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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写给 想找我预测及想拜师学梅花的易友们!! 
第一,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大师 希望大家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面对我  我所讲述的方法不是什么神秘之学 具备初

中文化以上的任何人用心学三个月 都可以学会.--------别把易学想的太神秘 其实很简单. 

第二,在预测中 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 .每言必中 那是神话 任何一门易学方法本身都存在着局限性 他不能

什么都测得出来 也不能每次都测对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来面对易学  准确率在百分之八十的方法 已经值得我们

去学习了 大家共知的天气预报 也有出错的时候 为什么呢? 可见误差在所难免  

  第三,找我预测的朋友 注意：明确你的问题是什么(生死问题不要找我预测 免答） 以八字（出生年月日时辰就

是八字）求测者自行排盘；以梅花求测者自报姓名和虚岁年龄  同时请各位见谅 因为我不是个专职的易学工作者 

我不一定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只会回答你 1-3个问题 并且只能是简答 希望大家明了 

如果有朋友非要详细全面的预测 很对不住您 只能是收费预测 有意者详谈;在这里也希望一些求测的朋友不要拿拜

师的借口 让我给你多说几句 实在是没有意义.同时再说一下大家的问题 您的问题不要太怪! 我不是神仙 有的易友

上来招呼都不打一句 :你看下我姓什么? 你姓什么?我哪知道? 我看你姓"不" 叫"不讲理" 这不是街头的那种文字游

戏 拿堆卡片在那儿给你饶弯子 你得明白 易学不是杂耍 他有他的局限性 是有范围的 这还不是最怪的,还有更怪的 

上来问你"大师 帮我看下 我明天去见网友  能开房吗?"这类问题希望易友们注意 本人无法回答 我知道你没把我当

外人 但这实在是有点太那个了  

第四,想拜师的 我不打算多说什么 让事实说话 比什么都强 我在网站上写了一些事例 我可以保证没有一例是反推

之卦 其中也有断错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没做修改 是真实的展示 这样做 就是希望大家正视这个事实 易学虽然

能预测很多事 但不能都对 同时我也想说 与其花时间去学习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百分百的神话 倒不如踏踏实实的学

一种准确率只在百分之八十的方法! 我相信这个比那个百分百的神话更实用 更实在一些 我的教学就是教给你百分

之八十成功率的梅花技法! 

第五，曾有人质问我 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搞易学的传授？你有真传的本事吗？你会把所学真传给学员吗？我是这

样回答的 年龄不应该是问题 难不成都得等到姜太公一样的岁数才可以吗？我所传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独创 和

我的年龄没有关系 我是在做一种知识的承接 ；我没什么本事 一直都在学习中；为什么要真传？假的骗不了人

啊！呵呵   

站长简介-----祁连山广济! 
    祁连山广济：男，28岁，辽宁锦州人.好杂书,喜游历,贪口福,性格直爽，懒散成性，别无优点. 

针对易学而言: 

第一,我不是什么大师 也没有任何头衔 连易学协会的会员都不是.充其量是个易学爱好者 

第二,我也不是什么大师之徒 成了名的高人我是一个也未曾拜入门下 囊肿羞涩之故.至今引以为憾.第三,我非祖上

所传 更不是什么易学大家之后 据我所知祖上三代无人好此术 连亲属之中都不曾有研习过的 先天上一点遗传都没

有第四,我也不是跟什么某山某寺的和尚/老道所学 更没有什么梦中仙人的点化 没有一点神秘的地方 真是遗憾.第

五,我不是自学成材 我不能借鉴百家之所长,并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大量实践和经验总结,并由此而创出神验的新理论

和新方法 .实在汗颜第六, 我所会的太少 也可以说我学的太少 除了梅花 我只对八字及风水略知一点.实在的讲 我

没那么多的精力学成太多的东西 我真的好想什么都学啊 可惜只会这些. 

  我从师学易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个原因---好奇!93年秋我在街边遇到一人 直口断出我的一些童年旧事 遂感

