定，就是受到改造的命运。如风水被视为迷信的产物。这种看法可见于谭嗣同《思纬
壹壶台短书》一书当中，他说：“夫《河》、《洛》诚不解是何物，要与《太极图》、《先天图》、谶
纬、五行、爻辰、卦气、纳甲、纳音、风角、壬遁、堪舆、星命、卜相、占验诸神怪之属，同为虚妄而
已矣。必如西人将种种虚妄一扫而空，方能臻于精实。”[10]言下之意，是要将堪舆、星相等术数作为文
化糟粕一概扫除。在此背景下，堪舆师们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决意公开风水秘诀，推行堪舆的普及化教
育，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堪舆学研究，以期能够挽回这种颓势。如武进谈养吾因感当时玄空学诸家“悉守
古训，不敢公开”，且各家各派之间互不交流，以致“诸家杂出，名目繁多”，甚至“伪造者伪造，阐
扬者阐扬，”最终导致玄空学“邪说横流，几至湮没”，为了挽回这种局面，于 1922 年夏在上海创办“三
元奇术研究社”，以传授三元奇术，披露玄空学秘本，面向社会广泛收学员，凡“品行端正，不涉江湖，
有志研究者，不论年限，均可入社。”其又著《大玄空路透》一书，发行一年读者已“遍我国二十二省
而均有之”，谈养吾公开秘诀，推行堪舆普及教育影响甚大，时人称“谈子养吾，应时势之需要，首发
其端，刊行《大玄空路透》等书，最近有方便月刊，风行于世，海内外治斯学者，日就众多，行见斯学
有日新之望。”又称“谈先生，得章氏之真传者也，并不囿三缄其口之伪说，以其授受心法，以公于世，
使是学赖以不坠，其功在蒋、章之上矣。”[11]
又如因曾为袁世凯相宅而名声大震的上海堪舆师佛隐曾著《阴阳地理风水讲义全集》一书，将其所
掌握风水秘诀悉数公开。其在写作该书时为了适应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在著此书时“博彩群言，甄经
比维”，将其中“辞句冗长者删之，语意深晦者释者”，使此书“语气概括浅显，容易透解”，其在序
中自言，若“读者苟能自始至终悉心批阅一过，则卜宅卜葬一道了如指掌，可以自谋。”[12]

4. 传承对象扩大化
近代以前堪舆技术传承中的师徒制带有非常明显的“亲缘性”，一般只将技艺传授给“儿子”或
“女婿”，或受亲戚委托招收徒弟。如朱熹对风水的笃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其父朱韦斋的影响。朱韦
斋酷信地理，曾召山人择地，问富贵如何？廖瑀，字伯禹，宋初人，以茂异得以举荐，不第，“精研其
父三传堪舆术。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谢世南，廖瑀子婿，亲受廖术。”[13]可见廖瑀的风水
术得自祖传，然后他又传之于女婿，属于家庭世代传承。
蒋平阶《云间蒋氏家传地理真书归厚录》中收录有《传家归厚录天元歌戒规》。规定蒋氏风水秘诀
只能传嫡宗长房怀淇府君之后裔，其异姓至亲、女婿、外甥及同姓非宗，都不得轻易使其窥见，虽是嫡
宗而非怀淇宗公之后裔，也不能传。同时，必择子弟中心正行端有执持的，才可传。若其人心术倾邪，
浮游浪荡，虽是近支的元对及羽臣叔嫡系，也不得传。传授之时，还要有相应的仪式。“必羽士八人大
醮三日，忏受者累世罪愆表问上帝而后可传。”习艺以后还要遵守相应戒条“传后当全家戒杀，本身谨
守四德，坚持四戒。凡遇三元、五服、甲子、庚申、父母本命、自己本命、上帝、老君、玄帝、天师、
许祖、吕祖、冷祖、王天君、赵天君圣诞，须修斋设醮，铺经放生，而后心神发悟，举动获福。”最后
还一再告诫戒条必须遵守，如有所违犯，上为亵渎天意，下为不孝，传授之人和受业者的九代祖先都要
在酆都受到牵累，虽得到书诀反而罹受重祸。要慎重对待勿轻忽。
随着近代化堪舆技术理论化程度不断提高，招收徒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原来一些严格的章程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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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也逐步解体，甚至还建立了堪舆学教育机构，面向社会招生，对所有有志于学习堪舆技术的人进行系
统教育。“凡品行端正，不涉江湖，有志研究者，不论年限”均能报名学习(详见本章第三节)。由于传播
条件限制，使得相对成熟的堪舆理论只能在某一区域内流行，这就就加速了堪舆学理论的地域化流派化
现象，形成以地域为特征的堪舆学流派。近代江南就出现了“无常(无锡、常州)派”、“苏州派”和“上
虞派”等著名的堪舆学流派。随着各流派在特定区域的流行，一代代堪舆师会不断实验出新的理论和方
法，使这一堪舆流派技术不断改进，也使得这一地区堪舆师群体因某一流派而闻名。同时使得从事学习
