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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传统美学而言,个体审美经验的形成和积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它不仅直接影响了关

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及其意义阐释,而且通过特定的观念表现具体关联着美学话语的范式

建构。 作为一个不断被分析性理解的观念体系,中国传统美学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展开着的经验感受系

统。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中国传统美学的各个具体问题总是令人饶有兴趣———既是由于其观念存在

的价值发现,也源于其独特的经验方式和存在形态。 因此,在理论上考察中国人审美经验的个体生成和

存在方式,无疑是一个透过其内在意义指向的具体感受来直观把握中国传统美学话语建构形态的过程。
本期薛富兴教授和曾仲权博士的文章,在这一方面便各有其心得,值得细读。 (王德胜)

《闲情偶寄·种植部》: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典范文本

　 　 　 薛富兴

摘　 要:　 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是一个关于中国自然审美经验的典范文本。 它

呈现了众花木色、形、香之美,建立起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主导模式———“以物比德”系

统,包括以人面状物形色、以世情状物态、以美德拟物格、以物态言人情和以物为人之具

五个方面,拓展出一个客观、深入地欣赏自然的系统,包括物性、物功与物史三个方面,
 

一种自然审美之静观或客观模式。 此二者间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之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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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颐养部·浇灌竹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4 页。

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一部妙书。 20 世纪后期以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其表现出极大关注。
它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戏曲创作和表演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得到尊崇,又以“生活美学”经典的名义受到更

为热烈的追捧,因为它于传统的精英艺术———诗文、书画之外别开新径,在日常生活语境———吃、喝、玩、
乐中表达作者的审美情趣,给当代美学理论带来新的启示,其于数百年后再次成为畅销书,良有以也。

《闲情偶寄·种植部》(以下简称《种植部》)是作者介绍其多年栽种与鉴赏诸多花草树木独到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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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章,多被理解为李渔“园林艺术”或“生活美学”中的一部分。 然而笔者以为:这一专章诚然不属于

常规的艺术理论,将它理解为李渔的“生活美学”,即其日常生活审美情趣的一部分,虽然颇合作者本心

(“不视为苦,则乐在其中。 督率家人灌溉,而以身任微勤,节其劳逸,亦颐养性情之一助也。” ① ),却会

无意中遮蔽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种植部》在某种意义上可完全独立,就像其戏曲理论之外的其他部分

确实可独立成章一样。 笔者在此特将此章单独拎出,将它理解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文本,理解为一部以自

然审美,具体地以栽培植物之审美欣赏为主题的专著,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经验的总结性典范文

本,以之考察李渔在栽培植物的自然审美欣赏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及其局限,似亦别有意趣。
 

①

一、以物比德:自然审美之主导模式

立足于自然审美这一特殊视野,我们便会发现: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诚为中国古典自然文

学精粹,这里所贡献的诸花草树木栽培与欣赏经验,诚可谓独到、细腻。 再加上李渔往往喜欢托物言志,
故而几乎每篇都是文情并茂,字字珠玑,自然引人喜爱。 那么,李渔到底如何欣赏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

之美? 请看以下数例:

花之最不耐开,一开辄尽者,桂与玉兰是也。 花之最能持久,愈开愈盛者,山茶、石榴是也。 然

石榴之久,犹不及山茶。 榴叶经霜即脱,山茶戴雪而荣。 则是此花也者,具松柏之骨,挟桃李之姿,
历春夏秋冬如一日,殆草木而神仙者乎? 又况种类极多,由浅红以至深红,无一不备。 其浅也,如粉

如脂,如美人之腮,如酒客之面;其深也,如朱如火,如猩猩之血,如鹤顶之朱。 可谓极浅深浓淡之

致,而无一毫遗憾者矣。 得此花一二本,可抵群花数十本。 惜乎予园仅同芥子,诸卉种就,不能再纳

须弥,仅取盆中小树,植于怪石之旁。 噫,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予其郭公也夫!②

此乃赏其色。

树直上而无枝者,棕榈是也。 予不奇其无枝,奇其无枝而能有叶。 植于众芳之中,而下不侵其

地,上不蔽其天者,此木是也。③

此乃观其形。

秋花之香者,莫能如桂。 树乃月中之树,香亦天上之香也。 但其缺陷处,则在满树齐开,不留余

地。 予有《惜桂》诗云:“万斛黄金碾作灰,西风一阵总吹来。 早知三日都狼藉,何不留将次第开?”
盛极必衰,乃盈虚一定之理。 凡有富贵荣华一蹴而至者,皆玉兰之为春光,丹桂之为秋色。④

此乃嗅其香。

“人类一切审美活动都从形式美开始,从对各类审美对象外在物理感性表象、声色形式的注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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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植部》专题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王捷的《〈闲情偶寄·种植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
论文),但作者主要将它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对待,讨论其审美理想、文化人格与艺术特色;黄雅利《李渔自然审美观中的
物我关系———以〈闲情偶寄·芙蕖〉为论》亦主要将《种植部》理解为一种散文集,因而对作者“以物衬人” “以物写人”的
文学手法给予积极的评价,见《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山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9 页。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棕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7-338 页。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3 页。



始,自然审美也不例外。 自然之美首先是大自然各类对象、现象所呈现出艳丽、悦耳的声色之美,自然万

千对象的声色之美是这个世界对人类的最早审美诱惑。”①前述三者构成李渔观赏植物之美的第一个层

次———欣赏自然对象的物相之美,或曰形式美,这也是从古至今社会大众最为熟悉的自然审美模式。 然

而,这只是李渔自然审美欣赏的起点,若始终如此,其自然审美趣味便未免太单调、肤浅了。 那么,作为

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有着丰厚人文知识与趣味修养的知识分子,李渔怎样表现其自然审美应有的深

度与文化内涵呢?

