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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文化孕育出迥异于西方 的审美 形态。中国 文化的 中心议 题是对 生命的 安顿 和超 越。人作

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 对自己生命的安顿的谈论往往关涉 着天道。天道 是生命安顿 的最终依 据, 生命 是天道
的显现和实现。究问天的消息, 终究是为了本己生命的安顿。 这样的文化 讯息, 带来的审美 体验具有 这样的
特点: 在天人之际的回环往复中, 实现 自己的 形上体 验, 而 不仅仅 是感官 的愉悦。儒 释道三 家的 审美理 想和
形态都具有此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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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主流包括三大分支: 儒、
道、释。三
个分支互相影响, 互相融合共同构 筑出中华文明。

/ 香具有超越有形世界的特点, 尤其是 那淡淡的幽
香, 似有若无, 氤氲流荡, 可以成为具象世界之外境

生命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词。中国文化的中心议题就

界气象的象征。
0 [ 2] ( P2~ 3) 飘渺无形 的气味将 感官世

是对生命的安顿和超越。/ 中国哲学, 从它那个通孔

界和虚灵的形而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从而将审美

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 就是我们所说的生

体验引领到对形上的精神境界的默契冥会。中国传

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 主要的用心在

统的审美体验从不仅仅停留于感官的愉悦的层面,

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 来运转我们的生命、
安顿
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 他

而要真正展开于超验的世界。/ 在中国美学中, 人们

们的对象是自然, 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
0

[ 1] ( P12)

感兴趣的不是外在美的知识, 也不是经由外在对象
-审美. 所产生的心理现实, 它所重视的是返归内心,

中国人以生命的视野观照宇宙万物, 天地万物便也
具有生命。我们生活在生气流注的宇宙中, 强调以

由对知识的涤荡进而体验万物, 通于天地, 融自我和

自己的生命感通宇宙的大生命。

种生命安顿之学。
0 [ 3] ( P2)

万物为一体, 从而获得灵魂的适意。中国美学是一

人作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 对自己生命的安顿

中国美学中对生命觉解的方式不是逻辑的知,

的谈论往往关涉着天道。天道是生命安顿的最终依

而是悟 ) ) ) 非知解的觉悟。中国文化不重言辨, 不

据, 生命是天道的显现和实现。究问天的消息, 终究

重理性的反思, 而是强调 生命的默契冥会 和践履。

是为了本己生命的安顿。这样的文化讯息, 带来的
审美体验具有这样的特点: 在天人之际的回环往复

它不关涉知识, 而是发觉人的生命的内在灵明。在
儒家这灵明与寂然创生的本体相通, 在道家这灵明

中, 实现自己的形上体验, 而不仅仅是感官的愉悦。

通于宇宙的虚静, 在禅宗这灵明是觉悟的佛性。美

例如: 中国艺术中注重对香的感受和传达, 那是因为

即是生命的体现, 也是这灵明的觉解的表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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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由灵明出发, 重视证会和践履, 指向一种形上的

/ 圣0的境界。仁, 首先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本

超越境界, 从而获得深层的生命的安慰。因此, 中国

己状态的觉解。正如孟子在阐释四端说( 四端为恻

美学是一种关注生命和生命超越的境界形态。
中国文化孕育出独特的迥异于西方的 审美形

隐之心、
辞让之心、是非之 心、羞恶之 心) 时所举的
/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0的例子所表明的, 仁的根

态。下面我们从天人的关系处着手分别谈谈儒家、

芽 ) ) ) 不忍人之心, 是在人这里普遍存在的自然而

道家、
禅宗的审美理想及形态。

然的情愫, 是人人天生而有, 不证自明的。当人们突

一、儒家之和

然看到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时, 心里会油然而
生一种惊骇感、
恻隐之情。这就是不忍人之心, 是人

