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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论里的中国画论关键词〔∗〕

———以查瓦茨卡娅的«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为中心

○ 庄桂成
(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５６)

〔摘　要〕俄国学者叶查瓦茨卡娅的«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是一部研究中国古

代绘画美学的专著,它从历史、问题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分期和相关理论

问题,尤其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关键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查瓦茨卡娅对中国古代

绘画第一法“气韵生动”这个关键词,从本体论、认识论的角度进行阐述,是为“以西释

中”方法.她对“画道”关键词的阐述,是用中国的理论学说来阐述其对“画道”的理解,
是为“以中释中”方法.查瓦茨卡娅对中国绘画美学进行分析时,还阐述了“天地”与“空

间”,“品”与“风格”,“逸”与“自然”等关键词,采用的是“中西互释”方法.俄国学者查瓦

茨卡娅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关键词的阐释超越了“异国情调”和“东方主义”,体现为一

种“多元共生”,这是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一种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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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的俄国有一批学者关注中国绘画,长期从事中国绘画研究,并陆续

写出了相关著述,如格鲁哈列娃著«人民中国的艺术:绘画、版画、雕塑、工艺美

术»(莫斯科,１９５８),穆里安著«旧中国木刻画中日常生活体裁的发展途径»(莫斯

科,１９５６),尼古拉耶娃著«画家、诗人、哲学家马远及其时代»(莫斯科,１９６８),维
诺格拉多娃著«中国的山水画»(莫斯科,１９７２)〔１〕.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叶
查瓦茨卡娅的专著«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莫斯科,１９７５),该书从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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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绘画美学,把中国古代绘画与欧洲艺术并列进行研

究,特别是她对中国绘画美学中关键词的阐述,体现了其观照中国的多种视角.

一、以西释中视角下的“气韵生动”

查瓦茨卡娅是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１９５３年毕业于莫斯

科大学历史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曾来北京大学进修,在中国绘画美学方面研究颇

深,曾出版«东方文化在当代西方»«米芾»«齐白石»等论著８部,译有«芥子园画

谱»等书,«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是其代表作,该书由陈训明翻译,１９８７年在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

分是“阶段”,即查瓦茨卡娅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史的分期,她认为中国绘画美学

史的分期问题是与中国历史总的分期问题以及文化史和哲学史的分期问题交叉

在一起的,把中国绘画美学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７世纪至公元３
世纪),绘画美学观点尚未成熟,但已形成若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概念.第

二阶段(公元４至８世纪),绘画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审美标准的形成.第三阶

段(公元９至１４世纪),古典绘画理论的高度繁荣.第四阶段(公元１５至１９世

纪),美学标准的规范化.第二部分是“问题”,即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中的绘画

与哲学问题、绘画形态学问题、绘画的得与失问题风格理论与画派理论问题、绘
画起源的理论问题、各个画种的理论问题、中国绘画的社会现象问题等,进行了

深入的论述.第三部分是“代结论”,主要是将中国绘画与欧洲绘画进行分类比

较.在该书中,查瓦茨卡娅很重视对中国画论关键词的梳理和分析,阐述了“气
韵生动”“画道”“天地”“无为”“病”“品”等的涵义.

“气韵生动”被查瓦卡茨娅认为是中国绘画第一法,她认为在中国的传统画

论中,与绘画美学有关的全部思想,被“气韵生动”精辟地表述出来了,“中国的绘

画哲学可以看成是对于著名的气韵生动这一公式的注释、思考或套用.”〔２〕“气韵

生动”来自中国南朝时期谢赫所著«古画品录»,该书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绘画美学

的系统化著述,品评三国至齐梁画家二十七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引为二十

九人),共分六品,并以品第为次序.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指出:“六法者何? 一,
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

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３〕“六法”中的“气韵生动”被视为绘画的最高审美

标准,对后代影响很大.为了阐述清楚“气韵生动”的涵义,查瓦卡茨娅列举了欧

洲文字对这一关键词的１７种“比较成功的译法”:
一,表示生机的精神反响(艾克尔);二,生命运动体现出来的有节奏的

生命力或令人精神高尚的节奏(毕尼翁);三,充满活力的呼吸的和谐运动

(孔德);四,精神在充满活力的运动中的变化,改造、和谐或反响(库马那斯

瓦米);五,含有和谐和生命力的构思(弗尔居松);六,有节奏的生命力(查尔

斯);七,精神因素,生机勃勃的运动(希尔特);八,画图应当具有灵感,充满

生活气息(马奇);九,通过事物的节奏表现的生机勃勃的运动(奥卡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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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精神反响产生生命运动(彼得鲁契);十一,精神反响,生机勃勃的运动