冬青一树,有松柏之实而不居其名;有梅竹之风而不矜其节,殆“身隐焉文”之流亚欤? 然谈傲

霜砺雪之姿者,从未闻一人齿及,是之推不言禄,而禄亦不及。 予窃忿之,当易其名为“不求人知

树”。②

此言冬青实有松柏、梅竹之德,并为此而专为其赋予新名,曰“不求人知树”。 与上面的仅仅赞赏诸

花木之色相与香气相比,李渔在此对植物审美价值与内涵的阐释便有了不一样的深度和文化内涵,它使

我们对冬青的审美魅力有了更为持久、深刻的印象。 此种自然审美欣赏方法与对植物的形式美欣赏一

样,乃从古至今最为通行的审美模式,至少对中国人来说如此,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更是如

此: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欣赏者总是倾向于在所欣赏的自然对象的外在表象或内在特性与人类社会中的

某种现象或价值观念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并会有意无意地将后者赋予所欣赏的自然对象,以之为其自身

所固有的内在审美特性与价值,至少是该自然对象具备特定审美特性与价值之必要条件。 我们可将此

称之为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以物比德”模式。
那么,李渔在其《种植部》中到底怎样用“以物比德”模式揭示众多花卉植物的审美特性与价值呢?

盖有以下五种。
一曰以人面状物形色:

予之钟爱此花,非痂癖也。 其色其香、其茎其叶,无一不异群葩,而予更取其善媚。 妇人中之面

似桃,腰似柳,丰如牡丹、芍药,而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 若如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动不摇,而
能作态者,吾实未之见也。 以“水仙”二字呼之,可谓摹写殆尽。 使吾得见命名者,必颓然下拜。③

二曰以世情状物态:

菜为至贱之物,又非众花之等伦,乃《草本》《藤本》中反有缺遗,而独取此花殿后,无乃贱群芳

而轻花事乎? 曰:不然。 菜果至贱之物,花亦卑卑不数之花,无如积至贱至卑者而至盈千累万,则贱

者贵而卑者尊矣。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者,非民之果贵,民之至多至盛为可贵也。 园圃种

植之花,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亩,令人一望无际者哉? 曰:无之。 无则当推菜花

为盛矣。 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 当是时也,呼朋拉友,散
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 郊畦之乐,什佰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候也。④

三曰以美德拟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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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富兴:《画桥流虹———大学美学多媒体教材》,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 页。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冬青》,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8 页。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水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7 页。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菜》,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5-326 页。



茂叔以莲为花之君子,予为增一敌国,曰“瑞香乃花之小人”,何也? 《谱》载此花一名“麝囊,能
损花,宜另植”。 予初不信,取而嗅之,果带麝味。 麝则未有不损群花者也。 同列众芳之中,即有朋

侪之义,不能相资相益,而反祟之,非小人而何? 幸造物处之得宜,予以不能为患之势。 其开也,必
于冬春之交,是时群花摇落,诸卉未荣,及见此花者,仅有梅花、水仙二种,又在成功将退之候,当其

锋也未久,故罹其毒也亦不深。 此造物之善用小人也。 使易冬春之交而为春夏之交,则花王亦几被

篡,矧下此者乎?①

四曰以物态言人情:

秋海棠一种,较春花更媚。 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 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

待年者。 春花肖美人之绰约可爱者,秋花肖美人之纤弱可怜者。 处子之可怜,少妇之可爱,二者不

可得兼,必将娶怜而割爱矣。 相传秋海棠初无是花,因女子怀人不至,涕泣洒地,遂生此花,名为

“断肠花”。 噫! 同一泪也,洒之林中,即成斑竹;洒之地上,即生海棠。 泪之为物神矣哉!②

五曰以物为人之具:

茉莉一花,单为助妆而设,其天生以媚妇人者乎? 是花皆晓开,此独暮开。 暮开者,使人不得把

玩,秘之以待晓妆也。 是花蒂上皆无孔,此独有孔。 有孔者,非此不能受簪,天生以为立脚之地也。
若是,则妇人之妆,乃天造地设之事耳。 植他树皆为男子,种此花独为妇人。 既为妇人,则当眷属视

之矣。 妻梅者,止一林逋。 妻茉莉者,当遍天下而是也。③

最后一种属于目的论式类比,实际上是一种对物我关系之阐释:为什么世上会有此物? 必为人所设

也。 它很精准地符合了人类的某种特殊生命需求,此正该物之美妙处。 以上五者正构成李渔《种植部》
关于花草树木审美欣赏“以物比德”模式的方法系统。 《种植部》共介绍木本 24 种、藤本 9 种、草本 15
种、众卉 9 种、竹木 11 种,凡 68 种,文 67 则。 其中属于“以物比德”者为 48 则,占全章三分之二强。 由