儒家的天, 是大化流行之天。在儒家看来, 天不

生而具有的仁的端倪。孟子从人性的自然处出发,

是造物主, 不是理念世界, 而是创生万物的本体。天
的特性儒家多以/ 维天之命, 于穆不已0 来称颂。这

指出将不忍人之心护持、
发扬到应然理想的状态, 便
是践仁成圣的过程。这里所表明的是, 仁其实是一

句话出自5诗 # 周颂 # 维天之命6。新儒家最具原创

种觉, 是对人之所以为人 的本己生命状态 的觉悟。

性的哲学家熊十力是这样对其予以阐释的。/ 我国

/ 一个人可能在财货利方面有很强烈的知觉或感觉,

古诗有云: -维天之命, 于穆不已。
. 这里所谓天, 不是
宗教家所谓神或帝的意思, 而是用为最极的真实之

但他仍可能是麻木不仁的, 尽管他有多么厉害的聪
明才智。那是因为-觉. 是指点道德心灵的, 有此觉

代语。命者, 流行义。于穆者, 深远义。不已者, 生

才感到四端之心。
0[ 4] 而儒家的道德, 其根源也在于

灭灭生, 恒相续起, 无有断绝也。此言真实的力用之

天, 是天创生不已的德行在人这里的落实。因此仁

流行, 恒是生灭相续, 无有已 止, 所以叹其兴远也。
一切物生灭相续者, 实际上元是真实的力用之流行。

可以说是对人之本性的觉解, 这觉解也是对天道的
觉悟, 对生命精神的领悟。儒家的成德之教由此展

这种流行, 是庄子所谓-运而无所积. 的。运者, 犹言

开。仁, 可以说是对 人之本性( 也可以 说是人的天

流行。无所积者, 刹那刹那, 都是才生即灭, 没有一
丝儿旧的东西滞积着。大化之行, 是至刚至健的, 所

性) 的觉解, 这本性自然而然的存在于我们心灵的根
底处。其次, 仁 是健行不息的。/ 5 易经6 言: -天行

以, 刹那刹那, 灭故生新。
0 [ 4] ( P130~ 131)

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 所谓-天行健. 可说是-维天之

天的特性是生生不息的创化, 它体现了生命的

命, 于穆不已. 的另一种表示方式。君子看到天地的

根本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生命是人与宇宙同
具之本体。天地万物都有生命, 都处于灭故生新的

健行不息, 觉悟到自己亦 要效法天道的健 行不息。
这表示我们的生命, 应通过觉以表现健, 或者说, 要

迁变中。这里的生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 而

像天一样, 表现创造性, 因为天的德( 本质) 就是创造

是一种贯彻天地万物的精神, 即是一种创新不已的
进取精神。宇宙万物 有了此种精神, 便有了生命。

性的本身。
0
仁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的觉
悟, 而这觉悟, 来自自然而然的情愫, 因此仁可以说

即使是石头也时时处于大化的迁变之中, 因此它也

代表了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真实的生命是天道的

可以有生命。/ 生命一 词, 直就 吾人所以生之 理而

显现, 仁可以说就是对健行不息创生不已的天道印

言, 换句话说, 即是吾人与万物同体的大生命。盖吾
人的生命, 与宇宙的大生命, 实非有二也。故此言生

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是以
契合天道的创化不已为依据, 强调人应该效法天, 刚

命是绝对的真实而言。
0[ 4] ( P 259)

健不息。在天人关系中, 儒家强调个人生命应该和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孔子提出的仁。孔子谈/ 仁0
其实也是关涉着天道来讲的。虽然论语中有这样的

宇宙生命融合无间。儒 家思想并不停 留在天道本
身, 而是 落在 天人 相 因相 成, 强 调/ 人 能弘 道0 的

记载: / 夫子之文章, 可 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 与天

责任。

[ 5] ( P27)

, 但是这并不表明孔子对天

/ 仁0的最高境界是/ 圣0, / 仁0 和/ 圣0 都不是确

道观念的否弃, 而恰恰表明的是其对此问题的慎重,
他不愿意客观的空谈, 他以仁的价值祈向指引学生

然可以解释的实体, 而是一种价值祈向, 即生命真实
而完满状态的提醒。由人生命中自然的/ 仁0的端倪

去践仁成圣, 在践履中去契悟天道。

提升到完满无缺的/ 圣0境, 孔子指点给我们的通途

在孔子看来, / 仁0作为人成其为人的本始价值
也是人的终极眷注所在, 其根芽在于人的性情的真

是/ 中庸0的道路。/ -中庸. 意味着一种极致, 一种没
有止境的完满, 它不可能坐实到经验生活中来, 但它

率自然处, 其极致则是一种虚灵而真实的境界 ) ) )

凭着觉悟到这一点的人向着它的努力, 能够把人的

[ 5] ( P 27)

