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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的“永恒感”

朱良志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唐宋以来中国艺术追求的永恒ꎬ根本特点是非时间的ꎬ总在“四时之外”徘徊ꎮ 时间的绵长、功名

的永续、终极价值的追求等ꎬ不是很多艺术家考虑的中心ꎮ 他们追求的永恒ꎬ是关乎生命存在的基本问题:面对

脆弱易变的人生ꎬ到艺术中寻找底定力量ꎻ身处污秽生存环境ꎬ欲在艺术中觅得清净之所ꎻ为喧嚣世相包围ꎬ欲到

艺术中营建一块宁静天地ꎻ为种种“大叙述”所炫惑的人ꎬ要在当下直接感悟中ꎬ重新获得生命平衡ꎮ 不是追求

永恒———物质的永远占有、精神的不朽ꎬ而是追求永恒感ꎬ那当下此在从容优游的生命体验ꎮ 这永恒感ꎬ是中国

艺术的崇高理想境界ꎮ
〔关键词〕永恒感ꎻ生生ꎻ天趣ꎻ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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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农弟子罗聘为他性格孤僻的老师画过多

幅画像ꎬ有一幅画金农于芭蕉林里打瞌睡ꎮ 金农

题诗道:“先生瞌睡ꎬ睡着何妨! 长安卿相ꎬ不来

此乡ꎮ 绿天如幕ꎬ举体清凉ꎮ 世间同梦ꎬ唯有蒙

庄ꎮ” 〔１〕

罗聘为何将老师置于绿天庵(芭蕉林)中?
芭蕉是易“坏”的ꎬ他的老师一生艺术就纠结在

“坏”与“不坏”间ꎮ〔２〕在金农看来ꎬ人的生命如芭

蕉一样ꎬ如此易“坏”之身却要眷恋外在名与物ꎬ
哪里会有实在握有! 所以ꎬ为人为艺要在虚幻的

绿天庵中冷静下来ꎬ着力发现 “四时保其坚

固”、〔３〕 不随时变化的“不坏”之理ꎮ 世界如幻

梦ꎬ“长安卿相”们(为知识、欲望控制的人)只知

道追逐ꎬ而真正的觉悟者要在生灭中领略不生不

灭的智慧ꎮ
这不生不灭的“不坏”之理ꎬ是中国艺术的

永恒情结ꎮ 唐宋以来中国艺术有太多关于永恒

的纠结ꎬ诗、书、画、乐等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

永恒的“作业”ꎮ 即使小小的盆景ꎬ或是方寸的

印章ꎬ似乎也在诉说着“不坏”的念想ꎮ
什么是永恒? 它当然与时间有关ꎮ 一般理

解的永恒ꎬ大体有三种:一是肉体生命的延长ꎬ所
谓“芳龄永锡”ꎬ如历史上有人炼丹吃药ꎬ企图延

长生命ꎻ二是功名永续的念想ꎬ所谓 “芳名永

—９９—



存”ꎬ英雄、权威、王朝、家族名望等追求ꎬ波诡云

谲的历史往往是由这些念想策动的ꎻ三是归于

神、道、理的永恒法则ꎬ所谓“至道无垠”ꎬ这是绝

对的精神依持ꎮ
而唐宋以来中国艺术追求的永恒ꎬ根本特点

是非时间的ꎬ总在“四时之外”徘徊ꎮ 时间的绵

长、功名的永续、终极价值的追求等ꎬ不是他们考

虑的中心ꎮ 他们追求的永恒ꎬ是关乎生命存在的

基本问题:面对脆弱易变的人生ꎬ到艺术中寻找

底定力量ꎻ身处污秽生存环境ꎬ欲在艺术中觅得

清净之所ꎻ为喧嚣世相包围ꎬ欲到艺术中营建一

块宁静天地ꎻ为种种“大叙述”所炫惑的人ꎬ要在

当下直接感悟中ꎬ重新获得生命平衡ꎮ 等等ꎮ
这超越时间与历史的永恒ꎬ不是外在赋予

的ꎬ而是在当下即成心灵体验中实现的ꎮ 像唐代

禅宗一首著名法偈所说:“有物先天地ꎬ无形本寂

寥ꎮ 能为万象主ꎬ不逐四时凋ꎮ” 〔４〕 这一“物”ꎬ非
时非空ꎬ为万象之 “主”ꎬ不随四时凋零ꎻ这一

“物”ꎬ不是什么永恒的物质存在或者绝对的终

极价值标准ꎬ就是人心中存有的那一种从容优游

于天地间的感觉ꎮ
不是追求永恒———物质的永远占有、精神的

不朽ꎬ〔５〕而是追求永恒感ꎬ那当下此在从容优游

的生命体验ꎮ 这永恒感ꎬ是中国艺术的崇高理想

境界ꎮ
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一是永恒

在生生接续ꎬ这是中国艺术永恒感的最为基础的

观念ꎻ二是无生即长生ꎬ超越生灭ꎬ才能臻于恒

常ꎬ这一思想对宋元以来中国艺术发展有支配性

影响ꎻ三是崇尚天趣ꎬ人工在分割ꎬ天趣即不朽ꎻ
四是从生命价值方面说永恒ꎬ一缕微光ꎬ加入无

限时空ꎬ便可光光无限ꎬ朗照世界ꎬ所谓一灯能除

千年暗ꎻ五是从文人生活行止方面说超越的境

界ꎬ焚香读易ꎬ茶熟香温ꎬ将人度到无极的性灵天

国中ꎮ

一、永恒在生生

中国艺术对永恒的追求ꎬ有一重要观念:永

恒在接续ꎬ在生生ꎮ 在唐宋以来文人艺术发展

中ꎬ这种观念表现则更为突出ꎮ 这是由传统思想

嘉树上绽开的花朵ꎮ
«周易»讲“生”ꎬ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ꎻ

(«系辞下传»)更讲“生生”ꎬ«系辞上传»的“生
生之谓易”ꎬ就是说生生不已、新新不停的道理ꎮ
关于«周易»中“易”的解释ꎬ历史上影响较大的

是“易名三义” (简易、变易、不易)的说法ꎮ〔６〕 这

“三义”也影响人们对艺术本质的理解ꎬ唐宋以

来文人艺术的核心精神几乎可用一句话概括ꎬ即
艺术创造就是以简易的方式、超越变易的表相、
表现不易的生命真性ꎮ

«庄子»讲“化”ꎬ天地是永恒流转的世界ꎬ
“徒处无为ꎬ而物自化”ꎮ〔７〕 庄子有时将此称为

“大化”ꎬ即永恒ꎬ宇宙生命就是无始无终的化育

过程ꎮ 人的生命短暂而脆弱ꎬ既化而生ꎬ又化而

死ꎬ唯有“解其天弢ꎬ堕其天袠”———解开人真实

生命的外在束缚ꎬ顺化自然ꎬ才能获得永恒ꎮ 这

种思想唐宋以来深深扎根到艺术的土壤中ꎮ
日本一位颇有哲思的女收藏家白洲正子

(１９１０—１９９８)用通俗的语言ꎬ说东方这一智慧:
“秋叶将落尽ꎬ新绿会萌生ꎬ把当下每一天都认真

活好ꎬ把生命的力量传交给子孙后代ꎬ再默默凋

落散去ꎬ就是我心愿ꎮ” 〔８〕 这段话说了三层意思ꎬ
一是日日是好日ꎬ夜夜有好月ꎬ活好每一天ꎮ 二

是生生的延续ꎬ将生命力量传给后世ꎬ将真实感

悟传给后人ꎬ这是一生的工作ꎬ也是人生意义的

实现ꎮ 三是默默凋零ꎬ不给人间带来负担ꎬ为后

续生命更好地展开ꎮ 三者互相关联ꎮ 只有活好

每一天ꎬ你才有值得后人分享的体会ꎻ只有本着

将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传下去的愿望ꎬ才能去真实

面对人生ꎻ而默默凋零的念头本身ꎬ就是为生生

不已的世界加持ꎮ
传统艺术中生生相联的思想ꎬ与儒学的

“孝”道也有关系ꎮ “孝”道的核心ꎬ在生生的绵

延ꎮ 张祥龙先生认为ꎬ“孝不是一个抽象的美德

概念ꎬ它里边蕴含着原本的时间状态”ꎮ 他关于

孝的研究ꎬ就是通过“姓”的思索ꎬ切入生生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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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ꎬ来说时间绵延的思理ꎮ〔９〕孝ꎬ在时间之轴上展