这一流派的人受到尊重，人们在拜师学习堪舆理论时自然会想到在当地闻名的堪舆流派，这种路径依赖
也带来了区域性的比较优势。

5. 传承内容学科化
在堪舆技术理论化进程中，不断形成新技术，同时也在不断地淘汰那些已老化的旧技术。这就使先
前在堪舆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堪舆师们不得不寻求技术变革途径。
首先，堪舆业内部分工进一步细化为专择葬地的葬师、专择阳宅的相宅师和专精诹吉择日的日师，
每个分行业下面又有众多流派，每一流派又能专精其中某一门技术。
其次由于操作程序的细化和技术的简化，在堪舆技术中就形成了一些“范式”，以便于技术传授和
考核。这些范式就成为技术传承的教材。这些教本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刊行于道光二十七年的《择吉汇要》。
《择吉汇要》作者为浙江归安人姚承舆。全书四卷，卷一列有干支凡例、神煞论、制煞论、年神义解、
月神义解、日神义解、时神义解与应用诸目。卷二为六十甲子年、月、日、时生命干支神煞吉凶宜忌表。
卷三设有五星凡例、本原论、右旋解、造命诀、应用要言、星盘图诸条款。卷四则有六壬课义解、五行
长生图、斗杓图、分野图、吉凶课例、岁月干支时煞表、兵占义例、占验、阳阳宝镜图、奇门遁甲、四
时八节图、三元歌诸名目。可见，此书内容并不局限于择吉，于六壬、奇门兵占等亦有论列。姚氏《择
吉汇要》，篇幅仅为官方颁布的《钦定协纪辩方书》的九分之一，而选择之精要却尽在其中。故其书一
出，甚为论者所赞誉。如蒋庸奇在序言中称该书在理论上，“其言数则归于理，论事皆本于经”。在内
容上，尽“删神煞之不经，取言有道”，“论日时之孤旺，生死有权。以在地之形，言在天之象。因时
立则，阴阳交畅其机，随处制宜，天人咸臻其妙。详宫度之浅深，辩星躔之顺逆，为造命者指其归。解
六壬之课，载三元之歌，并为出师行军者神其用。莫不通幽洞微，穷源探本，举拘墟恍惚之说，一扫而
空之，可谓了如指掌，灿若列眉矣”。在体例上此书图式具备，注释详明，无论知愚，人人可晓”。于
是呼吁是宜大书万本，家置一编，使阅者开卷了然，庶不为拘虚恍惚之说所摇惑，而知吉凶祸福皆非无
故而至前矣。”称姚氏著此书是“有功于世”的善举。
余同元教授认为技术的数理化就是技术的范式化，也即是数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对数学方法的运
用。[14]《择吉汇要》中有大量数理关系的利用。如本书卷二“六十甲子年、月、日、时生命干支神煞吉
凶宜忌表”。详列了由甲子至癸亥，详列了各年年神所处方位、当年十二月月神方位、当年三元紫白、
逐月月建，根据各月所值神煞，通过数理关系的运算，指出诸月所宜所忌。如甲子年正月，“宜祭祀、
入学、沐浴。忌冠带、结婚姻、纳采、嫁娶、进人口、疗病、经络、酝酿、开仓库出货財、伐木、畋猎、
取鱼、破土、安葬、敢攒”，五月“诸宁不宜”，十月“诸事皆宜”等。
而学科化是技术理论化的最终阶段，也是科学理论返归技术的开始阶段。技术理论的学科化，必须
完成自己的语言标准、学术规范和教育教学中的学科范式。
《择吉汇要》有自己的语言标准和学术规范。如该书“干支凡例”阐述全书编排交节罝闰的基本原
则、年月三元九星之安棑，以及择日选方的各种注意事项。其言曰：“应用全在取舍，如祭祀等事，日
辰宜，又须看本命利否；入学等事有文武之分，出门等事有名利之别，宜忌不同，取舍亦异，今详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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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条内，以便易于选择。”“修造安葬等事，专重山向方位，年月神煞有吉有凶，查其合吉则用，凶
则不用。然凶中亦有轻重，重则化之，轻则吉曜照临即可择用。其化之之法，详在制煞论。”其余所言
类此。可以认为，此“凡例”言简意赅，相当于选日择时的指南。其中“神煞论”认为，从三皇五帝，
到周末诸子，始终未见有神煞之说，但当时的易占等中已蕴涵漪神煞了。因为年、月、曰、时之用，缘
于易数，选择果精，神煞自化，故上古详其本而略其末。神煞之论，实起于汉，但后坻妄增神煞，拘泥
年月，致使婚姻衍期，丧葬失时，又有过滥。指出“选择之奥义，不在年月，而在日时”，不可过于拘
泥。“制煞论”认为，一般择吉书所惯于采用的制煞法，好比是以力服人，万一力不能胜，反大张其凶
焰；即使果能相伏，亦只不敢为祸而已。所以作者大力主张“化煞”，“以德服人”。并阐述所以“制”、
“化”之法。“年神义解”、“月神义解"、“曰神义解”与“时神义解”等条目，对年、月、日、时四
大类神煞的名称、理论根据、性质、宜忌、运行义例等逐一进行介绍。“应用”条详述各类大小事务所