道, 不可得而闻也0

# 71 #
价值追求引向一种理想的境地。依孔子的本意, -中

饥馑, 由也为之, 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
.夫

庸. 的-中. 指示的是一种毫不含糊的-分际. , 一种不

子哂之: -求, 尔何如?. 对曰: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可稍有苟且的-度. 。它可以用-恰当. 、
- 恰好. 、-恰
如其分. 一类词藻作形容或描摹, 但它毕竟不是人们

求也为之, 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礼乐, 以俟君
子。
. -赤, 尔何如?. 对曰: -非曰能之, 愿学焉。宗庙

经验世界中最终能够企及的。孔子的中庸追求是在

之事, 如会同, 端章甫, 愿为小相焉。
. -点, 尔何如?.

由-仁. 而-圣. 的德行向度上, 正是因为它, 道德的形

鼓瑟希, 铿尔, 舍瑟而作, 对曰: -异乎三子者之撰。
.

而上境界才得以开出, 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也才能
成立。
0 [ 6] ( P74) 中庸, 不是圆滑的折中主义, 相反它指

子曰: -何伤乎? 亦各言其志也。
. 曰: -暮春者, 春服
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示的是不差毫厘的切中目标的理想状态。中庸将不

咏而归。
. 夫子 喟然叹曰: -吾与点 也。
. 0 (5 论 语 # 先

存在于现实时空的形而上的标准启示给我们, 尽管
我们无法实现, 但它指示给我们衡量自己生命修养

进6) 孔子对点 的认同,

透露出 其内心 的最高 旨趣。
/ 盥洗于沂水之滨, 沐风于雩台之上, 可以说没有任

如何的一个完满的尺度。

何实用意义的, 然而 在-浴. 、-风. 、-咏. 的-无用.

作为方法和途径的/ 中庸0, / 即是所谓-执两用

处, 性情的舒达恰好就是礼乐的尽致。孔子从来就

中. 。-执两. 指 抓住两端, 一端是-过. , 一端 是- 不
及. ; -用中. 是指尽可能地缩短-过. 与-不及. 的距离

不是囿于事功的人, 那种天人浑化、
亦人亦天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的境地才是孔子心神所寄而努力求取的

以趋于-中. 的理想。
0 [ 6] ( P75) 因此, / 执两用中0的/ 中0

境地。
0 [ 7] ( P244) 性情的舒展合于天道, 才是孔子心中

并不是对立两端的中点, 而是过与不及的提示下切

最终的旨趣, 也是这次颇具美学意味的谈话传达出

中目标的动态过程。
儒家注重人能弘道的责任, 注重涵养发扬自己

的孔子关于审美理想的信息。
对天道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的肯认, 是以自己

的/ 仁0的天性, 去应和生生不已的天道。因此儒家

的生命感通天地之大生命, 大化的创化不已流注于

美学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和谐。基于儒家上述
的哲学观点, 儒家的美学理想和形态可以用/ 中和0