术数之神奇 因无师相授只得胡乱买书,自行研读.可谓艰难倍矣 .因为天性执着，所以每学一法必力求反复实践 以

求其本质  怎乃好比大浪淘沙, 徒废光阴! 两年下来没什么收益 反而学的越多越乱 理论技法装了一大堆.还是两

字-无用.好象总在一个圆周上转圈子 而圆的中心一点边都不沾 只得放弃了 

后来遇到师傅真的是很偶然 其中的细节就不再这里说了.我的师傅是个很普通的乡下人 没什么名气 更谈不上高雅

多才 在我的记忆中 他很慈祥言语温和而性格倔强 虽然长的不怎么"富裕" 但往那一站 特别有精神!我真的很怀念

那些相处的时光 实在是记忆中的瑰宝 我学到不只是易学 而是人生的艺术.我师傅传给我的是传统而简单的东西 如

果说有什么变更之处 就是我将之与现实配合转化了一点 一丁点而已 

    在这里我绝对没有标榜什么的意思 我自认没什么值得能吹嘘的 这个简介做为一个开场白 希望大家由此而了解

我 由此而让我们成为朋友 这才是写这篇简介的出发点.学易到现在,我只觉得易学广大 穷一生亦难悟透,真的 易学

是非常有内涵的. 我也因此而悟 ＂师之授业传道＂ 最重之要也 .但感自身水平甚浅 至今刚踏门外之台阶也 实有

愧师之倾囊相授.在这里我不写师傅的名字 等有一天<<党氏八法>>被大家公认的时候 我一定宣告给各位  

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我只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大家做一块垫脚石，为易学爱好者出一点点力 为普及古老的易学

文化添砖加瓦。同时在这里特别的感谢我的授业恩师们 是他们把我带进了这神奇的易学之门,真心的再次感谢我最

敬爱的老师们! 也在这里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网站<<中华术数网>> 希望这里是您在网络时空游历时最美的记忆靓

点!!        

注:现在公开传授的<<党氏刀骨梅花>> 原名是<<刀骨梅花>> 因为是党师(师傅姓党)所授 为纪念他 我更名为<<党氏

刀骨梅花>>据师所讲 此梅花技法来源于其父亲一老友 姓付 (其父亲是当地一民间批八字的高手 另专门用符咒为人

解灾去难 颇为灵验 其父 55岁过世 临终前 深感用符太狠 以损阴德 遂将生前之用符心得记录尽毁 嘱咐子孙 不可

用符 余术若有缘可习之 将来可做养身之粮) 其老友登门吊孝之时,方传此<<刀骨梅花>>给党师 据说，始传于道人

之手 此道人出家前为一屠夫 因杀人而走他乡 后得玄门收留 机缘之下 学得梅花之术 不知何故自其传出便名为<<

刀骨梅花>> 师曾言 大概是取牛刀剔骨之义 念及那道人后学之能 心下常常羡慕不已 想其必有文化之基础 但又为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2 

屠夫 甚不合理 但此事已难求证矣 想来大概是假托道人之名 徒添神秘耳 或有其他原因 不得而知．然若真有此道

士 其后学而得成 可见其努力必倍矣 我与诸君当以之共勉也！ 

初学者必读！！ 
１，先从基础部分看起  反复看 一定要明了！（党氏学员不准推断他人生死之事！） 

２，学习八法之前 一定要看一下我写的＜＜断卦思路总论＞＞ 这非常重要． 

３，八法是思路 是可以综合运用的 具备很强的灵活性 好比是十八般武器 ！最初是根据其形势而选取用法 

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后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不要不敢用 你就大着胆子用 怎么用都可以 这个灵活不是乱动 

是你的心怎么想就怎么动 是有所求而有所成 别担心会错 基本上都会正确  这八法有自我辨别的能力 你只

要掌握了 自然就会懂我说的这句话 这等同于武术中的下意识反应 很有意思的   

４，必须在反复看八法资料的同时 多实践 你不实践 怎么能变成自己的东西？ 

５，起卦之法 贵在灵活 任意而为 无所不用 系心而出 多有所中 凡所成卦 必有所指 多少在心 契机何

如？ 

初学者必须明了的部分 
 基础篇－－明了八卦是什么？五行阴阳的相互关系？梅花卦有什么组成？怎么起卦 ？记忆万物类象的内容 

技法篇－－熟练掌握八法是什么？怎么用？ 

八法为用 万物为其器也！ 

大家要多看看万物类象 这样你就会有话说了 理是一方面 还有事啊  

所谓理事全通 皆无碍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特别说一下万物类象的背诵方法和理解方法 

你要把基本的含义背下来 记最基本的属性 然后是到生活中去体悟 看见任何事物都问下自己 这是属于什么卦

象 看见车 可以想到 坎水 巽木 乾金  

怎么分别什么是什么呢？ 

这就看你怎么观察了 

看见楼宇 可以是乾金 也可以是艮土 你的体悟最重要 

易理就是常理 就是你我他共存的世间的规律 就是相对论等等的所有的规律之学 都是我们的易理古人用三易来

解说易理  实在是精明之处 

所谓不易 变易 简易 三易之学 说的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 

我们面对的卦象是变化多样的 但怎么变都离不开六十四卦 这就是一个＂不易＂ 

而万物变化的状态是多样化的 不是只有一个形态 这就是＂变易＂  

以卦反推万物  千事万事掐指一算即可知 是为＂简易＂也  

＜＜基础篇＞＞之八卦是什么？梅花卦就是用八卦组成的! 
八卦，是用来分门别类的表示世间万物的符号 八卦是八种类别 八个部分的总名词 所谓挂物象而示之 就是说这

个"卦"  这个卦就是万物之象的代名词.就是八卦的组成单位  

 我们在万物类象中会讲到八卦所代表的物象 是八卦的实际效用 而古书记载的八卦由来是这样的：八卦的"卦", 

是一个会意字, 从圭从卜. 圭, 指土圭, 开始以泥作成土柱测日影. 卜, 测度之意. 立八圭测日影, 即从四正四隅

上将观测到的日影加以总结和记录, 这就形成八卦的图象 即八卦的符号由来. 