开ꎬ又不能以一维延伸的逻辑来看ꎬ孝的根本意

义落实在:只有生命主题的替换ꎬ没有生命清流

的断竭ꎬ绵延无尽ꎬ生生不绝ꎬ乃孝之本义ꎮ
生命是一种接力ꎬ它是中国哲学所深寓的朴

素之理ꎬ也是中国传统艺术所要彰显的永恒精

神ꎮ 诗人艺术家对此有一些颇有意味的理解角

度ꎬ如:
(一)造物无尽

艺术中谈永恒ꎬ往往着眼点在如何解决生命

缺场问题ꎮ 唐宋以来文人艺术的努力方向ꎬ乃在

交出一份生命不缺场的答卷ꎮ 他们心目中的永

恒ꎬ是一种主题可替换、生命不断流的永续念想ꎬ
艺术创造就要彰显这一道理ꎮ

秋叶将落尽ꎬ新绿会萌生ꎬ枯木不开花ꎬ藤蔓

缠上来ꎬ开出一片好花ꎬ生命还是在绵延ꎮ 中国

人称古藤为“寿藤”ꎬ无论是宫殿ꎬ还是寺观建

筑、私家园林ꎬ一般都有这古藤出现ꎮ 看明末画

家陈洪绶«橅古双册»(藏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
中的«古木茂藤图»ꎬ有莫名的感动ꎬ千年老树已

枯ꎬ却有古藤缠绕ꎬ 古藤上的花儿依枯树绽

放———一种衰朽中的生机ꎬ一首生命不灭的轻

歌ꎮ 陈洪绶有诗说:“千年寿藤ꎬ覆彼草庐ꎮ 其花

四照ꎬ贝锦不如ꎮ” 〔１０〕 树都会枯ꎬ然而花不会绝ꎬ
这是有形的延续ꎻ更有“兰虽可焚ꎬ香不可灰”的
无形延伸ꎮ 我们所见的世界ꎬ总是有衰朽ꎬ有枯

竭ꎬ有替换ꎬ而生命却在绵延ꎬ中国艺术家说生

趣ꎬ说生生ꎬ就是说这不断流的精神ꎮ 宇宙乃真

气弥漫、生生不绝之世界ꎬ老莲画古藤缠绕老树、
嫩花绰约枯槎ꎬ画的就是这不灭的精神ꎮ

看盆景中的绿苔ꎬ石虽老ꎬ苔青青ꎬ百千年藓

著枯树ꎬ一两点春供老枝ꎬ生命就这样在延续ꎮ
“生意”是中国盆景的灵魂ꎮ 庭院里ꎬ案头间ꎬ一
盆小景为清供ꎬ近之ꎬ玩之ꎬ勃勃的生机迎面扑

来ꎬ人们在不经意中领略天地的“活”意ꎬ使人感

到造化原来如此奇妙ꎬ一片假山ꎬ一段枯木ꎬ几枝

虬曲的干ꎬ一抹似有若无的苔ꎬ再加上几片柔嫩

娇媚的叶ꎬ就能产生如此的活力ꎬ有令人玩味不

尽的机趣ꎮ 盆景在枯、老之中ꎬ追求的是无可穷

尽的活意ꎮ
如家具、瓷器、青铜器鉴赏中的“包浆”ꎬ虽

是旧物ꎬ但芳泽犹在ꎬ你去触摸ꎬ似能感受到前人

的体温ꎬ曾经触摸过它们的代代主人已隐去ꎬ生
命依然在延续ꎬ后来的人还能感受到前人的芳

泽ꎮ
园林营造中ꎬ深谙构园之理的人ꎬ喜欢购置

旧园来重新整修ꎬ增植花木ꎬ点缀楼台ꎬ人们看重

的是其“旧气”ꎮ 计成«园冶»在谈到“相地”时

说:“旧园妙于翻造ꎬ自然古木繁花ꎮ”旧园中的

老木新花ꎬ昭示着生命延续的天地之理ꎮ “因地

制宜”ꎬ就包括生生绵延之理ꎮ 造园ꎬ不是造一个

新园ꎬ而是将天地自然之气、古今绵延之理ꎬ接入

我的生命中ꎮ
这种艺术呈现方式ꎬ源于中国人对生命的独

特理解ꎮ “青山不老ꎬ绿水长流”ꎬ〔１１〕这是中国艺

术的八字真言ꎮ 石涛有诗云: “山川自尔同千

古ꎮ” 〔１２〕说的是类似的意思ꎮ
在很多诗人艺术家看来ꎬ宇宙是一生命实

体ꎬ生命永远不会缺场! 一个人的生命过程ꎬ如
同从观众席暂时走上舞台ꎬ在经历演出后ꎬ又返

回观众席上ꎬ共同参与生命大戏的无限上演ꎮ 运

化如流ꎬ生生不绝ꎮ
“流光 容 易 把 人 抛ꎬ 红 了 樱 桃ꎬ 绿 了 芭

蕉”———时光流逝ꎬ人无法控制ꎬ但生命在延续ꎬ
樱桃一年一年生ꎬ芭蕉的绿天庵年年还会打开ꎮ
正像唐代懒瓒和尚诗所云:〔１３〕

世事悠悠ꎬ不如山丘ꎻ青松蔽日ꎬ碧涧长

流ꎮ 卧藤萝下ꎬ块石枕头ꎮ 山云当幕ꎬ夜月为

钩ꎮ 不朝天子ꎬ岂羡王侯! 生死无虑ꎬ更须何

忧? 水月无形ꎬ我常只宁ꎮ 万法皆尔ꎬ本自无

生ꎮ 兀然无事坐ꎬ春来草自青ꎮ〔１４〕

“春来草自青”ꎬ一切都在延续ꎬ人不能以为

自己缺场ꎬ假定这世界就不存在ꎬ水还会流ꎬ云还

在飘ꎬ山还会绿ꎬ生生接续ꎬ无有止息ꎮ
苏轼«前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ꎬ与山

间之明月ꎬ耳得之而为声ꎬ目遇之而成色ꎬ取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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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ꎬ用之不竭ꎬ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ꎬ而吾与子之

所共适”ꎬ造物无尽ꎬ生命无尽ꎬ人放弃占有的欲

望ꎬ融入大化流衍节奏中ꎬ便有永恒ꎮ 清风明月

本无价ꎬ近水远山皆有情ꎬ说的就是这意思ꎮ 这

“情”ꎬ乃是生生相连的义脉ꎬ而不是物质的永远

占有ꎮ
(二)亡既异存

陶渊明人生哲学主旨是对永恒的思考ꎮ “悲
岁月之遂往ꎬ悼吾年之不留”ꎬ人生是不可挽回地

疾速向终点移动的过程ꎬ他也是血肉之躯ꎬ也有

生命不可久长的悲伤ꎬ但他认为ꎬ人生“有尽”ꎬ
又可以说“无尽”ꎮ 他在«自祭文»中说:“余今斯

化ꎬ可以无恨ꎮ 寿涉百龄ꎬ身慕肥遁ꎮ 从老得终ꎬ
奚所复恋ꎮ 寒暑逾迈ꎬ亡既异存ꎮ” 此身已化

(亡)ꎬ作为一独立生命ꎬ“化”代表其走向此生的

尽头ꎬ但“化”不等于彻底消失ꎬ而是“异存”———
以另一种方式存在ꎬ所谓化作春泥更护花ꎬ加入

另一种生命形式ꎬ另一种荣悴崇替中ꎮ 他的“托
体同山阿”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ꎬ一方面说人肉