(劳累);十二,精神反响(或生命力脉冲)与生机勃勃的运动(希伦);十三,精
神和谐所表现的激情(索别尔);十四,令人精神振奋的调子与生机勃勃的运

动(塔基);十五,画图中的精神表现与生动的品质(富田);十六,气的循

环———生命运动表现呼吸、精神与生动(石迈迈);十七,调子与情绪(林语

堂).〔４〕

查瓦茨卡娅对上述种种观点进行了评述,她认为索别尔在«谢赫的前两法»
一文中对谢赫第一法所作的解释最为正确,并提出了自己对“气韵生动”的见解.
她认为,有节奏的运动是“气”的必然特征,它表现为季节的节奏,表现在明显的

协调关系之中.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这便是对象与运动的统一:运动

离不开“气”.事物的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阴阳两种力量的矛盾斗争而

产生的.正如运动一样,阴阳也是气的属性.世界的存在有赖于表现为和谐与

节律形式的运动和变化.这种节奏———“气韵”决定了植物生命的周期性,决定

了它们的生长、繁盛和衰亡.大自然的气韵是内在的.在中国绘画的第一法中,
不仅要注意大自然中比比皆是的节奏,表现为各种因素在其时间序列中的运动

的简单交替,而且其中还在相当程度上包含着作为精神节奏的艺术气韵的本质.
查瓦茨卡娅认为,这种本质同柏拉图对于节奏的理解颇为接近.

应该说,查瓦茨卡娅对中国画论关键词的阐述,存在“以西释中”的倾向.所

谓“以西释中”,就是用西方的概念、命题和学说、思想等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学说

的学术实践,有学者将之称为“反向格义”,他认为,“近代自觉以西方哲学的概念

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为‘反向格义’”.〔５〕“格义”就是用中国本来

已有的思想来解释外来的学说,古时是用于释义佛经,即用中国人的思想去解释

佛经学说,后来佛教在中国产生了变种,即后来的禅,它是中国儒教思想和佛教

的“化合物”.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近年来广受质疑,甚至出现了一股盲

目排斥西方哲学的极端观点.尽管“以西释中”的实践的确导致了需要认真关切

的问题,比如“垄断中国学术话语”“对中国学术的伤害”等,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与处理也应该置于学术层面加以讨论.有哲学学者就认为,检视百余年来中国

哲学的演进可以说,“以西释中不仅是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实践,而
且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并使中国哲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得到了提

升”.〔６〕查瓦茨卡娅的这种“以西释中”的阐释方法在文学理论上也可找到同道之

人,例如华裔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刘若愚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建构中国古代

文学理论体系,将其分为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和实用论六个

部分.虽然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但其对中国文论的体系化建构、中西文论

的比较化研究以及中国在国外的接受,都作出很大的贡献.因此,查瓦茨卡娅

«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的“以西释中”,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理论化建设,应
该说也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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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中释中视角下的“画道”

在阐述如何分析中国绘画美学问题时,查瓦茨卡娅指出要从总的文化传统,
即中国绘画特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特有的社会功能、宗教功能与伦理功能出

发.对本体论功能的研究包括绘画的产生及其与客观现实的总的哲学关系问

题;在认识论问题方面,则包括分析绘画作品的创作理论与欣赏理论.此外,她
还认为要关注中国哲学家、画家与评论家关于这门艺术的论述,中国本土上表现

出来的绘画欣赏特点.例如,她对“画道”这个关键词的阐述就是如此.
在中国有关绘画的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常常谈到“道”.这个概念通常是指

绘画中的个人道路或一定的倾向性,指绘画流派.查瓦茨卡娅认为,这个极其抽

象的哲学范畴成了用绘画手段来予以表现的最重要的对象.就其最广泛的涵义

而言,“道”表现出一种对于大自然中秩序与和谐的最根本的哲学信念.这一概

念产生于古代,源于对自然界中诸如日夜、季节交替等秩序与和谐的观察.她认

为对于中国画家和画论家来说,理解画道是一项最基本的条件.为了阐明这一

关键词,她引用了中国各哲学派别不同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查瓦茨卡娅首先谈到了儒、道对“道”的认识.她说,对于孔子和孟子来说,