个人的生命体验, 这是有限生命与宇宙无限生命的
融通, 与此体验相伴随的是融于天道的无限感和与

来概括。

天道合一的道义感。自己仿佛与天地一体, 有无限

中是和之体, 和是中之用。中是和成立的前提。

的力量, 不停住, 不懈怠, 生化不已, 自强不息。这种

/ 喜怒哀乐之 未发, 谓之 中。发而皆中 节, 谓之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

形上的愉悦体验, 是一种壮丽之美。与此相伴的是
不可推诿的道义担当。儒家对事功的推崇或许与此

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0 (5 礼记 # 中 庸6 ) 中, 在儒

有关, 以天下为己任, 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 都在所不

家被视为天下万物的本体。正如我们上面对中庸的
解析那样, 中乃是形而上的完满无缺的切中天道, 因

惜。儒家最具入世情怀, 其学说有对政治的关切, 由
仁德推出的圣王是堪以中正相称的, 其政治也是如

此, 中也可以说成是天地之性。正如朱熹对此句话

此。而政治毕竟不是孔子最终的目的, 在与学生的

的解释, / 中0是未发之性, 因此无所偏倚, 恰如其分,

谈志话语中透露出的是一种自由潇洒的无拘无束的

所以叫做中。这未发的/ 中0便是道体, 是天地之性。
程伊川说: / 若致中和, 则是达天理, 便见得天 尊地

状态的期许, 这是儒家的道境, 不囿于事功的超越维
度, 才是 其最终的祈向。子在川上, 曰: / 逝者如斯

卑、
万物化育之道, 只是致知也。
0 (5 河 南程 氏遗 书6 卷

夫! 不舍昼夜。
0( 5论 语 # 子罕6 ) , 即是孔子对生化不

十五) /

和0 则是已发之情和于 天道, 不偏不倚, 是为
/ 中0体之用。若以不偏不倚的/ 和0化育天下, 可使

已的天道本体的直观感悟, 子曰: / 天何言哉? 四时
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0 ( 5 论语 # 阳货6) , 是与天

万物各得其位, 无所不顺。儒家的中和思想是以人

道合于一体的契会冥证。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孔子

的心灵的合于天道为前提的。

那刚健的气魄和伟岸的人格。

孔子对点的志向的认同, 正透漏出儒家中和之
美正是合于天道的意 味。孔子曾 让子路、曾 皙( 名

中和, 是要合于天道, 而非静态的守持, 达成此
目标的过程, 是中庸之道, 在过与不及之间的调整,

点) 、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 子路、曾皙、冉有、公

但中庸之中, 我们毋宁理解为切中之中, 是动词。丝

西华伺坐, 子曰: -以吾一日长乎尔, 毋吾以也。居则
曰: 不吾知也。如或知 尔, 则何以 哉?. 子路率尔 对

毫不差地切中标准, 才是/ 中和0之/ 中0的真实含义。
儒家以天道自强不息为生命之根本, 强调以自己的

曰: -千乘之国, 摄乎大国之间, 加之以师旅, 因之以

觉悟和自律, 上达于天道, 恢弘自己的生命气度,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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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合一。正是这种中和的审美理想, 使得儒者具

的。这又与儒 家天人相因、人能弘道的主 张不同。

有了/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

如果说儒家是以 人弘道的话, 道家则是以 天和天。

世开太平0 ( 5 张载 语录6 ) 的博大胸襟,

也使得 儒家文
化中的忧患意识、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当仁不让的

天趣盈盈的朴真境地才是道家的最终祈望。而这复
归, 是要通过文明意欲的消解来实现的。/ 为无为0

道义担当精神, 化作了儒家种种艺术形式的精神支

是道家指示给我们的与天道相合的路径。具体而言

柱。也正因如此, 当天下不平、不和之时, 便有了不

就是老子的/ 为道日 损0 和 庄子的/ 相忘乎 道术0。

平则鸣的诗篇, 出现了狂狷之士。/ 诗可以怨0、/ 发
愤著书0、
/ 不平则鸣0、
/ 诗穷而后工0也因此成为了

/ 损0、
/ 忘0共通的意趣在于对人的妄为的打落。由
此进入虚、
静的境地, 进而与道相合, 实现自由无待

/ 中和之美0的题中应有之义。

的/ 逍遥游0。

二、道家之妙

老子和庄子对人生的哲思, 为中国美学提供了
丰富的理论资源, 也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则标准: 以

/ 道0是道家哲学的诗眼, 道家的所有学说都根

表现道的玄妙为艺术的最高追求。因此, 道家的审

据于此。老子是第一个对-道. 作了形而上的升华的

美理想可以用/ 妙0来概括。在无待的逍遥游里, 体

人, 他赋予/ 道0以深刻的哲理内涵。道, 是道路的升
华。道路在行走中存在, 指引某种方向, 因此道也隐

会与道相合的至乐, 体会那玄妙无言的道体。
妙首先是道体之美的显现。老子说: 大音希声。

含了/ 导0的意味。这意味告诉我们/ 道0在人生践履

大音是指体现道的音乐, 是至乐。/ 听 之不闻名曰

中存在, 对其不可作实体化、
静态化的把握。道所导

希0, 希声就是听而不闻其声。由此看来至乐在音声

引给我们的是一种虚灵动势 ) ) ) 自自然然。/ 故道
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域中 有四大, 而王居其 一