此可见,“以物比德”模式乃李渔在《种植部》所应用的自然审美欣赏之主导方式。
李渔《种植部》所展示的自然审美模式,无论是浅层次的形式美模式,还是深层次的以物比德模式,

若放在整个中国古代自然审美史上考察,均可谓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审美典范,反映了中国人对待自然的

一种典型的审美趣味与眼光。 从《诗经》至唐诗宋词,凡咏花言草篇什概不出此例。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李渔的《种植部》理解为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总结形态,李渔在此文本中所

表达的自然审美经验,其趣味与方法都很传统、“很中国”,可谓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主导形态。 虽然名

曰《种植部》,花草树木在此文本中是理所当然的主角,然而奇怪的是,李渔在介绍与描述它们时,总表

现出一种强烈的冲动,总想将人事、人情与人理带入其中。 于是,一部《种植部》同时也成了李渔表达其

人生情感、阅历与智慧的绝妙场域。 我们不禁要问:《种植部》到底是一部种树书,还是一本李渔托物以

言情说理的花木散文集? 立足于前者,我们可将《种植部》理解为一部中国古代优秀的林学著作、一部

栽培植物志;立足于后者,我们又可将它理解为一部杰出的自然文学作品。 这部著作到底跑题了没有?
然然,否否。 立足于作为科学著作的林学眼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李渔在本著中大规模地以物比德不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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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瑞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6 页。 关于李渔植
物审美中的拟人化倾向,可参见孟东生、贺城、王静静:《〈闲情偶寄·种植部〉中宅园植物审美的人格化品评》 (《现代装
饰·理论》2016 年第 5 期),作者将此拟人化倾向当作一种积极的文化资源,将它借鉴于当代植物景观设计。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海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7 页。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茉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7 页。



必要,甚至有害,因为它倡导一种对待诸树木花草的主观、非科学的趣味与眼光。 然而,若立足于伟大的

抒情言志文学传统,一部不跑题的纯林学著作对李渔而言很可能未能尽兴,对已然习惯于“万物皆着我

之色彩”的文学读者们来说,则很可能显得索然无味。 于是,《种植部》是一个极复杂的文本,其中隐然

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科学与文学两种视野之间的张力。 即使我们将《种植部》当作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自

然审美的典范文本,这里所呈现的自然审美经验也不纯粹,它所揭示的并非一种纯自然审美经验,而是

一种非典型的、兼及人文与自然的综合性自然审美经验,一种高度人化或人文化了的自然审美经验。

二、香国平章:深识物性之美

将李渔的《种植部》理解为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典范文本,因为它在形式美与以物比德两个层

面均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主导形态,很传统、“很中国”。 然而这并非《种植部》之全部信息。 《种

植部》之珍贵,还在于它同时包含了几乎与上文所言者截然相反的另类信息,因而它又很前卫、很超越。

木香花密而香浓,此其稍胜蔷薇者也。 然结屏单靠此种,未免冷落,势必依傍蔷薇。 蔷薇宜架,
木香宜棚者,以蔷薇条干之所及,不及木香之远也。 木香作屋,蔷薇作垣,二者各尽其长,主人亦均

收其利矣。①

杜鹃、樱桃二种,花之可有可无者也。 所重于樱桃者,在实不在花;所重于杜鹃者,在西蜀之异

种,不在四方之恒种。 如名花俱备,则二种开时,尽有快心而夺目者,欲览余芳,亦愁少暇。②

以上两条代表了李渔《种植部》的又一面,它是另外一种叙述方式或审美视野,即很克制地描述自

然对象,仅呈现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外在表象或内在特性,而不及于人世人情。 如此者在《种植部》中

凡 17 则,涉及植物 18 种,居其整体四分之一。 这一模式虽在《种植部》中并非主流,然极为珍贵。 它代

表了李渔描述或欣赏自然的另一种模式:客观地对待自然对象,满足于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之审美

特性与价值,我们可称之为静观模式或客观模式。 又比如,他虽然与大多数同胞一样喜欢以物比德,然
而又主张独立地欣赏自然对象自身之美,认为天籁之美胜于人籁:

鸟声之可听者,以其异于人声也。 鸟声异于人声之可听者,以出于人者为人籁,出于鸟者为天

籁也。 使我欲听人言,则盈耳皆是,何必假口笼中?③

常有奇花过目而莫之睹,鸣禽悦耳而莫之闻者,至其捐资所购之姬妾,色不及花之万一,声仅窃鸟

之绪余,然而睹貌即惊,闻歌辄喜,为其貌似花而声似鸟也。 噫! 贵似贱真,与叶公之好龙何异?④

若立足于当代环境美学理念,正确或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应当仅指那种能客观地对待自然对象,仅
关注其自身所固有者,且能自觉地排除那些对所欣赏的自然对象进行的有意无意的主观价值赋予或附