“道”多半成了一种美的理想.在他们的学说中,“有道之士”以其“内慧外丰”而
与众不同.在«论语»里,“道”表现为“古道”“尧舜先王之道”.对于孔子来说,
“道”便是“君子之道”,他还将它与另一中心美学范畴“仁”等量齐观.在孟子那

里,由于他强调人道是天生的,故而使这种心理因素得到了加强和确立.这样,
圣人———有道之士不是放在具体的国家社会体制中来认识,而应看作世界性的

人,宇宙性的人.与儒家相反,道家把“道”解释成一种脱离实际的范畴,使它与

第一性的客观现实、与生活的本质以及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普遍规律)混
为一谈.“道”是一种先于天地的自我生发的起因.

查瓦茨卡娅接下来又谈到了新儒学和禅宗有关“道”的观点.她认为新儒学

通过“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来阐明自己的理论.“道”作为决定任何一种事物本

质的原则,新儒学称之为“理”,这个概念又转义为起因,事物本质或适应性.在

中国古代文献中,“理”常常用作“道”的同义词,王阳明和朱熹这两个新儒学哲学

家就是按此观点来阐述“理”的涵义的.此外,查瓦茨卡娅认为“通达”是一个极

为重要的佛、道概念,也常常是“道”这个关键词的表现.
最后,查瓦茨卡娅认为“道”在绘画中的具体表现是丰富多彩的.几乎在每

个画题中都能发现这个涵义十分广泛的关键词的某种特点.然而,正如在老子

的著作中读到的那样,水是“道”的最常用的象征.山水画中的静水和飞瀑所表

现的,不是对于某些自然奇观的赞赏,而是画家思辨的精神状态的写照.“道”不
仅可以用静水和激流来表现,而且可以表现在石、树、兰、竹之中.“‘道’的特性

及其尽可能大的极限量,都可以在绘画中予以揭示.比如,对枯树的描绘表现出

人得道后的精神状态.”〔７〕

—２１１—

学术界２０１７．６学人论语



与前述对关键词“气韵生动”的阐述不同,查瓦茨卡娅完全是在用中国的理

论学说来阐述她对“画道”的理解,虽然她偶尔也谈到西方的相关理论学说,但只

是作为一种参照物来比对,例如她在阐述王阳明的“理即是心,心外无理”时,认
为人的精神能在沉思状态中使世界精神进入自身,他必须忘怀周围的一切,以便

反映“道”,如同在水中一样.这时,她将之与西方学说进行比照,说“心”的范畴

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精神观念.因此,查瓦茨卡娅对“画道”的理解,可以说是“以
中释中”的解释方法.当前,中国学界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是人类文化的主流之一,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精神,必须把“以中

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中国文化”作为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基本要求.他

们认为,“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

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

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为适应‘集中多民族

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

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８〕应该说,“以中释中”是以本土的文化语境

去解读中国艺术理论,是中国文艺理论的一种话语方式,意味着中国艺术理论研

究的一种回归、自立和自信,而查瓦茨卡娅对“画道”关键词的阐释方法,可以说

与我国“以中释中”论学者的观点相吻合.