之外, 是超越于音声的。有声的音乐是具体的, 超越
音声的音乐才是本体的音乐。/ 大道无声, 而众音由

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0 (5 老 子6, 下

是而出, 乃音之大者也。
0这里强调大音具有本体性。

同) 这里的自然,

不是指自然万物, 而是指森然万象
中存在的那种自是其是、自然而然的那种虚灵的天

正如道生万物一样, 大音也产生那具体多样的有声
之乐。道是为而不有的, 大音也是如此。/ 天地有大

趣。这/ 法自然0之/ 道0是玄妙难言的。/ 道可道, 非

美而不言0 (5 庄子6 ) , 这本体的美, 是超越言说。命名

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 万物之

言说意味着人对浑整的天道的破坏, 言是人的意欲、

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
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0有无

知识、
功力计算的代称, 无言之美, 乃是超越人的感
官欲望、
理性分辨的美。大音乃自然天成之天籁, 无

相生, 正是道之玄妙所在。道有/ 有0的一面, 天道生

所作意, 自自然然, 无有机心、
巧智。对此种美的欣

生不息成全万物; / 道0有/ 无0的一面, 对万物无所求
取, 无有刻意安 排, 让万物 自己显现自己。/ 有0 和

赏, 是需要去除意欲, 机巧之心, 以及一切人为的作
意, 需要用回归朴真无为的生命去体悟。体悟那契

/ 无0同时存在, 构成了道的玄性。我们可以通过道

合于道之妙。

的/ 有0的性向, 体会万物的生生不已, 我们可以通过

其次, 妙是 道性 的表 现, 即有无 相生 的玄 妙。

其/ 无0的性向, 感受道的深奥。有无同体关涉着万
物的生, 生乃老子之道的关注所在。这也意味着老

如: 中国的水墨画, 仅以黑白设色。黑白相对于缤纷
的五彩可以说是至简的无色, 然而透过那浓淡相宜

子的天道也是关涉人生来谈的, 而不仅仅是一种抽

的墨色, 我们却可以感觉到比有形的五彩更为绚烂

象的形而上的冥想。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老子之道
归根结底是对/ 生0之导。与儒家对生生不已的天道

的色彩, 颇具/ 有无相生0、
/ 有生于无0 的玄妙。/ 荆
浩在5笔记法6中提出-绘画六要. ( 气、
韵、思、
景、
笔、

的认取不同, 道家还发现了天道/ 无为0的一面, 天道

墨) , 用-墨. 取代了谢赫-六法. 中的-随类赋彩. , 并

是有 无 相生 的。而 且道 家 的价 值 取 向更 偏 重 于

称赞项容-用墨独得玄门。
. 这也表明, 在荆浩看来,

/ 无0。/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0天下万物的生
生不已显现着道的/ 有0的性向, 而这有乃无所刻意,

水墨的颜色是符合自然的本性的颜色。
0
再如
齐白石画的虾, 只画两三小虾, 虽不画水, 确让人感

无所求取的/ 无为0之有, 终究来说它还是无。这里

觉满纸是流动 清澈之水, 顿 生妙趣。宗白 华曾说:

昭示出道家之天道与儒家之天道的迥异之处。
基于对无的 崇尚, 道家追 求朴真的 天趣, 而 这

/ 庄子曰: -瞻彼阙( 空处) 者, 虚室生白。
. 这个虚白不
是几何学的空间间架, 死的空间, 所谓顽空, 而是创

/ 复归于朴0的 追求是通过舍弃人为的作意来 实现

化万物的永恒运行着的道。这-白. 是-道. 的吉祥之

[ 8] (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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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0[ 9] ( P215) / 中国画中的虚空不是死的物理 的空间
间架, 物质能在里面移 动, 反而 是最活泼的生 命源
泉。一切物象的纷纭节奏从他里面流出来。
0[ 9] ( P216)

三、禅宗之空灵

/ 无0, 相对于/ 有0 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空白中/ 荡漾

佛家以空寂为本体, 以超脱生死、
超脱轮回之苦
为务。面对生生不已大化流行, 佛家不同于儒道两

着-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搏之不得. 的-道. , 老子名

家认 同/ 生0 的 意趣, 而 是 抓 住 了 / 生 ) ) ) 灭 ) ) )

