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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本性美学
及其对现代美学的影响

　 　 　 左剑峰

摘　 要:　 儒道释三种审美方式有一个共同特点ꎬ即都强调发挥人的本性力量去观照世

界ꎬ可称其为“本性体验”ꎮ 这三种本性体验对整个中国古代美学起着导向作用ꎮ 因

此ꎬ有关本性体验的思想及受其影响的艺术理论ꎬ又可称为“本性美学”ꎮ 本性美学具

有明显的人生修养、人格塑造和生活改造的功能指向ꎬ对中国现代美学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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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１７ＪＪＤ７２００１０)阶段性成果ꎮ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和价值追求ꎬ都与儒道释思想相关ꎬ尤其深受其中所包含的三种审

美方式的影响ꎮ 本文首先对儒道释三种审美体验进行考察ꎬ继而探讨它们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导向作用ꎬ
最后分析其基本精神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ꎮ 本性体验是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的根本体现ꎬ本文通过对

上述问题的讨论ꎬ以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学精神及其价值ꎮ

一、儒道释中的本性体验

作为人生智慧ꎬ儒道释哲学离不开理性的论说和引导ꎬ例如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ꎬ道家、禅宗对宇宙

世界和人生命运的透彻论述ꎬ儒道释对体道的意义所进行的说明ꎬ等等ꎮ 但理性说明始终是外在的和辅

助性的ꎬ熟知非真知ꎬ“知”道亦非“体”道ꎮ 因此ꎬ在理性解释和引导之外ꎬ人生智慧的最终获得还有赖

于个人本性力量的觉醒ꎬ即个体的本性体验ꎮ
先看儒家的本性体验ꎮ 性善论是儒家主导的人性理论ꎬ由孟子明确提出来ꎮ 善性“是一趋向ꎬ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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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被实现的潜能”ꎬ“此潜能本身充满动力ꎬ表现行善之要求”ꎮ① 因此ꎬ它不仅是一般先验形式ꎬ还是

一种动力趋向和潜能ꎮ 善性在外境的感发下由一种动力潜能产生出现实的道德情感ꎮ «孟子公孙丑

上»举了“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ꎬ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例子ꎮ “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ꎬ它不是

理性算计和思索的结果ꎬ只要人亲临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便会率然自生ꎮ 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

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合称为“四心”(或“四端”)ꎮ 焦循说:“四端一贯ꎬ故但举恻隐ꎬ而羞恶、
辞让、是非即具矣ꎮ”②在心理经验中ꎬ“四心”常结合在一起ꎬ难以明确区分ꎬ以恻隐之心为标志ꎮ 朱熹

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ꎬ情也ꎮ”③由现实情境感生“四心”ꎬ就是儒家的本性体验ꎮ 其实ꎬ“四心”(即
道德情感)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于一身ꎮ 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本性体验中ꎬ有对

孺子的危险境况的感知ꎬ有怵惕恻隐之情ꎬ还隐含着对他将承受的痛苦和毁灭的想象ꎬ以及产生“应加

以救助”的直觉判断ꎮ «孟子梁惠王上»载齐宣王见“有牵牛而过堂下者”一事ꎮ 牛将以衅钟ꎬ王“不
忍其觳觫”ꎬ“隐其无罪而就死地”ꎮ 在齐宣王的悲悯中ꎬ有对牛体缩恐惧的敏感ꎬ对其无罪就死的想象ꎬ
以及“以羊易之”的情感决定ꎮ 站在理性的角度看ꎬ以羊替牛完全没有道理ꎬ因为羊也会恐惧畏缩ꎬ也是

无辜的ꎮ 然而ꎬ“以羊易之”是因为齐宣王“见牛未见羊”ꎮ “君子之于禽兽也ꎬ见其生ꎬ不忍见其死ꎻ闻其

声ꎬ不忍食其肉ꎮ”审美感受在此成了重要选择依据ꎮ
儒家思想中有两种情感感发方式:一是在外在环境的作用下感生自然情感(“七情”)ꎬ二是在外在

境遇作用下感生道德情感ꎮ 前者在诗学中发展为感物说ꎬ后者往往与前者交织在一起ꎬ使感物之情更为

深厚广博ꎬ表现为富有悲悯和同情意味的生命共感ꎮ 应该说ꎬ后者(即儒家的本性体验)更能代表儒家

的价值追求ꎬ对古代艺术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ꎮ
再看道家的本性体验ꎮ 道家自然无为的“道”落实为具体事物的“德”ꎬ即具体事物的本性ꎮ 对于人