三、中西互释视角下的“天地”等关键词

查瓦茨卡娅说,从欧洲人欣赏艺术的观点出发来对中国绘画的特殊美学现

象进行分析时,“欧洲人或俄罗斯人会感到特别惊奇,因为他们首先觉得,中国绘

画的种种奇异特点似乎已经自然地融入当代欧洲艺术形象的体系之中”〔９〕,她的

意思是想说,欧洲绘画和中国绘画也有许多相接近的特点.同样,在«中国古代

绘画美学问题»一书中,我们也欣喜地发现,她对中国绘画美学进行分析时,对
“天地”与“空间”,“品”与“风格”,“逸”与“自然”等关键词进行着中西互释.在这

几组对比关键词中,前者是中国传统术语,后者则是西方文论话语.
画幅结构是由极其重要的因素“天地”所决定的,而天地之间便开展了决定

作品内在进程的基本活动.宋代山水画大师和理论家郭熙在其论著中,将构图

艺术的本质归结为画幅中的天地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确定.“凡经营下笔,必合

天地.何谓天地? 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

景.”〔１０〕“画戏”便在天地之间表演,但是,天地并不消极,它们以自己的空白(或
为云雾,或为泛滥的河流)干预着主要画面.天地的哲学涵义不仅表现在山水画

里,而且表现在人物画里.它体现在数、几何形、色彩和传奇人物形象的象征意

义之中.天是“唯一”的体现,而地是“众多”的体现.天表示无限的意思,地表示

有限,所以圆是天象,它是由一条无限长的线画成的;方是地象,它是由四条线画

成,而每条线都受两个角的制约.同样,查瓦茨卡娅也分析了作为画幅形式结构

的空间.她认为,中国绘画画幅中的空间的构成,符合表达世界空间特点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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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维系统.画家常常采用所谓的散点透视,便是创造了“多中心”.在这种情

况下,似乎画幅的每一部分都是按照线性透视的法则画成的,但每一次都有自己

的中心.换言之,观测点在不断移动,眼睛在观看各个绘画成分的时候,也要随

之而移动位置.在描绘明暗时,对于物理学真实性的偏离,也可以从语义学角度

来予以解释.她认为,中国画家对于光影的运用极其自由,完全不顾光学规律,
而按照这种规律,阴影部分本来是应当画得暗一些的.“天地”与“空间”这组关

键词,查瓦茨卡娅同时用来分析中国古代绘画画幅结构,可以说无形中进行了一

下中西互释.
这样的关键词还有“品”与“风格”.查瓦茨卡娅在«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

中,谈到了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品”.在绘画理论文献中,这一范畴最早见于东晋

顾恺之的著述.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
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１１〕后

来,又出现了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等.查瓦茨卡娅认为,“品”其实

就是指特征、品质、等级、程度、序列、归类和评价.在唐代以前的理论文献中,最
流行的归类法分为三品九级.三品即高、中、低各为一品,而每品又分为高、中、
低三级.“品”的涵义是多重的,三品九级是“品”的等级涵义,然而,在中国古代

画论中,“品”还有品质、特征的涵义.查瓦茨卡娅就特地详细分析了“逸”品、
“神”品、“妙”品和“能”品,以及“高古”“淡远”等品.同时,查瓦茨卡娅在«中国古

代绘画美学问题»中,又详细阐释了风格理论.她认为,在理论家们关于绘画的

早期文章中,即已阐明各个画家的风格特点,勾画出各个历史时期绘画的特色.
在谢赫和姚最的论著中,系按照一定的范畴来对画家划分等级,运用准确的范

畴,根据画家们自身的艺术特点,将他们分成几类.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
中,风格理论与画派理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理论描述了所谓“远古”“中
古”和近代的特征.张彦远对吴道子风格特征的评论在画风和画派美学的形成

方面表现了特殊的兴趣.查瓦茨卡娅还指出,米芾的«画史»论述了巨然、关仝和

李成等山水画家的风格特征,苏轼、黄庭坚的题跋精到地确定了与他们交往的文

同、李龙眠和米芾等画家的风格特点.这样看来,查瓦茨卡娅笔下的“品”与“风
格”这两个中西方关键词,是有着相当程度的相同涵义的.

此外,查瓦茨卡娅还把“逸”与“自然”进行了类比.“自然”是西方哲学、美学

中一个基础性范畴,它既可以指被视为整体的自然世界,也可以指不同事物的本

性.从事物本性的角度理解自然,会把它与美学和伦理学的理念相关联,即事物

应当实现其自然本性,所谓自然就是符合事物的本性.朱光潜曾认为,现在一般

人把“自然”看成与“人”相对的,人以外的事物,如天地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

之类,统称为“自然”.有时“自然”与“人为”相对,人也归在“自然”里,人工所造

作的就不是“自然”.最后,他给自然下了一个定义,“自然就是现实世界,凡是感

官所接触的实在的人和物都属于自然”〔１２〕.查瓦茨卡娅在«中国古代绘画美学

问题»中指出,“在张彦远的名著«历代名画记»中,‘逸’的范畴与‘自然’的概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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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１３〕,并且认为“逸”的品质意味着画家精神的直接表现,它甚至高于一切最完

美的法则和形式,这是最纯粹的精神特质,是深明绘画本质———画道的完人的行

为.这个等级的艺术乃是谢赫要求“气韵生动”的第一法则的体现.这样看来,
查瓦茨卡娅认为“自然”与“逸”是等同的,这实际上也是她中西互释的典型例证.