会。 如何才能内在或有深度地欣赏自然,不主观地濡染或附会自然,不以欣赏者主观文化价值与趣味替

换所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之表象与特性呢? 关于如何客观而又有深度、完善地欣赏自然,笔者曾在

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 Allen
 

Carlson)所提出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 ( scientific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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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基础上,提出一个自然美特性系统,认为理想的自然审美欣赏应当能同时涉及物相、物性、物功

与物史四个方面。①
 

我们欣喜地发现:李渔的《种植部》其实也隐含着一个较为完善的自然审美欣赏系

统,除了上面所论及的形式美模式(其主题是欣赏自然对象的“物相”之美,完善自然审美之第一个层

次)与以物比德模式,它同时也涉及客观且有深度地欣赏自然之另外三个要素———物性、物功与物史。
于是,《种植部》便具有了另一副面孔———预言性或超越性,因为它客观上符合了当代环境美学关于如

何恰当地欣赏自然的核心理念———客观而又有深度地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特性与价值。 下

面就此简述之。 李渔自视甚高,自命为“香国平章”,即花木知音:

予则不然,每值花柳争妍之日,飞鸣斗巧之时,必致谢洪钧,归功造物,无饮不奠,有食必陈,若
善士信妪之佞佛者。 夜则后花而眠,朝则先鸟而起,惟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 及至莺老花残,辄怏

怏如有所失。 是我之一生,可谓不负花鸟,而花鸟得予,亦所称“一人知己,死可无恨”者乎!②

在他写作与刊印其《种植部》之前,已有明代王象晋编纂的《群芳谱》行世。 李渔对以之为代表的众

花谱虽有所称引,然而往往对其中存在的诸多谬误表示不满。 他宣称《种植部》不屑于重复关于花草树

木栽培的已有常识,这部著作所描述与讨论的都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独到见解。 比如,他对许多已存的

植物名称有意见,认为它们没有道理。 于是,给他喜欢的众多植物重新命名便成为李渔的一种独特爱

好,其甚为自得:

夹竹桃一种,花则可取,而命名不善,以竹乃有道之士,桃则佳丽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合而一

之,殊觉矛盾。 请易其名为“生花竹”,去一桃字,便觉相安。 且松、竹、梅素称三友,松有花,梅有

花,惟竹无花,可称缺典,得此补之,岂不天然凑合? 亦女娲氏之五色石也。③

其他如李渔建议改“鸡冠花”为“一朵云”等,④
 

均涉及一个严肃问题:如何恰当地给植物命名? 其

时,发明“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e,1705—1778)尚未诞生,
李渔已提出一条给植物命名的正确原则:命名当或肖其形色,或深察物性,不能随意附会,名不符实。 李

渔对主观随意地为植物命名现象的反思,正是我们深入理解《种植部》最珍贵信息的一个极好窗口。 李

渔并非一般的植物爱好者,乃花草树木之痴迷者,自言以花为命:

水仙一花,予之命也。 予有四命,各司一时。 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

命,冬以蜡梅为命。 无此四花,是无命也。 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 水仙以秣陵为最,予
之家于秣陵,非家秣陵,家于水仙之乡也。 记丙午之春,先以度岁无资,衣囊质尽。 迨水仙开时,则
为强弩之末,索一钱不得矣。 欲购无资,家人曰:“请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

夺吾命乎? 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 且予自他乡冒雪而归,就水仙也。 不看水仙,是何异于

不返金陵,仍在他乡卒岁乎?”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⑤

实际上,哪怕用“最狂热的花木痴迷者”也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李渔,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在科学理

性意义上观赏植物的培育与研究者。 对于他所喜爱的众多花草树木,李渔下过长期的“格物致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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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数十年的花木栽培经验:

予播迁四方,所止之地,惟荔枝、龙眼、佛手诸卉,为吴越诸邦不产者,未经种植。 其余一切花果

竹木,无一不经葺理。①

正因他是一位资深的植物栽培学家,对各式花草树木的生物习性有细致、深入的了解,所以他才能

凭自己专精的植物学知识与经验,校正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欲艺此花,必求木本。 藤本一样着花,但苦经年即死,视其死而莫之救,亦仁人君子所不乐为

也。 木本最难过冬,予尝历验收藏之法,此花痿于寒者什一,毙于干者什九。 人皆畏冻而滴水不浇,
是以枯死,此见噎废食之法,有避呕逆而经时绝粒,其人尚存者乎? 稍暖微浇,大寒即止,此不易之

法。 但收藏必于暖处,篾罩必不可无。 浇不用水而用冷茶,如斯而已。 予艺此花三十年,皆为燥误,
如今识此,以告世人,亦其否极泰来之会也。②

关于如何正确地养竹,李渔也提出极为宝贵的独到经验,以纠俗见。③
 

菊花者,秋季之牡丹、芍药也。 种类之繁衍同,花色之全备同,而性能持久复过之。 从来种植之

书,是花皆略,而叙牡丹、芍药与菊者独详,人皆谓三种奇葩,可以齐观等视,而予独判为两截,谓有

天工人力之分,何也? 牡丹、芍药之美,全仗天工,非由人力。 植此二花者,不过冬溉以肥,夏浇以

湿,如是焉止矣。 其开也,烂漫芬芳,未尝以人力不勤,略减其姿而稍俭其色。 菊花之美,则全仗人

力,微假天工。 艺菊之家,当其未入土也,则有治地酿土之劳,既入土也,则有插标记种之事。 是萌

芽未发之先,已费人力几许矣。 迨分秧植定之后,劳瘁万端,复从此始。 防燥也,虑湿也,摘头也,掐
叶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虫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尽人力以俟天工者也。 即花之既