体生命的消歇ꎬ一方面说归于大地怀抱、同于生

生的永恒ꎮ
老子说:“谷神不死ꎮ”归于“谷神”ꎬ归于永

恒的大地怀抱ꎬ便有“不死感”———永恒的安宁ꎮ
陶渊明诗云:“遥遥望白云ꎬ怀古一何深”ꎻ“俯仰

终宇宙ꎬ不乐复何如”ꎬ纵望宇宙ꎬ俯仰人生ꎬ将自

我放在缅邈时空、放在宇宙的大循环中ꎬ永恒的

安宁便在内心里渐渐弥散开来ꎬ如大地一样绵延

延伸ꎮ 这或许就是«周易»坤卦彖辞所说的大地

胸怀———“坤厚载物ꎬ德合无疆”ꎮ
(三)盈虚消息

明末戏剧家、造园家祁彪佳在浙江绍兴有寓

山园ꎬ所作«寓山注»ꎬ对其中每一处景点命名加

以说明ꎬ可谓中国造园史上的经典文本ꎮ 其中有

一水榭景点以“读易居”为名ꎮ 他说:
寓园佳处ꎬ首称石ꎬ不尽于石也ꎮ 自贮之

以水ꎬ顽者始灵ꎬ而水石含漱之状ꎬ惟读易居

得纵观之ꎮ 居临曲沼之东偏ꎬ与四负堂相左

右ꎬ俯仰清流ꎬ意深鱼鸟ꎬ及于匝岸燃灯ꎬ倒影

相媚ꎬ丝竹之响ꎬ卷雪会波ꎬ觉此景恍来天上ꎮ
既而主人一切厌离ꎬ惟日手 «周易» 一

卷ꎬ滴露研朱ꎬ聊解动 躁 耳! 予 虽 家 世 受

«易»ꎬ不能解«易»理ꎬ然于盈虚消息之道ꎬ则
若有微窥者ꎮ 自有天地ꎬ便有兹山ꎬ今日以

前ꎬ原是培塿寸土ꎬ安能保今日之后ꎬ列阁层

轩长峙乎岩壑哉! 成毁之数ꎬ天地不免ꎬ却怪

李文饶朱崖被遣ꎬ尚谆谆于守护平泉ꎬ独不思

金谷、华林都安在耶? 主人于是微有窥焉者ꎬ
故所乐在此不在彼ꎮ〔１５〕

这段话由园林营建实例ꎬ来体会大易“生生

即永恒”的道理ꎮ 彪佳认为ꎬ他造此园ꎬ不光是为

了造一个物质空间来居住ꎬ造一处美丽风景来欣

赏ꎬ而是为了造一个安顿自己生命的世界ꎬ在这

里体会“盈虚消息”的宇宙运演之理ꎮ
这段文字讨论了几种追求永恒的方式ꎬ一是

重物ꎬ他认为ꎬ物不可能永在ꎬ唐李德裕爱园如

命ꎬ集天下奇珍于平泉ꎬ放逐边地ꎬ还不忘叮嘱子

孙保护好平泉ꎬ“鬻吾平泉者ꎬ非吾子孙也ꎻ以平

泉一树一石与人者ꎬ非佳士也”ꎬ但平泉还是消失

在茫茫历史中ꎮ 二是重名ꎬ这也无法永恒ꎬ历史

的星空闪烁着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ꎬ最终还不

是渺无声息ꎮ 然而ꎬ在此二者之外ꎬ确有一种永

恒ꎬ“自有天地ꎬ便有兹山”ꎬ山川依旧ꎬ生生绵

延ꎮ 像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中所说的:“人
事有代谢ꎬ往来成古今ꎮ 江山留胜迹ꎬ我辈复登

临ꎮ” 〔１６〕盈虚消息ꎬ自是天道ꎬ代代自有登临人ꎮ
这位艺术家身坐“读易居”ꎬ在这水石相激

处ꎬ俯仰清流ꎬ意深鱼鸟ꎬ读天地之“易”数ꎬ体造

化之机微ꎬ感受生机勃郁世界的脉动ꎬ“稍解动

躁”———跳出得之则喜、失之则忧的欲望洪流ꎮ
人生短暂ꎬ生命有限ꎬ加入大化节奏中ꎬ就会欣合

和畅ꎬ这才是真正的永恒ꎮ
“所乐在此不在彼”:在此———独特的生命

体验中ꎻ而不在彼———茫然的欲望追踪里ꎮ 有限

之生ꎬ可以有无限之意义ꎮ
(四)杖藜行歌

«二十四诗品旷达»品云:“生者百岁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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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几何ꎮ 欢乐苦短ꎬ忧愁实多ꎮ 何如尊酒ꎬ日往

烟萝ꎮ 花覆茅檐ꎬ疏雨相过ꎮ 倒酒既尽ꎬ杖藜行

歌ꎮ 孰不有古ꎬ南山峨峨ꎮ”此品说生命中的“旷
达”情怀ꎬ谈的是永恒问题ꎮ

“孰不有古ꎬ南山峨峨”的“古”ꎬ可从两方面

理解:就生命的有限性讲ꎬ生生灭灭ꎬ生就意味

灭ꎬ谁人没有大限日ꎬ然而南山千秋万代还是巍

峨自在ꎻ而就生命的无限言之ꎬ每一种生命都是

永恒的ꎬ人加入生生接续的大化流衍中ꎬ便获得

真确存在ꎬ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孰不有古———人也

可像巍峨南山一样ꎬ自有千古ꎮ
中国艺术家崇尚“旷达”的命意正在于此ꎮ

放旷高蹈ꎬ达观宇宙ꎬ人生既有限又无限ꎬ既短暂

又绵长ꎮ 传宗接代的宗法延传ꎬ是一种接续ꎻ人
在体验中加入大化流衍节奏ꎬ同样可以获得接续

的力量ꎮ 旷达ꎬ是关于生命接力的顿悟ꎮ
古代士人推崇的杖藜行歌境界ꎬ便是这洞见

永恒旷达情怀的体现ꎮ 杜甫«夜归»诗说:“白头

老罢舞复歌ꎬ杖藜不睡谁能那?” 〔１７〕 杖藜行歌代

表一种潇洒倜傥的人生境界ꎮ 虽然满蕴生命忧

伤ꎬ虽然在人生竞技场上成了折翅的鹰ꎬ但我仍

可醉眼看花ꎬ狂对世界ꎬ卒然高蹈ꎬ放旷长啸ꎮ 我

仍能以自己衰弱的身体ꎬ凭借支撑的藜杖ꎬ跳出

率意的生命之舞ꎮ 百年人照样可唱千年调ꎬ短暂

行照样可存苍古心ꎮ
杖藜ꎬ是说人生过程的艰难ꎬ折磨到力不能

支ꎻ行歌ꎬ是说人生的旷达ꎮ 尽管如此局促ꎬ如此

淹蹇ꎬ泪水模糊了眼ꎬ重压压弯了腰ꎬ但我照样可

以歌啸天地间!

二、无生即长生

上引懒瓒所说的“万法皆尔ꎬ本自无生ꎮ 兀

然无事坐ꎬ春来草自青”ꎬ万法皆尔、本自无生的

思想ꎬ触及传统艺术永恒观念另一个向度:无生ꎮ
这是从荡却外在遮蔽方面说不朽的ꎮ

无生ꎬ意思是不生不灭ꎬ也就是不以过程性

时间观看世界ꎬ要透过生灭表相ꎬ去观照生命的

真实ꎮ 上文所说的枯藤老树新花的创造ꎬ你说它

生ꎬ树已枯ꎬ你说它灭ꎬ老干上有了藤ꎬ有了花ꎮ
它以生生灭灭为方便法门ꎬ来示现不生不灭的智

慧ꎮ
中国艺术荒寒寂寞境界的创造ꎬ与此也有关

联ꎮ 如清戴熙所描绘的“崎岸无人ꎬ长江不语ꎬ荒
林古刹ꎬ独鸟盘空ꎬ薄暮峭帆ꎬ使人意豁”ꎬ〔１８〕 就

是以不生不灭的寂寞来照亮生命宇宙ꎮ
无生哲学要说一个道理:不能仅从生的表

相———活泼的样态来看世界ꎮ 春天是流动时间

秩序中的一个片段ꎬ生机盎然也只是生命呈现的

一种表征ꎬ“春来草自青”ꎬ也意味着“春去群花

落”ꎬ仅仅从过程性、从外在状态上追求活泼生

机ꎬ那是表面功夫ꎮ
中国艺术要荡去追求活泼面目的迷思ꎬ发现

盈虚消息生灭过程中所蕴涵的生命潜流ꎬ它执意

追求的是:永恒的春天ꎬ永远的绿色ꎬ不谢的花

朵ꎮ 老子所说的“常道”ꎬ其实就是这不谢之花ꎮ
庄子所说的非死生境界(庄子将悟道的最高境界

称为“撄宁”ꎬ即无生无灭、无古无今境界)ꎬ也是

如此ꎮ 佛学中有“无生法忍”的说法ꎬ即不生不

灭的智慧ꎮ «维摩诘经»讲“法常寂然ꎬ灭诸相

故”ꎬ讲“寂灭是菩提”的智慧ꎮ “寂静门” (或称

“真如门”)与“生灭门”相对ꎬ从寂静门走出的是

不生不灭ꎮ
唐宋以来中国艺术追求寂寞荒寒境界的创

造ꎬ其实就是从 “生灭门” 走出ꎬ 走入 “寂静

门”———这是对千余年来中国艺术创造产生重要

影响的智慧法门ꎮ
如中国艺术追求“生”趣ꎬ自魏晋南北朝以

来经历了饶有兴味的变化ꎮ 北宋前ꎬ人们多偏重

从活泼角度看生趣ꎬ六法中的“气韵生动”说、北
宋人追求的“生趣”就属此ꎬ其流风余韵影响至

今ꎮ 五代北宋以来有另外一种生生观念在滋生ꎬ
后渐成主调ꎮ 它不以追求气韵生动、活络动势为

重点ꎬ而在于超越变化表相ꎬ展现时间之外的永

恒绵延ꎬ不是流动相状(空间呈现)、流动过程

(时间性)的展示ꎬ而是生生不绝精神气脉(非时

空)的表现ꎬ枯藤老树、枯荷寒溆等看起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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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趣”的意象ꎬ成为艺术中表现的对象ꎬ艺术家

更愿意在生灭之外追踪一种不生不灭的精神ꎬ通
过“无生”来体会生生相续的绵延ꎮ

元代倪瓒的艺术可称为“无生”艺术ꎮ〔１９〕 云

林家法ꎬ这影响明清以来六百余年的艺术范式ꎬ
其实就是非生灭的范式:超越变动的表相ꎬ臻于

非生灭的寂静地ꎬ在没有活泼的表相中ꎬ让世界

活络自在ꎮ 他的画创造一个个无生机世界ꎬ荡去

视觉中的活相ꎬ似乎一切都静止了ꎬ树上没有绿

叶ꎬ山中没有飞鸟ꎬ路上绝了人迹ꎬ水中没有帆

影ꎬ没有“生命感” 的世界ꎬ是其绘画的典型面

目ꎮ
云林艺术所体现的精神义脉ꎬ不是“看世界

活”ꎬ而是“让世界活”———荡却心灵的遮蔽ꎬ让
世界自在呈现ꎮ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二十著录云