之为-夷. 、
-希. 、-微. 。
0

另外, 中国独 特的美

生 ) ) ) 灭0的大化之流中的寂灭一维, 以/ 空寂0为追

学范畴意境对/ 象外之象0的追求, 也是如此。有无
相生正如清初画家笪重光在5画筌6中所说: / 空本难

求的旨归。在佛家看来一切皆为虚幻, 皆为心之幻
象, / 万法唯识0, 世间万象 皆为心所变现。心有本

图, 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 真境逼而神境生。

心、
习心之别。本心, 乃自然之心, 乃佛心。习心, 乃

位置相戾, 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 无画处皆成

被后天欲望熏染之心, 乃虚妄之心。去除杂染、归复
本心之明, 才是成佛之道。禅宗是佛家思想和儒道

[ 9] ( P 162)

妙境。
0在有与无交错中, 一个灵动的世界显现出来,
正是这有无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意趣勃勃的

思想融合生成的佛家的一支。
禅宗最大特点是主张顿悟, 见性成佛, 不同于其

妙的世界。
最后, 妙还是道境的表现。道体玄远, 实现和道
体的合一, 意味着生命境界的提升。通过/ 心斋0/ 坐
忘0, 我们将欲望、
功力一一淡去, / 致虚极, 守静笃0,
达到/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0人生境界, 即入
道境。也 就进入 了/ 与造 化同其 逍遥0的/ 游0 境。
/ 若夫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 彼且
恶乎待 哉。
0 ( 5 庄 子6, 下 同 ) 这 逍 遥 之 游, 始 于 / 物
化0 ) ) ) 以物观物, 不再有人为的知识分辨, 万物自
是其是, 逍遥而无所依待。人的生命因此复归于纯
白本真之境, 获得无待的自由。与此道境相伴而生
的是/ 游乎尘垢之外0 的/ 天乐0: / 与人和者, 谓之人
乐; 与天和者, 谓之天乐0。这至乐乃无乐之乐, 它不
是人的情感意味上的快乐, 而是以纯然之心融入世
界, 以自在之心与万物相融获得的/ 忘适之适0, 相忘

他宗派渐修的主张。顿 悟的特点首先 在于超越理
性, 不落言诠。/ 禅宗主流标榜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 心, 见性 成 佛。
0[ 1 0] ( P189) 理性 是 分别 心 的表
现。理性意味着生活在世界中的人以与世界对立的
立场来看世界。此时人眼中的世界已经不是其本然
的状态, 是为人的妄识遮蔽的世界。语言是理性分
辨的工具, 对事物的命名, 其实就是人为地对世界万
物的分类和条理化。语 言不能传达世 界本然的状
态, 相反它妨碍世界本然状态的呈现。因此, 禅宗中
的顿悟反对理性知解和言诠, 它是超越理性、
超越语
言的。/ 禅宗在传法时讲、
-以心传心. , 即师父不依
经论, 离开语言文字直接面授弟子, 以禅法大义使弟
子自 悟自 解, 这称 传佛- 心印. 。
0 [ 10] ( P190) 对理 性知
解、
言诠的超越, 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分别智的超越。