宜吉神吉曰、所忌凶神凶日和具体选择之法，表述简明。又如该书卷三均为阴宅、阳宅选方择向的内容。
“五星凡例”与“干支凡例”相似，可视为阴阳宅择方定向之指南。“本原论”阐述选方择向“本原”
于日月五星，而以二十八棺十二次为经纬。“右旋解”述说星学之肇始及天左转地右旋之理。“造命诀”
专逍择方走向之要义，其最关键者“全在乎时”。“应用要言”详述择方定位的注意事项。“星盘图”
则细列二十四山日月五星、罗计等的方位，以便择用。

6. 传承方式多样化
近代江南堪舆学传承模式大概可总结为以下几种：1、师徒传授。时至近现代，师徒传授仍然是当时
堪舆学传承的主要形式之一，与古代师徒传承模式基本相同。师徒传授成为众多勘舆师堪舆执业生涯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师承传承一般经历发蒙—侍师—试择—出师—再学习这五个阶段。发蒙是学习堪舆学
基础知识，背诵堪舆学经典及方药，熟读堪舆学著作，夯实基础的阶段；侍师是跟随师傅从事堪舆活动
的过程，学习师傅如何寻龙、查砂，如何镇宅化煞，是了解勘舆师操作程序，理论与实践初步结合的阶
段；试择是弟子独立进行堪舆活动，师傅修改分析，是运用堪舆理论及师傅的学术经验指导堪舆实践的
阶段；当弟子学有所成时可出师，也是正式成为堪舆技术传承人的阶段。再学习有两种方式，一是传承
人在堪舆活动中继续向师傅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二是由师傅推荐，拜另位名师学习，拓展知识及技能。
师徒传承模式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名师教育方法各异，且生源不足，难以形成大规模面积培养，因而
培养弟子的数目较少且周期较长。
近代江南大量勘舆师都是博采众方，先后拜多位名师，集各家之长。如上元人汤荣，性耽青鸟之术，
遍求名师，从之游览，竟窥其奥，觅得善地，以妥先灵，昔人云：获福仗佳城，安葬须吉日，又旁搜择
日诸书，著《择日便览》光绪辛卯刊版行世。又如江苏武进横林五柏塘人谈养吾十九岁承父命从无锡著
名玄空学大师杨九如习“无常派玄空秘法”。
2、学校教育。近代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为堪舆理论及其传承模式开辟了新的方向。随着西学的大
量涌入，深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倾向于追求西方文化模式，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才能救国。在这种
追求全盘西化的心态下，堪舆学被视为为妨碍国家繁荣富强的一大阻力，堪舆学存亡命悬一线，在此情
境下，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众多有识之士投身于堪舆学传承模式改革浪潮之中，积极探索堪舆学教
育新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谈养吾、尤惜阴、刘神凤等，他们开门授业，开办堪舆培训机构，创办堪
舆学专门学校，培养了大批堪舆人才，开堪舆学学校教育及函授教育之先河，代表人物有创办三元奇术
研究社的谈养吾、创办奇术研究院的刘神凤和创办韦氏函授部的韦千里。刘神凤曾任清朝礼部行走兼钦
天监博士，精研天文、地理、卜易星相术数等。刘神凤常年在野外考察，逐一详査名山大川之龙、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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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水，观察山川形势，五十年中经历十余省，全面掌握了各处山脉走向，全国山川形势了然于胸，后
又遇异人得奇书。精湛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创办奇术专修馆奠定了坚实基础。民国十二年出刘
神凤应邀至上海创立奇术专修馆。1923 年 3 月 23 日奇术专修馆正式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其在《申报》
上连续刊登招生广告曰：“我国星命堪舆卜易等术，创自古圣。苟无灵验，何能传至数千年之久。可惜
真本不传，江湖术士。遂得以伪术欺人，以致浅见者怀疑莫测。然天地间确有真本，徒苦世人不去寻求
耳。昔曾国藩精相人术，故能荡平洪杨；今吴佩孚精易理，故能百战百胜，尤为明证。此种神术，决非
江湖伪术可知。神凤先生，本为前淸礼部行走兼掌职钦天监。素喜研究古代奇术。鼎革以后，屏绝尘缘，
云游四海。得异人传授，百试百验。今本阐扬神术之宏志，指点迷惑之苦心，传授当世。”奇术专修馆