而言ꎬ“德”就是人的本性ꎮ «老子»二十八章说:“常德不离ꎬ复归于婴儿ꎮ”老子希望人回归本性ꎬ内心

像婴儿般纯真ꎮ «庄子缮性»提出的“反其性情而复其初”ꎬ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ꎮ «庄子人间世»
说:“德荡乎名ꎬ知出乎争ꎮ”庄子告诫世人不要因争名求利而丧失了淳朴的自然本性ꎮ 道无为ꎬ人也应

当如此ꎬ“为无为ꎬ事无事”(«老子»六十三章)ꎬ“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ꎮ 从根本

上讲ꎬ“为无为”正是人性(“德”)作用的体现ꎮ
以无为之心观照万物ꎬ老子称其为“涤除玄鉴”(«老子»十章)ꎮ “玄鉴”喻指心灵在涤除贪欲、成见

和机心后明澈如镜ꎬ可以真切地照见万物ꎮ 庄子也有类似的说法ꎮ “水静犹明ꎬ而况精神! 圣人之心静

乎! 天地之鉴也ꎬ万物之镜也ꎮ”(«庄子天道»)“至人之用心若镜ꎬ不将不迎ꎬ应而不藏”(«庄子应

帝王»)ꎮ 人内心澄明莹彻仿若镜子ꎬ如其本然地映照万物ꎮ 对这种观照的心灵状态ꎬ«庄子»用“心斋”
作了具体说明ꎮ “若一志ꎬ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ꎬ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ꎮ 耳止于听ꎬ心止于符ꎮ 气

也者ꎬ虚而待物者也ꎮ 唯道集虚ꎬ虚者心斋也ꎮ” («庄子人间世») “气”是心灵虚静状态的比拟词ꎮ④

以虚廓的心灵应接万物ꎬ既非外在感官感觉(“无听之以耳”)活动ꎬ亦非产生与对象相应的情感和知识

的心理活动(“无听之以心”)ꎬ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心灵感性活动或审美活动ꎮ 道家审美心境是虚静

的ꎮ “致虚极ꎬ守静笃ꎮ”“归根曰静ꎬ是谓复命ꎮ”(«老子»十六章)内心的虚静即复归人的清静本性(“复
命”)的过程ꎮ 可见ꎬ涤除玄鉴也是一种发挥人性力量的本性体验ꎮ 如果从主体内心的自由效应来说ꎬ
涤除玄鉴就是“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ꎮ

最后看禅宗的本性体验ꎮ 禅宗以“人人皆有佛性”为依据ꎬ在修行上主张顿悟ꎮ 佛性也被称为“自
性”“本心”和“本性”等ꎮ 顿悟即向内回到本心ꎬ明心见性ꎮ “顿悟菩提ꎬ各自观心ꎬ自见本性ꎮ”(«坛经

般若品»)觉悟的个体体验难以言表ꎬ如人饮水ꎬ冷暖自知ꎮ 故禅宗强调“自性自度”“自悟自性”(«坛
经忏悔品»)ꎬ而无法从他人那里借得现成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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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禅宗看来ꎬ通过理性思虑、逻辑推理是不可能获得觉悟的ꎮ “思量即不中用” («坛经行由

品»)ꎮ 与此相关ꎬ禅宗主张“不假文字”(«坛经般若品»)ꎮ 语言与日常思维都是对象化、主客分立的

产物ꎬ不能抵达被言说的对象ꎮ 故抽象的语言与逻辑都不能真正把握作为现实而微妙之体验的禅宗智

慧ꎮ 若止于言语ꎬ心意行动跟不上ꎬ就仍处于未觉悟状态ꎮ 但禅宗在传道时还是要使用文字的ꎬ只是真

正的觉悟在舍筏登岸、超越语言之时ꎮ 超越语言就是进入现实体验之中ꎮ 惠能明确反对北宗禅“看心

观静ꎬ不动不起”(«坛经定慧品»)ꎬ认为一味枯坐是将人视同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ꎮ 觉悟虽是发明本