林«简村图轴»ꎬ作于 １３７２ 年ꎬ为云林晚岁笔ꎮ 卞

永誉当时还见到ꎬ今已失传ꎮ 吴升«大观录»卷

十七亦著录此图ꎮ 依他俩的记录ꎬ可知此图大

概:图作暮霭山村之景ꎬ远山在望ꎬ村落俨然ꎬ汀
烟寺霭ꎬ在似有若无间ꎬ幽澹而有韵致ꎮ 云林题

云:“壬子十一月余再过简村ꎬ为香海上人作此

图ꎮ 并诗其上云:‘简村兰若太湖东ꎬ一舸夷犹辨

去踪ꎮ 望里孤烟香积饭ꎬ声来远岸竹林钟ꎮ 避炎

野鹤曾留夏ꎬ息景汀鸥与住冬ꎮ 慧海上人多道

气ꎬ玄言漠密澹相从ꎮ’”图上有与云林同时代人

(款“衍”ꎬ不详其人)题跋:“湖头兰若人稀到ꎬ竹
树森森夏积阴ꎮ 碧殿云归玄鹤去ꎬ上方风过暮钟

沈ꎮ 映阶闲花无生法ꎬ隔岸长松不住心ꎮ 欲与能

仁尘外友ꎬ扁舟重载作幽寻ꎮ” 〔２０〕

云林的大量作品ꎬ的确能体现出“映阶闲花

无生法ꎬ隔岸长松不住心”的智慧ꎮ 他的“本自

无生”ꎬ是让世界“万法皆尔”ꎮ〔２１〕无生ꎬ才能不为

时间流动所激越ꎬ不为外在表相所牵扰ꎬ荡涤遮

蔽ꎬ让世界依其真实而“自尔”———这是一种没

有活泼表相的活泼ꎬ即我所说的“让世界活”ꎮ
曹知白(字云西)是元山水大家ꎬ他开辟的

“天风起长林ꎬ万影弄秋色ꎮ 幽人期不来ꎬ空亭倚

萝薜”的画境ꎬ影响了明代以来很多艺术家ꎮ 卞

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二十二著录一件云

西«江山图卷»ꎬ〔２２〕 作于 １３５２ 年ꎬ云西款云:“至
正壬辰清和月ꎬ云西老人曹知白写赠同庵老友ꎮ”
图为僧人同庵〔２３〕所作ꎮ

同庵题诗十首ꎬ其中第一首云:“天地存吾

道ꎬ山林老更亲ꎮ 闲时开碧眼ꎬ一望尽黄尘ꎮ 喜

得无生意ꎬ消磨有漏身ꎮ 几多随幻影ꎬ都是去来

人ꎮ”第三首云:“生理原无住ꎬ流光不可攀ꎮ 谁

将新日月ꎬ换却旧容颜? 独坐惟听鸟ꎬ开门但见

山ꎮ 幻缘消歇尽ꎬ不必更求闲ꎮ”第五首云:“身
已难凭藉ꎬ支离各有因ꎮ 暂时连四大ꎬ终是聚微

尘ꎮ 万籁含虚寂ꎬ诸缘露本真ꎮ 从来声色里ꎬ迷
误许多人ꎮ”第九首云:“一性原无著ꎬ何为不自

由? 只因生管带ꎬ故被世迁流ꎮ 不识空花影ꎬ堪
怜大海沤ꎮ 但开清净眼ꎬ明见一毛头ꎮ”

这些题画诗ꎬ将佛理与艺术中“无生”法的

联系说得很清楚:生理原无住ꎬ流光不可攀ꎬ被
“世流”所迁ꎬ终非长久之计ꎮ “无生”ꎬ是超越时

间、追求永恒的大法ꎬ是融合山林、融合天地之

法ꎬ除却熙熙攘攘、来来去去的慌乱ꎬ屏蔽外在目

的性追逐ꎬ人与自我、他人ꎬ乃至天地间一草一木

的隔阂全然打开ꎬ生命如缕缕白云在浩渺天际中

飘荡ꎮ 在此境中ꎬ便有了长生ꎬ有了永恒ꎮ 云西

老人一片萧瑟景ꎬ说的是无住心ꎬ以不生不灭法ꎬ
图写生命的清明ꎮ

明代吴门艺术也重这“无生”法ꎮ 沈周曾给

唐寅小像题赞语说:“现居士身ꎬ在有生境ꎮ 作无

生观ꎬ无得无证ꎮ 又证六物ꎬ有物是病ꎮ 打死六

物ꎬ无处讨命ꎮ 大光明中ꎬ了见佛性ꎮ” 〔２４〕 其中

“在有生境” “作无生观”二句ꎬ是对唐寅艺术的

很好概括ꎮ
唐寅题沈周«幽谷秋芳图»诗云:“乾坤之间

皆旅寄ꎬ人耶物耶有何异ꎮ 但令托身得知己ꎬ东
家西家何必计摘花卷画见石丈ꎬ请证无言第

一义ꎮ” 〔２５〕“请证无言第一义”ꎬ禅门以不有不无、
不生不灭的智慧为第一义谛ꎬ他一生的花鸟、山
水、人物之作ꎬ多在证此“第一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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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说唐寅:“曾参石上三生话ꎬ更占山中

一榻云ꎮ” 〔２６〕 三生ꎬ指过去生、现在生、未来生ꎮ
“石上三生话”ꎬ指超越生生变灭的永恒追求ꎬ如
一拳顽石ꎬ冷对世界的生灭流转ꎻ “山中一榻

云”ꎬ在当下的活泼ꎬ在融入大化洪流中的俯仰ꎮ
文徵明这联诗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人艺

术的精神旨趣:突破生生灭灭的表相ꎬ通过寂寞

荒寒境界的创造ꎬ悬置外在遮蔽ꎬ虽身在一榻之

中ꎬ却可让生命的云霓缥缈ꎮ

三、天趣即不朽

在生生、无生之外ꎬ中国艺术又从效法天地、
超越知识的生命体验中说不朽ꎮ

传统艺术的永恒观念ꎬ与“天趣”的追求密

切相关ꎮ “天趣”ꎬ说到底就是一种同于天地不

朽的趣味ꎮ 追求“天趣”ꎬ大巧若拙ꎬ放弃对时间

的知识计量ꎬ去契合永恒流转的宇宙生命节奏ꎮ
何谓艺术? 在中国人看来ꎬ在一定程度上ꎬ艺术

就是通过人类之手ꎬ创造出与世界密合为一体的

形式ꎮ 高明的创造者ꎬ会将这双手留下的“人”
的痕迹抹去ꎮ

中国园林以“虽由人作ꎬ宛自天开”的天趣

为创造纲领ꎬ规避人工秩序ꎬ超越时间束缚ꎮ 园

林中曲曲的小径ꎬ随意点缀的杂花野卉ꎬ将溪水

和岸边野意裹为一体的驳岸ꎬ还有那若隐若现于

林木中的云墙ꎬ更有隔帘风月借过来的漏窗、便
面等ꎬ都是为了表现这种“天趣”ꎮ 绿意的弥漫ꎬ
苔痕上阶来ꎬ湿漉漉地连成一片ꎬ如进入千古如

斯的世界ꎮ
瓷器追求“雨过天青云破处ꎬ者般颜色做将

来” 〔２７〕的境界ꎬ瓷器是人“做”出来的———将颜色

“做将来”ꎬ将形式“做将来”ꎬ但“做”却不能露出

“做”的痕迹ꎬ“做”得像没有“做”过一样ꎬ“做”
得像“雨过天青云破处”一样ꎬ欣赏瓷器ꎬ欣赏一

种化入天地的智慧ꎮ 没有人工痕迹ꎬ也就意味着

淡去作为知识性的时间记录ꎮ
“天趣” 是篆刻的最高法则ꎬ明赵宧光说:

“天趣流动ꎬ超然上乘ꎮ” 〔２８〕清袁三俊说:“天趣在

丰神跌宕ꎬ姿致鲜举ꎬ有不期然而然之妙ꎮ 远山

眉ꎬ梅 花 妆ꎬ 俱 是 天 成ꎬ 岂 俗 脂 凡 粉 所 能 点

染!” 〔２９〕黄士陵说赵之谦得天趣之妙:“近见赵撝

叔手制石ꎬ天趣自流而不入于板滞ꎮ” 〔３０〕 印章的

美ꎬ是一种加入大化的美ꎮ 斑驳陆离ꎬ天趣烂漫ꎬ
如经造化之手摩挲ꎬ囊括历史的迷离风色ꎬ凝聚

世界的云影天光ꎮ
中国艺术强调外师造化ꎬ不是“效法”外在

自然ꎬ它与西方的模仿说有本质区别ꎮ 所谓“造
化”ꎬ就意味着在“化”中“造”———化入天地生命

节奏中的创造ꎮ 无始无终ꎬ生生不息ꎮ 艺术活动

的根本ꎬ与其说是为了彰显自我ꎬ倒不如说为了

毫无痕迹地加入天地秩序中ꎮ
老子说:“万物作焉而不辞ꎮ” («老子»第二

章)«庄子»说:“四时有明法而不议ꎮ” («庄子
知北游»)四时变化有清晰的秩序ꎬ天地运演有

明快的节奏ꎮ 中国艺术说生生ꎬ说的是一种秩序

性的存在ꎬ但这种秩序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超

越人工秩序、契合生生节奏上ꎬ重在“不辞” “不
议”ꎬ不以知识的时间观去分隔ꎬ不以人为的秩序

论去规范ꎬ这是唐宋以来艺术发展的重要法则ꎮ
在唐宋以来的文人艺术看来ꎬ四时行焉ꎬ百

物兴焉ꎬ这是自然的节奏ꎬ我们将时间知识化、抽
象化、目的化ꎬ就游离了自然的本旨ꎬ也失落了

“四时”的真意———失落了“天趣”ꎮ 时间不是扮

演着破坏性角色的对象ꎬ而是因为人被表相世界

俘获ꎬ被知识描述的历史俘获ꎬ脱离了“天”的节

奏ꎬ而跌入 “人”———知识分别的时间观念中ꎮ
人们失落对永恒真义的理解ꎬ是由对时间的误解

所造成的ꎮ
“时间”的概念ꎬ是近代从日语中翻译过来

的ꎮ 古代中国人说“时”ꎬ说“时节”ꎬ虽然有节

序ꎬ但并不强调其“间”的特征ꎮ “无际”的时间

观在古代中国很有影响力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

国人以流动、绵延的目光看世界的思维方式ꎮ 在

艺术中ꎬ时间不是抽象化的概念ꎬ而是体验生命

延续性的切入点ꎮ
中国艺术所言“天趣”ꎬ从另一角度看ꎬ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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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趣ꎬ是本心的发明ꎮ 超越知识ꎬ呈现真实

的体验境界ꎬ以“天”的方式存在ꎬ故而不朽ꎮ 普

林斯顿大学教授牟复礼(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Ｗ. Ｍｏｔｅ)说:
“中国文明不是将其历史寄托于建筑中真正

的历史是心灵的历史ꎻ其不朽的元素是人类

经验的瞬间ꎮ 只有文艺是永存的人类瞬间唯一

真正不朽的体现ꎮ” 〔３１〕 这是中国艺术的独特思

想ꎮ
真实的体验即不朽ꎬ是宋元以来文人艺术的

基本坚持ꎮ 李流芳«无隐上人庭中有枯树根缀以

杂花草蒙茸可爱因为写生戏题一诗»云:“山中

枯树根ꎬ偃蹇蚀风雨ꎮ 久与土气亲ꎬ生意于焉聚ꎮ
随手植花草ꎬ蕃息如出土ꎮ 月下垂朱实ꎬ春罗剪

红缕ꎮ 或苔如错绣ꎬ或藤如结羽ꎮ 纷然灿成致ꎬ
位置疑有谱ꎮ 吾画能写生ꎬ写生不写形ꎮ 此景良

可惜ꎬ吾手亦不轻ꎮ 以画易此景ꎬ请言平不平ꎮ
世人不贵真ꎬ贵假贵其名ꎮ 吾画能不朽ꎬ此景有

衰荣ꎮ 莫言常住物ꎬ只许供山僧ꎮ” 〔３２〕

这首诗说“吾画能不朽”的道理ꎬ他一生艺

术就是为了追求“不朽者”ꎮ 他谈了两层意思ꎬ
一是表面衰荣的自然ꎬ根源处有一种生生不已的

精神ꎬ一种不朽的东西ꎮ 二是说自己的体验是唯

一的ꎬ此景有衰荣ꎬ吾画能不朽ꎬ景物在变化中ꎬ
而我画的是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ꎬ画的是对生生

无尽世界的体验ꎬ不随时间变化ꎬ所以不朽ꎮ
他在«题怪石卷»中也谈到类似的观点:“孟

阳(按:指邹之峄)乞余画石ꎬ因买英石数十头为

余润笔ꎬ以余有石癖也ꎮ 灯下泼墨ꎬ题一诗云:
‘不费一钱买ꎬ割此三十峰ꎮ 何如海岳叟ꎬ袖里出

玲珑ꎮ’孟阳笑曰:‘以真易假ꎬ余真折阅矣ꎮ’舍

侄缁仲从旁解之曰:‘且未可判价ꎬ须俟五百年后

人ꎮ’知言哉!” 〔３３〕

长蘅与孟阳为终身好友ꎬ孟阳也是书画高

手ꎬ二人这则笑谈ꎬ其实说的是当下生命体验的

永恒特点ꎮ 五百年后ꎬ当下存在早已响沉音绝ꎬ
然而ꎬ看石ꎬ石应在ꎻ图写这一拳顽石的画可能也

在ꎬ即使不在也无妨ꎮ 画摹石成ꎬ石因画显ꎬ石中

画里记载一段曾经的云水故事ꎬ一段意度缱绻ꎬ

就镌刻在无形的历史星空中ꎮ 外在的物哪里会

不朽ꎬ人造的艺术品也不会无限存在ꎬ唯有天趣

在胸ꎬ真意盎然ꎬ便可和光同尘ꎬ可胜金石之固ꎮ
明李日华题画诗云:“水覆茏葱树ꎬ云封洒落

泉ꎮ 独来还独往ꎬ疑是地行仙ꎮ” 〔３４〕 独与天地精

神相往来ꎬ虽非神仙ꎬ却似神仙ꎬ自可千秋不朽ꎮ
这种不朽观ꎬ与那种功利性的立德、立功、立言三

不朽说法不同ꎬ它强调当下心灵的悦适ꎬ天地博

大ꎬ生命如一粒微尘ꎬ如果能心归造化ꎬ志在天

趋ꎬ就有不朽之业ꎮ 李日华有诗云:“山中无一

事ꎬ石上坐秋水ꎮ 水静云影空ꎬ我心正如许ꎮ” 〔３５〕

我心荡漾ꎬ即有天趣ꎬ即是永恒ꎮ
陈洪绶«戏示争余书者»诗谈到笔墨生涯不

朽的问题ꎬ其云:
吾书未必佳ꎬ人书未必丑ꎮ 人以成心观ꎬ

谓得未曾有ꎮ 争之如攫金ꎬ不得相怨咎ꎮ 请

问命终时ꎬ毕竟归谁手? 功业圣贤人ꎬ亦有时

而朽ꎮ 笔墨之小技ꎬ能得几时久? 爱欲归空

无ꎬ岂能长相守! («陈洪绶集»卷四)
这位命运坎坷的艺术天才认为ꎬ古往今来那

些带有“爱欲”的不朽之说ꎬ都是妄念ꎬ人离开世

界ꎬ如花儿谢落ꎬ即使名字、作品、功业还会被人

念及ꎬ但你已没有感受这种绵延的器官ꎮ 一切都

是“亦有时而朽”ꎬ没有恒在ꎮ
艺术哪里是追求不朽之地ꎬ只是予人颐养情

性之所ꎮ 就像戴熙所说的ꎬ“烟江夜月ꎬ万顷芦

花ꎬ领其趣者ꎬ唯宾鸿数点而已”ꎬ〔３６〕 艺术家的心

灵ꎬ如点破历史星空的缥缈孤鸿影ꎬ没有有限与

无限、绵长与短暂的计量ꎬ只有心灵的优游ꎮ
这“天心浩荡”的境界ꎬ反映出“天趣”(天之

趋势)ꎬ乃不朽之业也ꎮ

四、一朝风月下

“万古长空ꎬ一朝风月”ꎬ〔３７〕禅家所推崇的最

高悟道境界ꎬ也是中国艺术的崇高审美理想ꎮ 当

下此在的人ꎬ站在万古以来就存在的风月里ꎬ沐
浴清晖ꎬ也汇入无量光明中ꎮ 一入无量ꎬ无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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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ꎬ光光无限ꎬ此谓不朽之业ꎮ 这是从人生存价

值方面说不朽ꎬ它是传统艺术不朽观念的又一向

度ꎮ
传统艺术的发展ꎬ是由“诗性”推动的ꎮ 被

称为“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ꎬ这
首唐诗中最美的篇章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的就是

生命圆满、汇入无量光明的智慧ꎮ
诗分四个单元ꎬ前八句为第一单元ꎬ“春江潮

水连海平ꎬ海上明月共潮生ꎮ 滟滟随波千万里ꎬ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ꎬ月照花林皆