开,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缚枝系蕊之勤,置盏引水之烦,染色变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余,补天工之

不足者也。 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 必如是,其为花也,始能丰丽而美观,否
则同于婆娑野菊,仅堪点缀疏篱而已。 若是,则菊花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也。 人美之而归功于

天,使与不费辛勤之牡丹、芍药齐观等视,不几恩怨不分,而公私少辨乎? 吾知敛翠凝红而为沙中偶

语者,必花神也。 自有菊以来,高人逸士无不尽吻揄扬,而予独反其说者,非与渊明作敌国,艺菊之

人终岁勤动,而不以胜天之力予之,是但知花好,而昧所从来。 饮水忘源,并置汲者于不问,其心安

乎? 从前题咏诸公,皆若是也,予创是说,为秋花报本,乃深于爱菊,非薄之也。④

没有对菊花的长期细致观察,没有亲自栽种、呵护菊花的第一手经验,绝难说出如此精准独到的见

解。 在中国古代自然审美史上,真诚地热爱自然,具备赏花惜草审美情趣者,在在多有,以生花妙笔为花

草树木传神写照,或以花草树木之景言情达意的画作与诗篇实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真正能忠实地贯彻

宋儒“格物致知”精神,用心地作细腻、深入地了解自然之功课如李渔者则绝少。 李渔之所以难得,就在

于他并非一位自然美的旁观者,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地欣赏自然;他也并非最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美

爱好者,粗观一花一叶便起托物言志之情,而是一位真正的尊重花木、爱惜花木,并因此而愿亲身陪伴花

木的一位痴情者,一位大自然的恋人。 他深知“能以草木之生死为生死,始可与言灌园之乐,不则一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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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灌之后,无不畏途视之矣”①。 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群芳们的日常生活,呵护着自己所种植的

每一个生命。 为它们的饥渴焦虑,为它们的寒暑奔忙,为它们的健康成长而劳作,像一位母亲对待自己

的孩子那样,能发现每一种花的生长习性,从其当下情形探测其健康状态,明了其所恶所需。 于格物和

育物二端,或曰通过育物———栽培花木这一实践途径而格物———深度地了解自然,李渔可谓做足了功

课,这是历代花鸟画家与借景抒情的诗人们所不可比拟的。 到底谁才是大自然的知音? 是李渔,而非那

些以花鸟写意或抒情的画家与诗人们。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欣赏常常会陷入一种矛盾:要么只是肤浅地欣赏自然之外在形色特性,即形式主

义地欣赏自然,要么主观地对待自然,人为地赋予自然对象本身并没有的一些人类文化观念,继而描摹、
颂扬之,上述“以物比德”模式便是其典型形态。 如此模式下的自然审美欣赏虽有深刻、丰富的审美意

蕴与文化内涵,然而并不符合自然对象之事实,是一种与自然事实无关的欣赏,自然审美有名而无实。
如何才能摆脱上述困境,既深入而又正确地欣赏自然呢? 依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②

 

首先,我
们必须从哲学立场上确立如此原则:客观地对待自然,欣赏自然对象本身自有之物,而非主观地附会自

然,以欣赏自然之名行人类自我欣赏之实;其次,在更为具体的层面,应当将自然欣赏引导到深入地欣赏

自然对象诸内在特性与功能上来,此乃超越自然审美欣赏中传统的形式美趣味、客观而又有深度地欣赏

自然的唯一合法途径。 李渔以数十年亲自栽培植物,对诸树木花草做格物致知功课为基础,能够细腻、
深入地欣赏树木花草的内在之美,开拓出此内在之美的三个维度———物性、物功与物史,为中国自然审

美开出新局面,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推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栀子花无甚奇特,予取其仿佛玉兰。 玉兰忌雨,而此不忌;玉兰齐放齐凋,而此则开以次第。 惜

其树小而不能出檐,如能出檐,即以之权当玉兰,而补三春恨事,谁曰不可?③

此草植之者繁,观之者众,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 予尝细玩而得之。 盖此草不特于一岁之中,
经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 总之后胜于前,是其性也。④

于花草树木之美,李渔此处可谓能言人所未能言,他精准地揭示出栀子与老少年两种花卉各自的生

物习性———其区别于他者的内在生命特性之美。 赏花至此,方可谓解人。 某种意义上,《种植部》这部

群芳谱为我们展开了满足于托物言志的诗人与画家们难以企及的工笔花鸟画卷,因为它以深察自然对

象客观、内在物性为基础,所呈现者乃众花卉自身之美,而非诗人画家们的人文情趣。 此乃李渔所揭示

众植物深度之美的第一个要素———物性。

花之有利于人,而无一不为我用者,芰荷是也。 花之有利于人,而我无一不为所奉者,玫瑰是

也。 芰荷利人之说,见于本传。 玫瑰之利,同于芰荷,而令人可亲可溺,不忍暂离,则又过之。 群花

止能娱目,此则口眼鼻舌以至肌体毛发,无一不在所奉之中:可囊可食、可嗅可观、可插可戴、是能忠

臣其身,而又能媚子其术者也,花之能事,毕于此矣。⑤

此乃众植物深度之美第二种要素———物功,乃物性之所以然,荷花与玫瑰又一项深度事实———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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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1 页。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老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9 页。
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玫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1-312 页。