心ꎬ却不离见闻觉知ꎮ 禅宗不主张牺牲此生以期进入彼岸世界ꎬ它认为只要“念念见性”ꎬ西方极乐净土

便可“目前便见”(«坛经疑问品»)ꎮ 而且ꎬ禅宗也不要求出离世间ꎬ逃向山林ꎮ “佛法在世间ꎬ不离世

间觉”(«坛经般若品»)ꎮ 真觉悟必须直面烦恼人生ꎮ “烦恼即是菩提ꎬ无二无别” («坛经护法

品»)ꎮ 总之ꎬ禅宗没有对彼岸世界的信仰ꎬ不主张隐居避世ꎻ它又反对执空ꎬ落入枯坐冥思中ꎻ自性发挥

作用不是展开抽象的思索ꎬ而是一种随缘化用的感性活动ꎻ它要求摆脱各种杂念的困扰ꎬ而凝心专注于

眼前所现之境ꎮ 因此ꎬ发挥本性的觉悟体验也是一种审美活动ꎮ
在儒道释的本性体验中ꎬ人回归本性ꎮ 而本性是先天禀有的ꎬ是天道下贯于人的结果ꎮ 因此ꎬ回归

本性亦即返归一切价值的最终源头———天道ꎮ 于是ꎬ在本性体验中发生了一种“位移”ꎬ由小我、私我进

入大我、无我ꎮ 儒道释均在本性体验中进入“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的天人合一之境ꎮ
在本性体验中ꎬ物我一体ꎬ拆除了“我”与对象的界限、隔阂ꎬ生命个体联结为相互感通的整体ꎬ保持

彼此牵动的敏感ꎮ 儒家所谓仁体即万物一体ꎮ 程颢说:“仁者ꎬ浑然与物同体ꎮ”①相对而言ꎬ人对自己家

人牵挂得更多ꎬ所以张载又用家庭血缘关系来比喻万物一体ꎮ 他说:“民吾同胞ꎬ物吾与也ꎮ”②人或许最

容易从自己的身体上产生一体相联的感受ꎬ因此程颢用身体来比喻万物一体ꎮ 他说:“医书言手足痿痹

为不仁ꎬ此言最善名状ꎮ 仁者ꎬ以天地万物为一体ꎬ莫非己也ꎮ 认得为己ꎬ何所不至? 若不有诸己ꎬ自不

与己相干ꎮ 如手足不仁ꎬ气已不贯ꎬ皆不属己ꎮ”③儒家的本性体验实际也是仁体的具体运用ꎬ体现出物

我一体的特点ꎮ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时内心产生“怵惕恻隐之心”ꎬ说明本性体验是以他人之恐惧为己

之恐惧ꎬ以他人之痛为己之痛ꎮ 道家的本性体验消除了人与自然万物间的隔阂、对立ꎬ“天与人不相

胜”ꎬ“与天为徒”(«庄子大宗师»)ꎬ“与天为一”(«庄子达生»)ꎮ 走出小我ꎬ回归本性ꎬ心灵变得自

然虚空ꎬ从而与天地万物相通ꎮ 在此相通状态中ꎬ人与物没有分别ꎬ“伦(沦)与物忘”(«庄子在宥»)ꎬ
即所谓“物化”(«庄子齐物论»)ꎮ 入乎斯境ꎬ欣赏时的“我”就是一只蹁跹翻飞的蝴蝶ꎬ一尾水中游曳