八卦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爻,分为阳爻（一横）和阴爻（中间断开的一横 ）多是记述日影变化的专门符号. 爻有阴阳

两类, 阳爻表示阳光, 阴爻表示月光. 

每卦又有三爻, 代表天地人三才. 三才的天部, 包括整个天体运行和气象变化, 这些星象之学, 古称天文. 地部指

观测日影来计算年周期的方法, 用地之理了解生／长／化／收／藏的全过程. 人部指把天文, 地理和人事结合, 以

便按照这些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 每卦的次序是自下而上的, 最下一横叫初爻, 中一横叫二爻, 上一横叫三爻. 

八卦同时还用来代表八种基本物象: 乾为天, 坤为地, 震为雷, 巽为风, 艮为山, 兑为泽, 坎为水, 离为火, 这是

一个原始含义 后人不段的总结特性 就总结出了现在的万物类象 这个八卦的基本组成 被称为经卦, 下面是其

符号 

乾卦：五行为金； 

▅▅▅▅▅  

▅▅▅▅▅       

▅▅▅▅▅  

坤卦：五行为土； 

▅▅ ▅▅  

▅▅ ▅▅  

▅▅ ▅▅  

震卦：五行为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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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卦：五行为木； 

▅▅▅▅▅    

▅▅▅▅▅      

▅▅ ▅▅  

坎卦：五行为水； 

▅▅ ▅▅  

▅▅▅▅▅     

▅▅ ▅▅     

离卦：五行为火； 

▅▅▅▅▅     

▅▅ ▅▅       

▅▅▅▅▅  

艮卦：五行为土； 

▅▅▅▅▅  

▅▅ ▅▅  

▅▅ ▅▅  

兑卦：五行为金； 

▅▅ ▅▅  

▅▅▅▅▅  

▅▅▅▅▅  

 

以上八个符号 就是原始的八卦 称为＂经卦＂ 把他们进行再组合 两个经卦合在一起 就是由八个经卦中的两

个为一组的新排列组合, 构成六十四卦 叫做＂别卦＂.比如 

   山地剥     坤为地    艮为山  

  【本  卦】  【互  卦】 【变  卦】 

  ▅▅▅▅▅   ▅▅ ▅▅  ▅▅▅▅▅ 

体 ▅▅ ▅▅   ▅▅ ▅▅  ▅▅ ▅▅ 

  ▅▅ ▅▅   ▅▅ ▅▅  ▅▅ ▅▅ 

  ▅▅ ▅▅ × ▅▅ ▅▅  ▅▅▅▅▅ 

用 ▅▅ ▅▅   ▅▅ ▅▅  ▅▅ ▅▅ 

  ▅▅ ▅▅   ▅▅ ▅▅  ▅▅ ▅▅ 

这就是用六十四卦来反映的一个梅花的基本卦 起卦部分和互卦变卦错卦综卦的解释大家到<<起卦必修法>>中去学

习 

【后天八卦图】 

后天八卦图  

  
   

 －－－－－－－－－－－－－－－－小结：八卦是什么？八卦的再组合构成我们常用预测的卦体 就是六十四卦 

要明确八卦的意义 是物象的代表符号 不需要记复杂的含义 你不是在研究学问 是在学习实用 

梅花卦的组合形式在必修法中有讲解. 

＜＜基础篇＞＞之万物类象 必背内容！ 
万物类象 是梅花中必背的内容！不能背全 也得背个八九不离十 然后才是真正的理解万物类象 以自己的角度去观

察 去重新定义  把万物类象用活 变成自己的分类 比如说兑金 有毁折之义 又是金 就可以理解为刀 你可能说 原

来的万物类象里没有啊？ 这就是变易 变通你的理论与现实接轨 这是少不了的梅花工具！ 这是必须自己更深理解

的内容 要结合你的生活实际去更多的理解！ 

一 乾卦： 

     凡是积极向上的、刚健有力的、权威的、圆形的、男性长辈、珍贵的、富有的、寒冷的、坚硬易碎的,等等相

似的事物都可以归于乾卦。比如说"天、圆的 圆体、君王、父亲、玉石、金属、寒冷的／冰、大赤（红）色   优种

马．木质的果实. 

- 人物类：代表上层人士 社会名流、文化工作者教师等 记者 领导、有权的、富有者、神职人员、宗教信仰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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