全方位地有益于人,“可囊可食、可嗅可观、可插可戴”的功能。 当然,此处需作一项补充:李渔在此所揭

示的物功,仍属于荷花与玫瑰有益于人类物质利用的“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而非其有益于

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 典范的“物功”概念当指后者,而非前者。
李渔开辟出深度欣赏自然的又一新方向———从植物生活史角度动态地感知与理解物性变迁,探测

众花木在一年四季,乃至更长时期内所呈现的生命特性,此之谓“物史”。 首先,他为我们推荐了众花卉

中极特殊的群体———花期极短者,要我们珍惜其瞬间之灿烂:

木槿朝开而暮落,其为生也良苦,与其易落,何如弗开? 造物生此,亦可谓不惮烦矣。 有人曰:
不然。 木槿者,花之现身说法以儆愚蒙者也。 花之一日,犹人之百年。 人视人之百年,则自觉其久;
视花之一日,则谓极少而极暂矣。 不知人之视人,犹花之视花,人以百年为久,花岂不以一日为久

乎? 无一日不落之花,则无百年不死之人可知矣。 此人之似花者也,乃花开花落之期虽少而暂,犹
有一定不移之数。 朝开暮落者,必不幻而为朝开午落,午开暮落。 乃人之生死,则无一定不移之数,
有不及百年而死者,有不及百年之半与百年之二三而死者,则是花之落也必焉,人之死也忽焉。 使

人亦如木槿之为生,至暮必落,则生前死后之事,皆可自为政矣,无如其不能也。 此人之不能似花者

也。 人能作如是观,则木槿一花,当与萱草并树。 睹萱草则能忘忧,睹木槿则能知戒。①

动态观照的时间维度乃自然审美的又一基础性视野。 李渔认为:生命之久暂当各以其类言之。 以

人为参照,花为短命,故观花常使人起生命苦短之情。 然就其自身之生物特性而言,“木槿朝开而暮

落”,“花之一日,犹人之百年”。 在此意义上,木槿之贵正在其“倏忽”,并非一种遗憾。 以人为参照起伤

物之情,实乃一种误导,而非正确地欣赏木槿之恰当态度。 玉兰之美亦如之。②
 

问题不在于某些植物生

命之短暂,而在于人类欣赏者能及时地感知与欣赏其灿烂,此之谓知音。
对于那些生命周期较长,生命画卷从容舒展者,人类欣赏者则需有一种耐心,能始终以一种尊重、崇

拜与好奇之心持久地关注之,细察其在长时段内所发生的诸奇妙变化:

梧桐一树,是草木中一部编年史也。 举世习焉不察,予特表而出之。 花木种自何年,为寿几何

岁,询之主人,主人不知。 询之花木,花木不答。 谓之“忘年交”则可,予以“知时达务”则不可也。
梧桐不然,有节可纪,生一年,纪一年,树有树之年,人即纪人之年,树小而人与之小,树大而人随之

大,观树即所以观身,《易》曰“观我生进退”,欲观我生,此其资也。③

“编年史”是一个极精彩的概念,它是一种科学意识,而非文学情怀,它强调的是面对自然对象之客

观、冷静、细腻态度,而非借物喻人的人文趣味。 它又是一个长时段的时间概念,要求自然审美者有一种

从容而又精准地感知和理解自然的文化能力与审美耐心。 历史意识乃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因素,然而,
绝大多数文人、诗人与画家只对人类自身的命运书写感兴趣,对自然界万千物种之成长史则往往表现出

一种惊人的冷漠,虽然绝大多数人自以为热爱自然。 在此意义上,李渔在此所提出的“编年史”概念,可
谓是一项重要的自然审美意识启蒙,他倡导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趣味———客观、长时段地关注和欣赏自

然,以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耐心、细腻地感知与探索自然界的深度奥秘。 我们可在此对读利奥波德的类

似考察:

每种松树都有它自己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为了针叶享用它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提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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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任期”。 因此,乔松保存它的针叶期限为一年半,多脂松和短叶松为两年半。 新添的叶子

在 6 月份进办公室,即将离职的叶子在 10 月份写告别演说词。 所有离职的叶子写的是同一内容,
都用黄褐色的墨水,这种墨水到了 10 月就变成了棕色。①

请问:有哪位抒情诗人或写意画家能准确地说出自己所喜欢的花木今年贵庚几何,或者对此类问题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绝少! 某种意义上说,李渔“编年史”概念的提出,对他的绝大多数同胞而言很另

类,显得匪夷所思。 然而,立足于当代环境美学,我们会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的新信息,一种与