开始招生后，广受欢迎，同年的五月二十八日即开始招收第二期学员。其招生广告云：“续招第二批学
员，分文王课、相术、算命、风水、圆光、祝由、符咒、奇术、催眠、魔术十科，保证成功，四星期毕
业，印有详章，函索即寄，馆址上海新疆路华振坊奇术专修馆。”奇术专修馆此后陆续又有招生，至 1925
年学成者已有千余人。
3、继承家学。在近代江南，继承家学也是堪舆学传承的重要形式，诸多勘舆师都是来自此模式。堪
舆世家的从业时间普遍较久，随着近代教育方式的转变新式堪舆培训学校的兴起，继承家学传承堪舆学
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家族传承的技术传承模式从它出现起就成为堪舆技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对
各个时期的堪舆技术传承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家族传承模式一方面有利于技术传承的直接性、原发性
和无保留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家族的团结，促使其凝聚力、向心力的加强。同时家传制度，由于亲属关
系便于一些技艺的传播和发展。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堪舆技术并不是简单的模仿比照就可以完善的。
它还需要“心传”的作用。“心传”没有范本和模式，是一种内在精神的作用和无形的心理表述。对于
传授之人说，他没有模式，语言无法表达；对于受教者来说，它没有样本，也不是单纯的技术继承就能
达到。依靠的是两者之间心理的传授和领悟，凭感觉行事。受教育者一旦心领神会，就能随心所欲。从
而在堪舆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模式、技巧，也使的堪舆技术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
力。这种心传就需要二者的默契和心灵上的沟通，血缘关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以至后来堪舆理论中家
族派系更是复杂交织。如王廷瑚精地理，子升良继去业。宋一士，精易理，占断如神，又擅堪舆，不轻
择地，曰凶人得吉地，吉可为凶，吉人遇凶地，凶可为吉，子卧云克承父业。周南，父象乾，精堪舆，
南能世其业。同里金文照字励斋，精地理星命，尝独力营葬戚某，抚立遗孤，人称其志。
4、自学成才。近代江南地区，未经系统的家族传承和学校教育，而通过自身努力自学成才的勘舆师
也为数不少。随着社会的变革，西方科技理念的东进，近现代堪舆学职业教育逐渐普及，堪舆图书的大
量出版自学堪舆学的人数不断增多。如夏炳南，少时卜地葬亲，屡为地师愚，遂立志研青囊学，遇熊某，
授以秘旨，涉历三十余年，爰精其术，相墓门，言休咎立应，著《堪舆要诀》，《名茔图记》各一卷。
又如冯文耀，初业儒，年十八丧父，又值伯父丧，又承重大母服，三丧并举，时三弟皆幼，孀母在堂，
家事日繁，未卒学业，文耀孝友兼至，年三十游京师，为胡公印渚记室，又为程公沅幕宾，居心公正，
与人无欺，最惜字纸，每出必携一囊，积七十年不倦，为先人卜葬地，寻诗友读地书，数十年始获吉壤，
故青乌一术至精，然不以为业，非至契不为营度，有贫者无葬地恒买吉地送之，同邑延之，定庉穸，子
孙多昌炽，如张锡庚之祖杨□之父，皆所卜葬，锡庚父，颉云为之撰传，著有地理摘要四卷藏于家。近
现代江南诸多勘舆师的成才模式，仍是以师徒传授与继承家学为主，学校教育、自学成才并存。但值得
一提的是，此时的学校教育已在迅速崛起，在堪舆学人才的培养史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近代江南堪舆师在传承模式上发生了重要转变。在授徒理念上，由传统的师徒制转变为
近代师生制。传统师徒制依托亲缘关系，在家族、师徒范围内传袭，带有众多禁忌，尽可能降低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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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流动性。近代以来师生制则依托学校、研究社等职业培训机构，采取收费招生办学的方式，将堪
舆技术、风水秘诀普及推广，公开传播。在传承内容方面，近代江南堪舆内容开始范式化和学科化的趋
势。在传承对象方面，近代江南出现传承对象的扩大化，传统的亲缘性传承转变为地域性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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