于道术的/ 优游0 之乐。濠梁之上, 庄惠在争论着鱼

慧能临终之时曾传授宗旨的/ 秘诀0: / 若有人问汝
义, 问有将无对, 问无将有对, 问凡以圣对, 问圣以凡

之乐否。庄子所说的鱼之乐, 并不是将自己快乐的

对。二道相因, 生中道义。
0 (5 坛经付 嘱品第 十6) 有无、

情绪投向水中之鱼。而是以天地之情去言说鱼的快
乐。庄子的妻子去世了, 庄子鼓盆而歌, 他说由生入

圣凡等均是人的理性的简别, 慧能要求以问答中语

死正如四季交替, 妻子的生命由自然之气而生, 现在

言自身的尖锐 矛盾来取消被启悟者对 分别心的执
着。问无偏言有, 问圣偏言凡, 以此刺激对方, 使其

只不过又回归自然之气而已, 为什么要哭呢? 这就

领悟超越对立的中道, 领悟那无始无终、
超越理性之

是他所持的天地之情。这天地之情是因顺自然之道
的情感, 而非人类的偏私之情。情, 乃是一种倾向,

上的世界本身。对中道的看重, 意味着对现象 ) 本
质、
主体 ) 客体思维模式以及理性本身的否弃。

人类之情必局守于同类, 乃是一己私怀。泯除物我

其次, 顿悟是依靠自己的觉悟, 如人饮水, 冷暖

的界限, 以道观物, 融入世界, 在世界中与万物相优

自知。禅宗认为依靠共 通的理性法则 是无法悟道

游, 这才是天地之情。因此, / 庄子游鱼之乐, 并非
-移情于物. , 而是-忘情融物. 。因为在庄子看来, 忘

的, 只有依靠自己的亲身体验、
感受才能实现对生死
的参透, 才能理解领悟无上的佛性。禅宗接受了道

己忘物始能入 于天, 入于 天, 就是 融于物, 就 是- 物

家自然的思想, 用/ 自然0的观念去诠释人的本性、
佛

物. ; 在-物物. 的境界中, 人方自在、自由。
0

种乐 趣, 乃 无 乐之 乐, 是 在 纯然 物化 中 对天 真 的

性。/ -僧家自然者, 众生本性也. 。(5 菏泽 神会禅师 语
录6) 禅宗认为, -自然. 就是众生本性, 也就是佛性。

笃守。

这也就是把佛性界定为自足完满、纯真朴实的生命

[ 3] ( P18)

此

# 74 #
本然。人的本性既然是自然的, 也就是内在的, 是内

这奇妙的禅境, 这独特的顿悟方式, 本身就具有

涵于人身的本质性存在, 既非外在的神灵所赋予, 又

某种美学特质。禅境、禅意因此也成为了艺术家表

非通过超越经验、
违背人性的作为所获得的, 同时也
是各种外在因素所不能消灭的。人的内在自性是生

现的主题。禅宗美学的审美理想和形态大体可以概
括为空灵。

命的主体、成佛的 根据。
0 [ 10] ( P193) 因此, 成佛就是 自

空灵之空, 并非 空无一物之空, 这个空 便和有

己对自己本性的觉悟, 而不是依靠自己生命之外的

对, 还是 理性的分别。禅宗的空非顽 空, 其中有生

力量。这外部力量甚至包括圣人, 乃至佛祖。如下
一些记载就说明了这点: / ,,于慧林寺遇天大寒,

机。( 毕竟佛家也看到大化流行乃生灭灭生的交替,
只不过 认为 生生 不住, 终归 虚幻。生仍 是大 化之

师取木佛烧火。
0 (5 王灯 会元6 , 下 同) / 这里无佛无祖,

机。
) 空是自性显现的世界, 空去的是人的执着和妄

达摩是老骚胡, 释迦老子是干屎橛, 文殊普贤是担屎
汉 , ,0佛祖菩萨都被如此对待, 还有什么外部力量

识。神秀的名句/ 时时勤拂拭, 不使惹尘埃0就是对
佛性的执着, 将其视为一个实体去追求。肯定虚无

可以依靠呢? 唯有循由自己的本性去体悟了。

即是将虚无视为实体, 这仍是虚妄的。只能以自性

最后, 顿悟是一种不脱离感性的超越。对理性

之心融入万物自性兴现的世界去体会那/ 空不异色,

的不信任注定了禅宗的顿悟必然求助于直觉体验。
这种感悟往往是在普遍的日常生活中, 通过独特的

色不异空0的空灵。空灵在艺术表现中往往表现为
静、
清等特点。如: 宋代梁楷的5秋柳双鸦图6。此画

个体性的直觉方式去获得。如: / ( 智闲) 一日芟除草

表现的是王维的绝句5鸟鸣涧6的诗意, 此诗写到/ 人

木, 偶抛瓦砾、击竹作声, 忽然省悟。
0这是自然而然

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0

的事情, 不是刻意为之, 在日常感性的生活实践中不
经意间获得。这种顿悟颇为奇妙, 其究竟含有怎样

春山月夜一片寂静, 以至于那明亮的月光竟然惊动
了安息的鸟。以动写静, 幽静中有生气, 更烘托了无

的深意呢? 顿悟是对自性的觉解, 这觉解表现为对

边的寂静。梁楷的画中一节断裂的枯柳, 三两枝条

瞬间永恒的体会。正如/ 万里长空, 一朝风月0所说,
在某一特定的瞬间, 你仿佛与无尽的永恒融为一体,

兀然矗立而又轻轻拂下, 大片空白处, 以淡墨渲染出
轻薄雾气笼罩的春夜和月影, 给空谷春山平添了几

时间凝固了, 未来、
现在、过去仿佛凝成一个整体, 物

分神秘。升起的月亮惊 起了两只山鸟 环绕柳枝飞

我的对立也消解了, 你不去分辨什么, 也无需分辨什

行、
啼鸣, 打破了春山寂静。柳条虽发自枯枝, 却坚

么, 你也凝入这无边无尽的永恒之中, 达到了本体自
身。超越了时空、
因果, 此时的/ 我0便是真我, 亦即

韧的挺拔着, 又软软的垂下, 其中有自 然生命的搏
动。静谧的禅意, 荡漾纸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