的鲦鱼ꎮ 禅宗认为ꎬ“万法从自性生”(«坛经忏悔品»)ꎬ“万法在诸人性中” («坛经般若品»)ꎮ 因

此ꎬ禅宗的本性体验超越了主客分立ꎬ我与物、我与人息息相通ꎬ“一即一切” («坛经般若品»)ꎬ一切

都在“我”的感念中ꎬ一体无间ꎮ “普愿见性同一体ꎮ”(«坛经忏悔品»)
儒道释三种审美方式都是用本性去体验ꎬ但由于对本性内涵的不同理解ꎬ在体验的内容上各异其

趣ꎮ 儒家本性体验以人的良知良能去关注生命对象的生命需求、生存遭遇ꎬ并感生温厚的道德情感ꎮ 道

家本性体验以自然无为之心去欣赏流布于天地间的“大美” («庄子知北游»)ꎬ即宇宙世界在自然和

谐地运行、变化、生灭过程中所绽现的活力生机ꎮ 禅宗本性体验则以一颗不起生灭之心ꎬ去欣赏宇宙世

界的清净与寂寥ꎮ 三种体验都超出了个人利害计较ꎬ而道禅不像儒家那样主张感生道德情感ꎬ故显得空

灵超逸ꎮ 不过ꎬ对古代文人而言ꎬ三种体验常相互渗透ꎬ结合在一起ꎮ 特别是纯粹的禅宗本性体验是很

少的ꎬ往往交织着道家对生命活力的推崇ꎮ 儒家也极力崇尚宇宙生命力ꎬ甚至赋予它以道德色彩ꎮ 如朱

熹的著名诗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ꎮ 这里ꎬ“春”是宇宙活泼的生命力ꎬ也是天地之仁ꎮ 可见ꎬ
中国古代审美充满着和谐的生命情趣ꎮ 这种和谐的生命情趣ꎬ若从主体感受上讲ꎬ又体现在“乐”的体

验中ꎮ 儒家的“孔颜之乐”ꎬ道家的“天乐”“至乐”ꎬ以及禅宗的“常乐”“涅槃真乐”ꎬ都是指本性力量发

起时内心的和谐、平宁、坦荡与充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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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美学是一种静观美学ꎬ它强调心理认识能力在审美中的作用ꎮ 舒斯特曼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ｈｕｓｔｅｒｍａｎ)意识到ꎬ鲍姆嘉通的美学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缺席”ꎬ即将“身体”(身体的“所欲、所为和所

受”)排斥在外ꎬ因而提议发展“身体美学”(ｓｏｍ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学科ꎬ旨在探讨“身体在审美经验中的关键和

复杂作用”ꎮ① 而本性美学让我们认识到人内心深处灵性力量在审美中的作用ꎮ 身体美学和本性美学

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感性”的内涵ꎮ 如果说ꎬ身体美学向外扩充了感性ꎬ那么ꎬ本性美学则

向内深化了感性ꎮ 由此ꎬ不难发现ꎬ古代本性美学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ꎮ
静观审美中的感性具有中介性ꎬ它趋向概念而又尚未达到概念ꎮ 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美学在整个哲

学体系中处于一个由自然向理性过渡的环节ꎮ 但在中国哲学看来ꎬ理性概念的表述虽然明确ꎬ但又只能

是对象化的和外在的ꎬ而本性体验则超越语言ꎬ其所观照的感性世界就是最终目的地ꎮ 因此ꎬ本性美学

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ꎮ 也正因此ꎬ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审美型(而非理性或宗教类型)文
化ꎮ 本性美学与西方静观美学都认为审美超出了个人利害计较ꎮ 不过ꎬ西方静观审美只是一种活动方

式ꎬ它本身固然也有价值ꎬ却可以承载各种不同的意义内容ꎮ 本性体验则不仅是审美方式ꎬ而且有明确

的价值内容指向ꎬ直接指示着现实人生的意义和目的ꎬ是审美方式与人生意义的合一ꎮ

二、本性美学的整体性及其人生功能指向

儒道释三种本性体验在古代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ꎬ对中国古代美学起着导向作用ꎮ 儒家的本性体

验较为平易ꎬ而道禅的本性体验似乎与普通人日常生活距离较远ꎮ 尽管如此ꎬ无论在何种体验中ꎬ本性

觉醒后还有可能被蒙蔽ꎬ再度陷入迷惑之中ꎬ正所谓“人心惟危ꎬ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ꎮ 因此ꎬ
修身是人终生不能放松的功夫ꎮ 一切修身之根本在返归本性ꎬ发挥本性力量ꎬ但本性觉醒后仍需要修身