似霰ꎻ空里流霜不觉飞ꎬ汀上白沙看不见”ꎬ扣住

春、江、花、月、夜五字ꎬ说江边一个春花烂漫月夜

发生的故事ꎬ是诗思之由来ꎬ交代了时间、地点ꎬ
更创造出一种属于自我体验的独特生命时空ꎮ
江水千古流ꎬ冬去春又来ꎬ江边的春花又开了ꎬ年
年如此ꎬ永远如此ꎮ 而我来了ꎬ此时此刻我所面

对的世界ꎬ由我心灵体验出ꎬ它是独特的ꎬ唯一

的ꎬ不可重复ꎮ 诗通过个人独特的体验ꎬ说超越

凡常和琐屑的道理ꎬ说这江边夜晚所发生的永恒

故事ꎮ
“江天一色无纤尘ꎬ皎皎空中孤月轮ꎮ 江畔

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

已ꎬ江月年年望相似ꎮ 不知江月待何人ꎬ但见长

江送流水ꎮ”这八句为第二单元ꎬ对着一轮明月ꎬ
几乎用“天问”方式ꎬ发而为月与人的思考:这个

江畔什么人最早见到月ꎬ江月什么时候开始照着

人ꎮ 时间无限流转ꎬ人生代代转换ꎬ这是变ꎻ而这

一轮明月ꎬ年年来望ꎬ世世来望ꎬ都是如此ꎬ这是

不变ꎮ 诗思在过去、现在、未来中流转ꎬ在变与不

变中流转ꎬ来探究一种终极道理ꎮ
上面两个单元说的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

命运ꎬ下面两个单元具体到思妇与游子的个性遭

遇ꎬ谈人生的漂泊ꎮ “白云一片去悠悠ꎬ青枫浦上

不胜愁ꎮ 谁家今夜扁舟子ꎬ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

怜楼上月徘徊ꎬ应照离人妆镜台ꎮ 玉户帘中卷不

去ꎬ捣衣砧上拂还来ꎮ 此时相望不相闻ꎬ愿逐月

华流照君ꎮ”这十句为第三单元ꎬ写由月光逗引所

产生的两地相思ꎬ从思妇角度说如江水一样绵

长、像江花烂漫清月朗照一样美好的思念情意ꎮ
人类因有情ꎬ 才形成 世 界ꎬ “ 愿 逐 月 华 流 照

君”———愿意随着这月光去照亮你痛苦的心扉ꎬ
有了牵连ꎬ生命才有意义ꎬ这牵连的情感ꎬ如清澈

的月光一样纯洁光明ꎮ
最后十句从游子角度写思念ꎬ写“春半不还

家”的“可怜”ꎮ 然而诗并没有落在忧愁和悲伤

中ꎬ诗人颖悟道ꎬ生命不光是等待ꎬ更应如春花怒

放一样展开ꎮ “江水流春去欲尽ꎬ江潭落月复西

斜”ꎬ春将尽ꎬ月西斜ꎬ蹉跎了时光ꎬ也就灭没了春

江花月夜所赋予的生命美好ꎮ 如果那样ꎬ真如陈

洪绶晚年之号所言:“悔迟”ꎮ “不知乘月几人

归”ꎬ真正能归于永恒故乡、到达理想境界的人ꎬ
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ꎮ “落月摇情满江树”ꎬ
由时间流动、美好稍纵即逝所漾起的人的饱满生

命状态———如圆月一样的生命状态ꎬ才是最为重

要的ꎮ
诗人其实是在说ꎬ如果让春江花月夜所激越

而来的纯洁璀璨的生命之光ꎬ弥漫于人的整个生

命空间ꎬ将会有不一样的人生ꎮ 诗所执念的永

恒ꎬ就在自我当下生命的“圆满”中ꎮ «春江花月

夜»这首诗ꎬ这“神一样的存在”ꎬ这青春之歌、永
恒之歌ꎬ形成一种力量ꎬ引领并推动着这个王朝

向浪漫、饱满的盛唐世界行进ꎬ也给后世人们带

来无穷的美好和精神力量ꎮ
它所钩沉的正是 “后之视今ꎬ亦犹今之视

昔”的晋人风度———对饱满生命感的珍视ꎮ 荡出

时间ꎬ并非遁入消极空虚ꎬ恰恰相反ꎬ它是对人生

命价值、生命底力的发现ꎮ
李白«把酒问月»诗也带有这样的节奏ꎬ诗

的最后六句说ꎬ“今人不见古时月ꎬ今月曾经照古

人ꎮ 古人今人若流水ꎬ共看明月皆如此ꎮ 唯愿当

歌对酒时ꎬ月光长照金樽里ꎮ”今夜ꎬ我在这清溪

边、明月下ꎬ流水中映照的明月ꎬ还是万古之前的

月ꎬ小溪里流淌的水ꎬ还是千古以来绵延不绝的

水ꎮ 明月永在ꎬ清溪长流ꎬ大化流衍ꎬ生生不息ꎮ
随月光洒落ꎬ伴清溪潺湲ꎬ人就能加入永恒的生

命之流中ꎮ 诗中强调ꎬ人攀明月不可得ꎬ如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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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追逐ꎬ古来万事东流水ꎬ只会空空如

也ꎮ 月光如水ꎬ照古照今ꎬ照你照我ꎮ 万古同一

时ꎬ古今共明月ꎮ 月光长照金樽里ꎬ永远摇曳在

人自由的心空中ꎮ
类似唐代诗人的咏叹在后世缕缕不绝ꎮ 虞

集«二十四诗品洗练»有云:“流水今日ꎬ明月

前身ꎮ”清张商言说:“‘流水今日ꎬ明月前身’ꎬ余
谓以禅喻诗ꎬ莫出此八字之妙ꎮ” 〔３８〕 禅之妙ꎬ诗之

妙ꎬ在这永恒之思中ꎮ 不是追求永恒的欲望恣肆

(如树碑立传、光耀门楣、权力永在、物质的永续

占有等)ꎬ而是加入永恒的生命绵延中ꎬ从而实现

人的生命价值ꎮ
沈周的«天池亭月图»题诗极有思致:“天池

有此亭ꎬ万古有此月ꎮ 一月照天池ꎬ万物辉光发ꎮ
不特为此亭ꎬ月亦无所私ꎮ 缘有佳主人ꎬ人物两

相宜” 〔３９〕人坐亭中ꎬ亭在池边ꎬ月光泻落ꎬ此
时艺术家作亘古的思考ꎬ时空绵延ꎬ以至无限ꎬ他
在当下体验里达到时空弥合ꎬ古与今合ꎬ人与天

合ꎬ人融于月中、水里ꎬ会归于无际世界ꎮ 月光如

水ꎬ唤醒人的真性ꎬ“人物两相宜”ꎬ成一体无量

之宇宙ꎮ
沈周«中秋湖中玩月»诗云:“爱是中秋月满

湖ꎬ尽贪佳赏亦须臾ꎮ 固知万古有此月ꎬ但恐百

年无老夫ꎮ 鸿雁长波空眼眦ꎬ鱼龙清影乱眉须ꎮ
人间乐地因人得ꎬ莫少诗篇及酒壶ꎮ” 〔４０〕 当下此

在的圆满ꎬ就是永恒ꎮ
在中国艺术中ꎬ不朽ꎬ须从忧伤处说ꎻ圆满ꎬ

要从残缺里看ꎮ 中国传统艺术总是笼着一种淡

淡忧伤ꎬ其实是攸关生命资源短缺的哀吟ꎮ 从

«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感喟ꎬ到阮

籍、王羲之等的生命怜惜ꎬ莫不传递出岁月飘忽、
生年不永的忧伤ꎮ “树犹如此ꎬ人何以堪”ꎬ无数

人抚摸天地风物而黯然神伤ꎻ“吾卒当以乐死”
(王羲之语)ꎬ痛快语中也有无尽忧伤ꎮ 唐宋以

来的诗文艺术ꎬ以种种智慧ꎬ结撰这生命资源短

缺的哀曲ꎬ阳关三叠的无奈ꎬ梅花三弄的凄美ꎬ潇
湘八景的怅惘ꎬ落日空山的徘徊ꎬ无不透出这样

的音调ꎮ

松将朽ꎬ石会烂ꎬ沧海桑田ꎬ一切都会变ꎬ存
在就说明它将不在ꎬ唯是一缕清风荡过、一片光

影闪烁而已ꎮ 诗人艺术家的水月之思ꎬ是为了

“出离时间”———从短暂与永恒的相对计量中逃

遁ꎬ从未来意义的无谓展望中走出ꎬ回到自我真

实的生命中ꎬ赋予当下存在以绝对意义ꎬ赋予孤

迥特立人格价值以无上风标ꎮ

五、茶熟香温时

重体验的中国艺术ꎬ将性灵的“度出”作为

加入永恒的一种修行方式ꎮ
黄易(１７４４—１８０２ꎬ字小松ꎬ西泠八家之一)