“以物比德”人文化自然审美传统迥然有别的科学式客观自然审美的路径,一种促进客观、有深度地欣

赏自然自身之美的有效途径。
对黄杨的欣赏亦复如斯。②

 

此乃客观、有深度地欣赏自然的第三个层次,曰“物史”。 欲赏“物史”之

美,需要在自然变迁的维度下细察物性。 “物史”角度的引入,将极大地改造我们对特定对象的审美经

验,使静态空间感知下常以为“优美”的自然对象转化为“崇高”的对象。 物史,即自然生命史的视野在

李渔这里得到放大,他将众多空间上分布展开、各不相属的花草树木放在四季变迁的生命史交响乐中,
为它们重新理出一种次第展示其生命节律的时间秩序。 自此,所有物种似乎都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组
成一个自然生命的接力赛:

合一岁所开之花,可作天工一部全稿。 梅花、水仙,试笔之文也。 其气虽雄,其机尚涩,故花不

甚大,而色亦不甚浓。 开至桃、李、棠、杏等花,则文心怒发,兴致淋漓,似有不可阻遏之势矣。 然其

花之大犹未甚,浓犹未至者,以其思路纷驰而不聚,笔机过纵而难收。 其势之不可阻遏者,横肆也,
非纯熟也。 迨牡丹、芍药一开,则文心笔致俱臻化境,收横肆而归纯熟,舒蓄积而罄光华,造物于此,
可谓使才务尽,不留丝发之余矣。 然自识者观之,不待终篇而知其难继,何也? 世岂有开至树不能

载、叶不能覆之花,而尚有一物焉高出其上、大出其外者乎? 有开至众彩俱齐、一色不漏之花,而尚

有一物焉红过于朱、白过于雪者乎? 斯时也,使我为造物,则必善刀而藏矣,乃天则未肯告乏也。 夏

欲试其技,则从而荷之;秋欲试其技,则从而菊之。 冬则计穷力竭,尽可不花,而犹作蜡梅一种以塞

责之。 数卉者,可不谓之芳妍尽致、足殿群芳者乎? 然较之春末夏初,则皆强弩之末矣。 至于金钱、
金盏、剪春罗、剪秋罗、滴滴金、石竹诸花,则明知精力不继,篇帙寥寥,作此以塞纸尾,犹人诗文既

尽,附以零星杂著者是也。 由是观之,造物者极欲骋才,不肯自惜其力之人也。 造物之才,不可竭而

可竭,可竭而终不可竟竭者也。 究竟一部全文,终病其后来稍弱,其不能弱始劲终者,气使之然,作
者欲留余地而不得也。③

这便呈现出一部宏伟、激越的大自然生命史诗。 诸物种在时间节奏上发生了内在的生命联系,极类似

于当今的生态学视野。 当然,李渔的自然生命时间视野还是古典的———仅限于四季节律,他还不具备“进化

史”的宏观自然史视野。 到了利奥波德这里,自然审美欣赏便具备了另一种眼光———地球生命史的眼光:

随着地球史的展开,我们对鹤的欣赏与日俱增。 我们现在知道,它的部落发源于始新世,它所

发源的动物群的其他成员随地质运动早已被埋在山里。 当我们听到鹤鸣,我们听到的不只是鸟音,
我们听到的是进化之乐的凯旋声。 它是不可驯服的过去之象征,是那奠定了今天鸟与人类生活基

础的不可思议的千百万年地球历史之象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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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李渔在《种植部》中所提出的“编年史”概念,以及它所代表的自然生命史审

美视野,理解为一种以生态学核心理念为基础的当代环境美学“物史”理念之古典预言形态。 至此,与
其所开拓的“以物比德”模式系统相对比,李渔的《种植部》同时也开拓出另一自然审美欣赏系统,那便

是以“物性”“物功”和“物史”为骨架的客观地呈现自然对象内在深度之美的静观或客观系统。
最后,李渔在描述众花木自身特性之时,尽可能摆脱人类功利主义地利用自然的传统趣味,表现出

一种设身处地地从众物自身生命需求的角度阐释物性的新路径: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 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 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

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 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 目有

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 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 鸟音宜

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宜于晓之故,人则未之察也。 鸟之防弋,无时不然。 卯辰以后,是人皆起,人
起而鸟不自安矣。 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 晓则是人未起,
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 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 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
属鸣禽,皆当呼予为知己。 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 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婵

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 然匪树木无心,人无心耳。 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
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①

尽可能超然地体物之情,这已然是一种不自觉地超越古典人类中心主义视野、极为难得的环境美

德。 正是在此同情式观照自然的环境美德引领下,李渔提出了一种与物共处、分享的观念:

芥子园之地不及三亩,而屋居其一,石居其一,乃榴之大者,复有四五株。 是点缀吾居,使不落

寞者,榴也。 盘踞吾地,使不得尽栽他卉者,亦榴也。 榴之功罪,不几半乎? 然赖主人善用,榴虽多,
不为赘也。 榴性喜压,就其根之宜石者,从而山之,是榴之根即山之麓也。 榴性喜日,就其阴之可庇