佛性的呈露, 此时的/ 我0不是屈从于佛、信仰于佛,

/ 禅是动中的极静, 也是静中的极动, 寂而常照, 照而

而是与佛一体, 我即佛, 佛即我。顿悟后的世界依然
如是, 仍然是山自青山水自流, 我们却在这自性世界

常寂, 动静不二, 直探生命的本原。 , ,静穆的观照
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 也是构成-禅. 的心

中获得了一片空灵的禅境。世界清明起来, 显现着

灵状态。
0 [ 9] ( P156)

自性。没有分别, 没有妄识, 没有执着, 没有/ 有0 与

空灵是一种淡远的形上之美。当我们跟随艺术

/ 空0的对立, 万物以自性呈现, 清宁安详。日本诗人
松尾芭蕉最著名的俳句, 将这顿悟解说的恰到好处:

家的笔触进入禅境时, 我们在这空灵的世界里感受
到了从纷扰的世事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和解脱。这种

/ 古老一池塘。一蛙跳在水中央。扑通一声响! 0/ 诗

感受平宁、
安静而淡远。正是这种宁静淡远的心境

人笔下的池子, 是亘古 如斯的静静古 池, 青蛙 的一
跃, 打破了千年的宁静。这一跃, 就是一个顿悟, 一

引领我们去融合、领悟宇宙、
存在、
永恒之谜 ,,/ 世
尊在灵山会上, 拈花示众, 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

个此在此顷的顿悟。在短暂的片刻, 撕破世俗的时

者破颜微笑。世尊曰: 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 实

间之网, 进入绝对的无时间的永恒中。这一跃中的

相无相, 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付嘱摩诃迦

惊悟, 是活泼的, 在涟漪的荡漾中, 将现在的鲜活揉
入到过去的幽深中去了。那布满青苔的古池, 就是

叶。
0 (5 五灯会元6) 拈花微笑、道体心传。迦叶轻扬的
嘴角, 淡淡的笑意, 引领我们融入无边的佛境, 宁静、

万古 长 空, 那 清 新 的 蛙 跃 声, 就 是 一 朝 之 风

悠远 , ,再如王维的名句: /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

月。
0
就在那顿悟的霎那间, / 整个宇宙的神秘
迷雾, 都在那只青蛙扑通一声跳落水中的那一瞬间

时0。这幽静的画面中, 有一种悠然的随缘, 在不执
著的空境里, 隐隐升起大化运行之真几, 玄远、
安宁。

[ 3] ( P156)

顿然在他眼前烟消云散了。
0 [ 11] ( P 52)

中国文化中的美, 是来自天人之际的消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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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美衍生的根源, 人对天道的觉解是美的灿然微

值的皋地, 生命因此充实、安详、美丽 ,,这生命的

笑, 在人与天道的同合过程中, 我们超越了有限的感

美丽之光照亮我们的人生方向, 指引我们将生命契

性生命, 超越了理性的 知解, 超 越了智识言语 的分
辨, 在与万物一体的融合中, 体悟到玄远而切近的生

接于宇宙生命精神, 化作我们日常生命的践履。美
在天人之际生成。

命的消息。我们生命得以安顿, 我们找寻到生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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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esthetics
NIU Jun
( S chool of Chin ese, H 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ult ure has nur tured it s unique aesthet ics dif ferent f rom t he w est ern. T he t heme of
the Chinese cult ure is niche and t ranscendence. H uman being is a par t of t he universe and t he set t ling
dow n hum an souls concerns w ith t he w or ldly w ay s. L if e is the manif est at io n and realizatio n. It f orms a
metaphy sical exper ience, rat her than sensory pleasure, ref lect ed by t he aest het ic ideals o f Conf ucianism,
Buddhism and T aoism.
Key words: aest het ics; Chinese cult ure; met aphysical exper 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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