四、多重视角下的“多元共生”

近年来,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阐释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上海大学曾

军教授认为,“２０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有三种范式:作为‘异国情调’的中

国问题,成为‘东方主义’的中国问题,谋求‘多元共生’的中国问题.其中,多元

共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日渐明晰的学术立场和态度.”〔１４〕查瓦茨卡娅对

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关键词的以西释中、以中释中和中西互释的三种范式,对西方

文论如何阐释中国问题给了我们重要启示.
对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三种范式,笔者认为,查瓦茨卡娅在«中国古代

绘画美学问题»一书都进行了列举和解说,甚至是实践.对于作为“异国情调”的
中国问题,她认为,“中国绘画使欧洲人感兴趣的特异之处,往往掺和着某些猎奇

成分.”〔１５〕中国绘画的特异之处被解释成另一种比例关系、一种类似于方言的变

化.因此,那些缺乏鉴赏力的观众按照欧洲的传统来直接欣赏中国绘画,常常把

它实际上并不具备的特点当作它的特点.比如,一个最常见的题材———一枝盛

开的梅花,欧洲观众往往把它理解成一幅轻松的抒情性画图,觉得它充满印象派

的新鲜感与真切感;而在中国的欣赏体系中,这个题材却是一种对天体演化论与

形而上学等复杂问题的象征性的艺术理解,其中极少“超功利的快感”.同样的

情况也出现在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的解读上.欧洲人把它当成一种世俗的抒情性

艺术来接受,认为中国的山水画比欧洲新时期的风景画更接近于宗教画.山水

画之所以曾经被当作宗教画,一则因为它反映的是神灵,再则因为它必须履行净

化思想和领悟妙谛的职能.对于成为“东方主义”的中国问题,查瓦茨卡娅认为,
欧洲人在评论中世纪中国绘画的各种具体特点时,几乎无法放弃“独特”“不寻

常”等用来欣赏其他地区艺术的尺度,所以,他们便以欧洲艺术的标准来作为出

发点.不过,尽管这些“不寻常”的特点也可以在欧洲艺术中找到,但那是按另一

种结构、另一种比例.“东方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所以查瓦茨卡

娅认为曾有很多欧洲人就是以欧洲艺术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

绘画美学则成了“东方主义”的中国问题.
东方主义学者总是通过西方自己的修辞、技巧和价值来叙述所理解的东方,

以确认西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进

入视野并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洞见.但后来也有人对萨义德的东方学提出批

评,因为萨义德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西方人(学者和殖民者)对中东文化的观念、
认识和评价中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他的东方学著述只是一带而过地提到了被殖

民者.阿里夫德里克就对“东方主义”这一缺陷提出了质疑:“我认为,萨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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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述的东方主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其疏忽了东方人参与有关东方话语阐释的地

位,这一点会引起话语的地域问题,也因此意味着会引发有关权力的问题.”〔１６〕

后来,顾明栋结合西方阐释中国问题的实际,在萨义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发问:西
方乃至整个世界何以不断生产有悖于中国文明现实的知识? 世界上一些睿智的

思想家和批评家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社会所持的观点和评价何以近

乎谬误,甚至黑白颠倒? 通过观察中西方学者在诸多领域大量失真和歪曲的现

象,他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识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误识并非仅仅源于信

息不灵、偏见歧视和政治干预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于一种有认识论

和方法论基础的深层逻辑,而这种逻辑业已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无意识.”〔１７〕无论

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中国形象解读和评判之间的相互矛盾,就是这种文化无

意识的结果.
西方理论如何阐释中国问题,笔者认为曾军教授提出的“多元共生”是一种

理想状态.“谋求多元共生的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为２０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

题的阐释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敞开了重新定位中国问题以及与西方学界展开交

流与对话的可能性.”〔１８〕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注重国家与国家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包容与共存.“承认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的差异、承认未来道

路的差异、承认人性的差异、承认目标的差异、承认理性的差异”.〔１９〕而俄国学者

查瓦茨卡娅在«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中的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及中西互释

三种视角,则是这种“多元共生”状态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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