者,从而屋之,是榴之地即屋之天也。 榴之性又复喜高而直上,就其枝柯之可傍,而又借为天际真人

者,从而楼之,是榴之花即吾倚栏守户之人也。 此芥子园主人区处石榴之法,请以公之树木者。②

上述观念已然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相一致,这正是李渔《种植

部》所具有的生态启蒙意义、它的预言性或超越性。

三、结　 论

某种意义上说,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并非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完善文本,因为它

的描述对象仅乃天地自然之极特殊部分———植物自然,而且是栽培植物,并非自然之全部,有机界之动

物界与无机界之山水均不在其列。 它只是为读者开辟了天地自然中一个小窗口而非其全景。 即便如

此,对考察中国传统自然审美基本特征而言,《种植部》依然极具代表性,因而是一个典范文本,因为它

呈现了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文人观察和欣赏自然的基本趣味与视野,呈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

基本方式。 在传统自然审美的浅层次上,它热情地传达出每个中国人面对自然对象之首要审美趣

味———形式主义地对待自然,聚焦于花草树木的突出色彩、造型及其浓淡香气。 实际上,面对自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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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义趣味,突出欣赏自然对象外在的物相特征———形式美,这并非中国人的特殊情怀,乃是一种国际

性普遍审美趣味。 即使在这一点上,李渔在其《种植部》中所传达的审美趣味也很经典。 若不相信,我
们可略回忆一下那些以摹物状景取胜的古代诗文名篇,以及花鸟画的典范之作,看它们是否确实与《种

植部》共享了突出的形式美地看待自然物的审美眼光。
在深层次上,李渔的《种植部》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主导传统———以物比德或曰托物

言志。 这突出地表现为在这部本来以植物为主题的林学著作中,李渔在描述诸树木花草各自生物外观

与特性时,会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强烈文学冲动,往往喜以物拟人、借花说理,或托木言情。 于是,一部经

典的林学著作同时也就成为一部关于树木花草之美的文学经典———美文、浓情与至理兼备的优美自然

散文集。 《种植部》整体篇幅极为克制,植物乃其主角,然而我们却从中发现了几乎在任何一部传统诗

词作品或写意花鸟画作中可以发现的东西———浓郁的人文情感与哲理表达趣味。 实际上,《种植部》与

传统抒情诗词以及写意花鸟画共享一种自然审美趣味,共享一种观察自然的路径或眼光,那便是“万物

皆着我之色彩”的主观主义自然观。
应当如何认识这部成分复杂的经典? 若立足于传统的以物比德审美趣味,我们不得不承认:《种植

部》是一部理应获得所有读者喜爱与尊重的自然文学经典。 然而,当我们立足于自然审美本身时,便会

面临一些本质性困惑:这些所谓的德性或哲理属于诸树木花草本身吗? 若它们确实并不具有李渔所强

调的诸人文美德与哲理,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欣赏这些植物? 李渔在其抒情言理的花木散文中所极力赞

赏的,到底是这些树木花草本身所具有的客观事实,还是一些本属人文的趣味与观念? 若我们仅以比德

的心态观察和欣赏自然,那么我们所欣赏的到底是自然对象本身,还是一些人文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

还可在此提出一些更为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欣赏自然,自然美的真实内涵究竟为何

物? 当代环境美学认为:恰当的自然审美应当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外在表象与内在特性,因此,
客观地对待自然当是自然审美应当遵守的第一性原则。 据此,《种植部》所突出表现的中国古代自然审

美主导模式———以物比德,便涉嫌以歌颂自然之名行人类自我言说之实,自然审美在此变得有名而无

实,因此是一种不恰当的自然审美方式。①

李渔的《种植部》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文本,它不仅因倡导以物比德自然审美模式而具传统性,同
时也在客观而有深度地欣赏自然的道路上,取得了远超越于前人的不俗成就。 具体地,在客观地对待自

然的正确道路上,它于准确、细腻和深刻地呈现诸花草树木的内在特性方面,拓展出物性、物功与物史三

个维度,与物相维度一起,构成一个完善地揭示自然美内涵的要素系统,开拓出中国古典自然审美新境

界,客观上符合了当代环境美学关于自然美内涵的核心理念。 某种意义上,李渔的《种植部》在中国自

然审美史上的意义,极类似于奥多·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在西方自然审美史上的意义,均具有鲜

明的预言性,因而是一个超越性文本。
概言之,对于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除了将它典范地从属于李渔的“生活美学”,即表现其日

常生活审美语境与情趣的同时,还可对它作相对独立的审视,将它理解为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

典范文本。 这种典范性是双重的,充满张力。 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传统性,包括在当

代环境美学视野下所呈现出的主观主义地对待自然、濡染自然的原则性缺陷;另一方面,它又在客观、有
深度地呈现自然对象自身审美特性与价值上卓有建树,做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开拓,因而又成为一部先

知性的自然审美经典。 正因如此,李渔的《种植部》便与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以及徐霞客的游记一起,成
为我们考察与反思中国自然审美史的最佳入手处,以及以新的环境伦理与审美趣味超越前贤,开拓当代

自然审美新境界的正确出发点。
(责任编辑:若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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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对中国自然审美传统的反思,见薛富兴:《自然审美“恰当性”问题与中国
 

“借景抒情”传统》,《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9 期;《儒家比德观的审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