有一枚朱文“茶熟香温且自看”方印ꎬ章法疏朗ꎬ
线条跌宕俯仰ꎬ颇有韵味ꎮ 为人刻好一枚满意的

印ꎬ还没拿走ꎬ匡床独坐ꎬ泡上一壶清茶ꎬ点上一

炷篆香ꎬ拿起印来自我欣赏ꎬ荡着茶气ꎬ笼着香

烟ꎬ此时印之好坏ꎬ身之拘牵ꎬ心之烦恼ꎬ人世间

种种浮云犬马尽皆忘却ꎬ只有一颗真实的心在荡

漾ꎮ 茶熟香温且自看ꎬ人似乎借一缕香烟将自己

“度出”了ꎬ度到一个没有烦恼和拘牵的永恒世

界里ꎮ
黄小松所刻这句诗来自李日华ꎬ李有题画诗

云:“霜落蒹葭水国寒ꎬ浪花云影上渔竿ꎮ 画成未

拟将人去ꎬ茶熟香温且自看ꎮ” 〔４１〕 诗表达的境界

与黄小松颇类似ꎮ 前两句写其山水小景所画内

容:蒹葭苍苍ꎬ白露为霜ꎬ水面一舟静横ꎬ在浪花

云影中ꎬ一人垂钓ꎬ钓出一天的寒意和清澈ꎮ 后

两句说画作好ꎬ求画人未拿去ꎬ阁笔自己“看”起
来ꎬ香烟在他的面前缭绕ꎬ茶气在他的鬓边荡漾ꎬ
他融入这温软的烟气中ꎬ糅进了画面的浪花云影

里ꎬ也化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上国”间ꎬ这永

恒的世界ꎮ
明末张灏在«承清馆印谱»自序中也说:“每

于松涛竹籁之中ꎬ浊酒一觞ꎬ炉烟一缕ꎬ觉骤雨飘

风之速过ꎬ悟浮云野马之非真ꎮ 而是两集者ꎬ未
尝不在焉ꎮ” 〔４２〕张灏编«承清馆印谱»初、续两集ꎬ
汇文彭、沈野、汪关、何震、苏宣、李流芳等二十二

位印坛大家印于其中ꎬ把玩方寸世界的妙韵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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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无上快乐ꎮ
艺术中有“焚香读易”的话头ꎮ 欧阳修有诗

说:“饮酒横琴销永日ꎬ焚香读易过残春ꎮ” 〔４３〕 元

杨维祯(号铁笛道人)«松月轩记»中说:“苍松夹

径数百植ꎬ林下石床云磴ꎬ荫以重轩ꎬ时焚香读

«易»其下ꎬ月夕则鼓琴ꎬ或歌«骚»ꎬ或与客啸傲

赋诗ꎬ仰听虚籁ꎬ俯席凉影ꎬ俨若物外境也ꎮ” 〔４４〕

面对生命的“残春”———人生须臾ꎬ生命不永ꎬ需
要这缕清香ꎬ需要«周易»生生的智慧ꎬ带人作性

灵的腾挪ꎮ
焚香和读«易»ꎬ都与时间有关ꎮ 焚香ꎬ古人

以为时间之隐语ꎮ 俗话说ꎬ一炷香的功夫ꎬ形容

一个时间片段ꎮ 宋洪刍(字驹父) «香谱香之

事»卷下“香篆”条说:“近世尚奇香ꎬ作香篆ꎬ其
文准十二辰ꎬ分一百刻ꎬ凡燃一昼夜已ꎮ” 〔４５〕

篆香是用来纪时的ꎬ又被称为“无声漏”ꎬ同
于滴漏的功能ꎮ 这种纪时方式最初在寺院中流

行ꎮ 唐宋时流行的百刻香ꎬ诗词中多见ꎬ就是这

种篆香ꎮ 它将香料盘成篆字的样子ꎬ一般是用榆

树皮粉作糊ꎬ加入檀香等香料ꎬ用金属格印制成

盘旋状的线香ꎬ从一端点起ꎬ香灰留下篆形印迹ꎬ
人们凭借香上的刻度和均匀的燃烧速度来计算

时辰ꎮ 唐王建«香印»说:“闲坐烧印香ꎬ满户松

柏气ꎮ” 〔４６〕 香印ꎬ说的就是燃香留下的痕迹ꎮ 唐

宋诗词中有大量以燃香来表达时间感受的例子ꎮ
如秦观«减字木兰花»词写道:“欲见回肠ꎬ断尽

金炉小篆香ꎮ” 〔４７〕 炉中篆香慢慢烧尽ꎬ而相思之

怅惘仍不得排遣ꎮ 篆香ꎬ在这里表现时间的绵

长ꎮ
茶熟香温ꎬ焚香读«易»ꎬ由焚香说时间的刻

度ꎬ咀嚼时间留下的残痕ꎮ 中国艺术家由这时间

之物ꎬ来说对时间的超越ꎮ 缓慢焚香的过程ꎬ缕
缕香烟的飘拂ꎬ香灰残痕的空无ꎬ利用这种种意

象ꎬ将人们“度”出时间ꎮ
百刻香篆ꎬ将人盘绕ꎬ盘绕到无可盘绕处ꎮ

香篆衡量时间ꎬ衡量到无所衡量之时ꎮ 功利的追

逐ꎬ如香的灰烬ꎬ世事纷扰都归于眼前的青烟一

缕ꎬ伴着午后的光影ꎬ更将人拉向渺不可知的天

际ꎬ拉入无何有之乡ꎮ
宋徽宗«听琴图»ꎬ所画音乐场面就放在香

烟缭缭的氛围中ꎮ 画家以极工细之笔入之ꎬ古藤

上的每一朵小花ꎬ地下的苔痕历历、小草依然ꎬ乃
至七弦琴的每一根琴弦ꎬ琴桌上的每一缕波纹、
香几上钧窑香炉从缝隙中溢出的缕缕香烟ꎬ都画

得惟妙惟肖ꎮ 琴者似乎在弹«高山流水» 的古

曲ꎬ身旁香几上香炉飘出的缕缕香烟ꎬ充溢这静

谧的空间ꎬ音声伴着香氛ꎬ直入听者灵府ꎮ 而琴

者身微倾ꎬ目凝结ꎬ吟揉提按ꎬ似乎也随之俯仰ꎮ
琴者身后高松入云ꎬ寿藤缠绕ꎬ似乎将此声送入

绵邈时空中ꎮ «听琴图»在香烟缭绕中ꎬ包含着

度出时间的永恒追求ꎮ
陆游«焚香赋»云:“厌喧哗ꎬ事幽屏ꎬ却文

移ꎬ谢造请ꎮ 闭阁垂帷ꎬ自放于宴寂之境ꎮ 时则

有二趾之几ꎬ两耳之鼎ꎮ 爇明窗之宝炷ꎬ消昼漏

之方永ꎮ” 〔４８〕焚香ꎬ是为了“消昼漏”ꎬ忘却时光ꎬ
而“之方永”———达到无时间境界ꎮ 焚香成为文

人的“一味禅”ꎮ 明陈道复诗云:“野人无事只空

忙ꎬ一卷«离骚»一炷香ꎮ 不出茅庵才数日ꎬ许多

秋色在林塘ꎮ” 〔４９〕

咀嚼茶熟香温的微妙意旨ꎬ对把握中国艺术

家追求永恒的心理脉络或有帮助ꎮ
第一ꎬ焚香强调时间的不可计量ꎮ 金农说:

“世无文殊ꎬ谁能见赏! 香温茶熟时ꎬ只好自看

也ꎮ” 〔５０〕临济宗师希运«宛陵录»说:“不用求真ꎬ
唯须息见ꎮ 所以内见外见俱错ꎬ佛道魔道俱恶ꎬ
所以文殊暂起二见ꎬ贬向二铁围山ꎮ” 〔５１〕 金农这

里以“文殊”来代替分别见解ꎬ说超越知识的智

慧ꎮ 他的意思是说ꎬ茶熟香温且自看ꎬ是真正的

赏鉴之路ꎬ因为发端于真实的生命体验ꎬ荡却知

识的寻觅ꎬ才会有一片香国ꎮ
第二ꎬ茶熟香温ꎬ说一种空幻境界ꎮ 雪压竹

窗ꎬ香浮瓦鼎ꎬ将人导入空茫中ꎮ 北宋晁补之词

云:“却挂小帘钩ꎬ一缕炉烟袅ꎮ” 〔５２〕 正是庭空月

无影ꎬ梦暖雪生香ꎬ香气四溢ꎬ带着人作性灵的腾

挪ꎮ 陈洪绶诗云:“不坐小窗香一炷ꎬ那知暂息百

年身ꎮ” 〔５３〕 一炷清香闲坐ꎬ影影绰绰ꎬ似幻非真ꎬ
—９０１—

中国艺术的“永恒感”