以巩固其成果ꎮ 对古代文人而言ꎬ本性体验及修身功夫均为艺术创作的前提条件ꎮ 反过来ꎬ艺术活动虽

有心理愉悦功能ꎬ却也常有助于修身ꎮ
古代艺术家的人格修养首先表现在洗涤心胸ꎬ抛弃种种算计和世俗成见ꎮ «庄子田子方»记载ꎬ

大画师将画图时“解衣盘礴”ꎮ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说:“陶钧文思ꎬ贵在虚静ꎬ疏瀹五藏ꎬ澡雪精

神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论屈原作«离骚»时说:“然非其人洁廉高韵ꎬ具嘘风漱雪之肠ꎬ即按谱为之ꎬ
凡气终不断ꎮ”王原祈«雨窗漫笔»中提到ꎬ作画时“须要安闲恬适ꎬ扫尽俗肠ꎬ默对素幅ꎬ凝神静气”ꎮ 这

些都说明ꎬ在艺术创作时需洗尽平庸之气(“凡气”)ꎬ内心不被妄念搅扰ꎬ更无世俗攀比之念ꎬ精神专一ꎬ
心灵莹澈如镜ꎮ 惟其如此ꎬ心灵才会活泼ꎬ各种意象才纷纭聚集于心ꎮ 艺术构思和创作时的这种心境ꎬ
必须以平素的人格修养为基础ꎬ是人格修养效应在艺术领域内的延伸ꎮ

在中国古代ꎬ理想的艺术创作需以本性体验为基础ꎮ 张璪说:“外师造化ꎬ中得心源ꎮ”(张璪«文通

论画»)画家固然以自然造化为师ꎬ但又要用本性去体验眼中所见景象ꎬ艺术表现的是一个本性体验出

来的世界ꎮ 符载对此进一步解释说:“观夫张公[即张璪]之艺ꎬ非画也ꎬ真道也ꎮ 当其有事ꎬ已知夫遗去

机巧ꎬ意冥玄化ꎬ而物在灵府ꎬ不在耳目ꎮ 故得于心ꎬ应于手ꎻ孤姿绝状ꎬ触毫而出ꎮ 气交冲漠ꎬ与神为徒ꎮ
若忖短长于隘度ꎬ算妍媸于陋目ꎬ凝觚舔墨ꎬ依违良久ꎬ乃绘物之赘疣也ꎬ宁置于齿牙间哉则知夫道

精艺极ꎬ当得之于玄悟ꎬ不得之于糟粕ꎮ”(«观张员外画松石序»)“物在灵府ꎬ不在耳目”ꎬ说明艺术所要

表现的不是耳目所见的外在世界ꎬ而是“玄悟” (觉悟)中的世界ꎮ 觉悟就是“回归悟性ꎬ以悟性去体

验”②ꎮ “悟性”即人的“本性”或“本心”ꎬ玄悟其实也就是本性体验ꎮ 艺术创作所要表现的对象ꎬ主要不

是通过思虑和计算ꎬ而是凭借觉悟来获得的ꎮ 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中说:“盖天机自动ꎬ天籁自鸣ꎬ鼓
以雷霆ꎬ豫顺以动ꎬ发自中节ꎬ声自成文ꎬ此诗之至也ꎮ”“天机”即人的本性、灵性ꎮ 诗人应待天机发动、
本性觉醒之时进行创作ꎬ这样的诗作得之天然ꎬ如天籁自鸣ꎬ而非穷极心智所能及ꎮ 石涛把“一画”作为

其艺术理论的中心范畴ꎬ提出了著名的“一画”说ꎮ “一画”即顿悟ꎬ作画就是表现自性体验出的万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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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艺术没有离开人格修养而走向西方式的自律之路ꎬ它往往是人格修养所达到的内心境界

的真实投放ꎮ 中国艺术创作特别强调真诚ꎮ 扬雄说:“故言ꎬ心声也ꎻ书ꎬ心画也ꎻ声画形ꎬ君子小人见

矣ꎮ”(«扬子法言问神»)范梈说:“诗之气象ꎬ犹字画然ꎬ长短肥瘦ꎬ清浊雅俗ꎬ皆在人性中流出ꎮ”(«木
天禁语»)唐顺之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ꎬ只是直写胸臆ꎬ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ꎬ使后人读之ꎬ如真见其

面目ꎬ瑜瑕俱不容掩ꎬ所谓本色ꎬ此为上乘文字ꎮ”(«与洪方洲书»)“本色”即“直写胸臆”ꎬ将内心真面目

不加遮掩地写出来ꎮ 那么ꎬ艺术作品内容能否如实反映作家的人格特征呢? 在中国美学史中ꎬ人品和艺

品的关联理论有两种倾向:道德主义倾向和妙悟的倾向ꎮ①前者主要讨论艺术家的道德品质与创作的关

联ꎬ后者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艺术家的人格修养、人生境界与创作的关系ꎮ 中国古代很多相关论述

都是从这种更宽泛的意义上展开的ꎮ 邓椿说:“其人品既高ꎬ虽游戏间ꎬ而心画形矣ꎮ” («画继»)王昱

说:“学画者先贵立品ꎮ 立品之人ꎬ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ꎻ否则ꎬ画虽可观ꎬ却有一种不正之气ꎬ
隐跃毫端ꎮ 文如其人ꎬ画亦有然ꎮ”(«东庄论画»)按这些说法ꎬ艺术家的人品、人格与创作之间应该具有

一致性ꎮ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第六首中说道:“心声心画总失真ꎬ文章宁复见为人ꎮ

高情千古«闲居赋»ꎬ争信安仁拜路尘ꎮ”元好问在诗中表达了两重意思:前两句承认作品内容与现实人

格之间存在的不一致ꎬ后两句又对这种不一致表示失望和不满ꎮ 换言之ꎬ他否定了扬雄的“心声心画”
说作为事实判断的普遍性ꎬ却肯定了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有效性ꎮ 人格是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所表现出

来的稳定特征和倾向ꎬ而非一个人的全部内心世界ꎮ 人总是复杂的ꎬ环境对人的影响力也时强时弱ꎬ迷
惑的人会有偶然的醒悟ꎬ醒悟的人又可能重陷迷惑ꎮ 之所以出现人格卑下者写出高卓格调的作品ꎬ是因

为艺术家不是凭着那个稳定人格的“我”ꎬ而是凭借偶然醒悟的“我”进行创作ꎮ 这两个“我”虽处于分

裂、撕扯的状态中ꎬ但不能因为一个人现实品格的低下而粗暴地否认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性ꎮ 我们在事实

上必须正视人品与艺品不一致现象的存在ꎬ但在价值上却应追求二者的统一ꎮ 所以元好问又把“诚”作
为诗歌创作之“本”ꎬ他说:“唐诗所以决出于三百篇之后者ꎬ知本焉尔矣ꎮ 何谓本? 诚是也ꎮ 故由

心而诚ꎬ由诚而言ꎬ由言而诗ꎮ 三者相为一ꎬ情动于中而形于言ꎬ言发乎迩而见乎远ꎮ 同声相应ꎬ同气相

求ꎮ 皆可以厚人伦ꎬ敦教化ꎬ无他道也ꎮ”(«杨叔能小亨集序»)对于这种言论ꎬ我们不能套用西方艺

术自律观念来进行解释ꎬ而应该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理想追求ꎮ 强调人品与艺品之间的一致性ꎬ把
它当作一种信念来坚守ꎬ实际是通过艺术对创作者提出了人格上的要求ꎬ即将一时的甚至佯装的高迈卓

拔的内心状态ꎬ最终转变成稳定的、真实的人格特征ꎮ 同时ꎬ也只有在欣赏者相信作品是艺术家人格的

真诚体现的情形下ꎬ才能更好地发挥艺术的感化作用及其对生活风俗的改造功效ꎮ
艺术创作固然离不开技巧ꎬ但与人格修养和本性觉醒相比ꎬ又是次要的ꎮ 明代洪应明说:“节义傲