在美好体验里ꎬ“暂息百年身”———时间中挣扎

的生命于此获得安宁ꎮ
«楞严经»卷五云:“香严童子即从座起ꎬ顶

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ꎬ
我时辞佛ꎬ宴晦清斋ꎬ见诸比丘烧沈水香ꎬ香气寂

然ꎬ来入鼻中ꎮ 我观此气ꎬ非木非空ꎬ非烟非火ꎬ
去无所著ꎬ来无所从ꎬ由是意销ꎬ发明无漏ꎮ’”佛
教中通过焚香的“无声漏” (时间性存在)ꎬ来体

会“无漏”(与“有漏”相对ꎬ说离烦恼垢染之清净

法)的智慧ꎮ
佛教六根所对ꎬ谓之六境(眼之于色ꎬ耳之于

声ꎬ鼻之于香ꎬ舌之于味ꎬ身之于触ꎬ意之于法)ꎮ
茶熟香温ꎬ由色、香、味三境入手ꎬ谈一切分别法

的空幻不实ꎮ 茶烟荡漾ꎬ一炷清香ꎬ眼之于色ꎬ若
有若无ꎻ香气缭绕ꎬ似淡若浓ꎬ鼻之于香ꎬ也在有

无间ꎻ而舌之于味ꎬ清茗在舌ꎬ淡泊自在ꎬ说味中

的无味ꎮ 茶熟香温ꎬ香味妙色ꎬ三者皆归空茫ꎬ灭
没时间计量ꎬ臻于无限境界ꎮ 所谓味无味中得真

味ꎬ香非香处入清空ꎮ
宋惠洪«寄岳麓禅师»诗云:“数笔湘山衰眼

力ꎬ一犁春雨隔清谈ꎮ 遥知稳靠蒲团处ꎬ碧篆香

消柏子庵ꎮ” 〔５４〕看画中的数笔湘山ꎬ象而非象(所
以说“衰眼力”)ꎬ春雨绵绵中看远山ꎬ也在似有

若无间ꎮ 静室里独坐ꎬ伴着人的有缕缕篆香ꎬ偶
尔还听到禅院里柏树子落地的声音(寓涵赵州

“庭前柏树子”典故意)ꎬ一切都在说虚幻ꎬ说从

知识藩篱中的遁逃ꎮ
“无声漏”中“漏”出的“无漏”法ꎬ于香雾缥

缈中得之ꎮ
第三ꎬ艺道中人说焚香ꎬ不光是摆设ꎬ而是暗

喻体验的真实ꎮ 如陆游«焚香赋»所说ꎬ“既卷舒

而缥缈ꎬ复聚散而轮囷”ꎬ所重在性灵腾挪ꎮ 南宋

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序言»有一段著名论述:
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ꎮ 悦目初不在色ꎬ

盈耳初不在声ꎬ尝见前辈诸老先生ꎬ多蓄法

书、名画、古琴、旧砚ꎬ良以是也ꎮ 明窗净几ꎬ
罗列布置ꎬ篆香居中ꎬ佳客玉立相映ꎬ时取古

人妙迹以观ꎬ鸟篆蜗书ꎬ奇峰远水ꎬ摩挲钟鼎ꎬ

亲见商周ꎬ端研涌岩泉ꎬ焦桐鸣玉佩ꎬ不知身

居人世ꎬ所谓受用清福ꎬ孰有踰此者乎! 是境

也ꎬ阆苑瑶池ꎬ未必是过ꎮ〔５５〕

鉴古者ꎬ在一炷清香的氤氲中ꎬ缥缈于万古之间ꎬ
不知人在何时ꎬ身居何处ꎮ 鉴古不在悦目ꎬ而在

悦心ꎻ不在古今ꎬ而在当下直接的感受ꎮ 眼前的

奇物ꎬ如篆香留下的历历灰痕ꎬ曾经摩挲它的人

尽归虚无ꎬ只留下斑斑陈迹ꎬ供当下的人把玩ꎮ
唐宋以来鉴古者有一不言之说:美的把玩ꎬ不可

执着ꎻ美ꎬ在心ꎬ而不在目ꎻ腾踔于时间之外ꎬ又寓

形于凡常之中ꎮ
第四ꎬ心斋习妙香ꎬ焚香是一种灵性修为ꎮ

在焚香中“斋心”ꎬ体会静中的端倪ꎬ进入非时间

境界ꎮ
沈周«雨中自遣»诗云:“生涯牢落髩苍浪ꎬ

薄薄湖田岁岁荒ꎮ 未惯向人成俯仰ꎬ自须随事作

行藏ꎮ 遥天积雨双沤白ꎬ细雨重林一鸟黄ꎮ 心静

日长无所作ꎬ瓦炉添火慢焚香ꎮ” 〔５６〕 瓦炉添火慢

焚香ꎬ使他产生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的感觉ꎮ
沈周自题«幽居诗意图»云:“焚香净扫地ꎬ

隐几细开编ꎮ 取足一生内ꎬ泛观千古前ꎮ 风疏黄

叶径ꎬ 霞发夕阳天ꎮ 物理终消歇ꎬ 幽居觉自

妍ꎮ” 〔５７〕隐几焚香静读中ꎬ超越时间和历史ꎬ“洗
京洛之风尘”ꎬ感受饱满的生命在奔突ꎮ 这位特

别善于描绘静夜体验的诗人ꎬ在«秋夜独坐»诗

中写道:“万事萦思独坐中ꎬ炉香深处性灵空ꎮ 药

如效世黄金贱ꎬ年莫瞒人白发公ꎮ 疏竹画窗因借

月ꎬ堕樵惊屋偶乘风ꎮ 且来拂簟寻高卧ꎬ梦境浮

生一笑同ꎮ” 〔５８〕 岁月飘忽ꎬ性灵不居ꎬ一炉清香ꎬ
带他作心灵的远行ꎬ飘过一切执着ꎬ直达永恒ꎮ
他的意念在“炉香深处”ꎮ

书画高手文徵明也是一位灵性诗人ꎬ其«独
坐»诗道:“独坐茅檐静ꎬ澄怀道味长ꎮ 年光付书

卷ꎬ幽事续炉香ꎮ” 〔５９〕 焚香独坐ꎬ是他的“幽事”ꎬ
香烟轻笼慢回ꎬ心意也随之沉潜往复ꎬ直有天高

地迥、道味悠长之感ꎮ
明李流芳对此茶熟香温境界最是倾心ꎮ 他

有诗云:“茶熟香微冷竹炉ꎬ芙蓉的的向人孤ꎮ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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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蘸笔西湖里ꎬ貌出西山宝石图ꎮ” 〔６０〕 钱谦益说

李流芳在南翔的檀园ꎬ“水木清华ꎬ市嚣不至ꎬ一
树一石ꎬ皆长蘅父子手自位置ꎮ 琴桌萧闲ꎬ香茗

浓烈ꎬ客过之者ꎬ恍如身在图画中”ꎮ〔６１〕

宋元以来文人艺术推重的永恒境界ꎬ常常要

到茶熟香温中去观取ꎮ

六、结语:晴窗之永

李流芳«题瀛海仙居图»四首诗ꎬ以顶针的

形式ꎬ四诗连环ꎬ说一种超越岁月的往来之趣:
闲居不识几春秋ꎬ瀛海滔滔昼夜流ꎮ 无

限沧桑增感慨ꎬ浪花淘尽古今愁ꎮ
浪花淘尽古今愁ꎬ富贵功名罔自求ꎮ 学

得神仙消遣法ꎬ不随尘世共沉浮ꎮ
不随尘世共沉浮ꎬ岁月循环任去留ꎮ 万

顷波涛涌明月ꎬ一生心事付沙鸥ꎮ
一生心事付沙鸥ꎬ赢得心神物外游ꎮ 抛

却琴书侪鹤侣ꎬ闲居不识几春秋ꎮ
款云:“用大李将军画法ꎬ并缀以小诗四章ꎬ以遣

晴窗之永ꎮ” 〔６２〕面对春秋无限、瀛海滔滔ꎬ我唯能

俯仰一生ꎬ不共世事沉浮ꎬ看万顷波涛涌出一轮

明月ꎬ心付飘飘沙鸥在天际飞翔ꎮ
“晴窗之永”ꎬ此四字正能概括中国艺术永

恒追求之大旨ꎮ 艺道中人的生命“永”意ꎬ不是

到身后的绵延中寻找ꎬ而就在当下的“晴窗”下

体得ꎮ

注释:
〔１〕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ꎬ罗聘为金农作«蕉荫午睡图»ꎬ图

画老师金农于芭蕉林下ꎮ 金农题跋其上:“诗弟子罗聘ꎬ近工写

真ꎬ用宋人白描法ꎬ画老夫午睡小影于蕉阴间ꎮ 因制四言ꎬ自为

之赞云:先生瞌睡ꎬ睡着何妨ꎮ 长安卿相ꎬ不来此乡ꎮ 绿天如幕ꎬ
举体清凉ꎮ 世间同梦ꎬ唯有蒙庄ꎮ”图今藏上海博物馆ꎮ

〔２〕金农曾在«蕉林清暑图»题跋中说:“慈氏云:蕉树喻己

身之非不坏也ꎮ 人生浮脆ꎬ当以此为警ꎮ 秋飙已发ꎬ秋霖正绵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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