青云ꎬ文章高白雪ꎮ 若不以德性陶熔之ꎬ终为血气之私ꎬ技能之末ꎮ”(«菜根谭»)说明离开了精神修养ꎬ
技巧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ꎮ 董其昌说:“多少伶俐汉ꎬ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担阁一生ꎮ 若要做个出头

人ꎬ直须放开此心ꎮ 令之至虚ꎬ若天空ꎬ若海阔ꎮ 又令之极乐ꎬ若曾点游春ꎬ若茂叔观蓬ꎬ洒洒落落ꎮ 一切

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ꎬ绝不罣念ꎮ 到大有入处ꎬ便是担当宇宙的人ꎮ 何论雕虫末技!”(«画禅室随笔»
卷三)说明一味在技巧上苦心经营反而对创作构成束缚ꎬ成功的创作是在心灵的虚空和自由下完成的ꎮ

艺术家的精神修养可以作为一种突破既有技法的力量ꎮ 石涛反对泥古ꎬ其目的是想由对成法的追

随转向对“心”的追求ꎮ 他说:“古人未立法之先ꎬ不知古人法何法ꎮ 古人既立法之后ꎬ便不容今人出古

法! 千百年来ꎬ遂使今之人不能一出头地也ꎮ 师古人之迹ꎬ而不师古人之心ꎬ宜其不能一出头地也ꎬ冤
哉!”②画家向古人学习的主要不是成法ꎬ而是古人立法的根本所在ꎬ即“古人之心”ꎮ 艺术家若能抵达心

源ꎬ发挥自性ꎬ技巧创新自然有之ꎬ或者说创新与不创新已不成问题了ꎮ 石涛提倡的是最根本的法ꎬ即
“至法”或“无法”之法ꎮ “‘至人无法ꎮ’非无法也ꎬ无法而法ꎬ乃为至法ꎮ” («画语录变法»)所谓“至
法”“无法”ꎬ其实就是“一画之法”ꎮ “立一画之法者ꎬ盖以无法生有法ꎬ以有法贯众法ꎮ”(«画语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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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对于中国艺术而言ꎬ形式创新问题最终归结为人生境界的提升问题ꎬ而那种在形式内部自我指涉

中或在创新的焦虑中所追求的突破ꎬ并不那么重要ꎮ
以本性的觉醒为众法之源ꎬ为最高法ꎬ其实还包含着对使技巧得以充分发挥的理想心境的追求ꎮ 人

格修养、本性觉醒使人抛开各种妄念和顾虑ꎬ从而凝神静气ꎬ使技艺发挥到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准ꎬ
同时又可以使内心得到真实吐露ꎬ实现技巧操作与情意表达完全合一ꎮ 在这种艺术最佳物态化过程中ꎬ
艺术家注意力高度集中ꎬ原有本性体验再度出现或者得到加强ꎮ 恰如石涛所说:“吾写此纸时ꎬ心入春

江水ꎮ 江花随我开ꎬ江水随我起ꎮ”①在本性体验中主客合一ꎬ时不时地还会出现自我意识的丧失ꎮ 苏轼

描述文同画竹说:“与可画竹时ꎬ见竹不见人ꎮ 岂独不见人ꎬ嗒然遗其身ꎮ 其身与竹化ꎬ无穷出清新ꎮ 庄

周世无有ꎬ谁知此凝神ꎮ”(«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这种自我的消退ꎬ是凝神专注的结果ꎬ也是本

性体验物我一体的极致状态ꎮ
本性体验迹化为作品ꎬ作品便具有“真”的特点ꎮ 一方面ꎬ“真”指作品表现了道ꎮ 如王微«叙画»中

说:“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ꎮ”“太虚之体”即道ꎮ 当然ꎬ道不是抽象的ꎬ它体现在大化流行之中ꎮ 另一

方面ꎬ“真”指作品意境纯粹空灵ꎬ即恽南田评倪瓒画时所说的“洗尽尘滓ꎬ独存孤迥” («南田画跋»)ꎮ
本心所观照的世界是一个远离私欲、成见、妄念、计较和尘寰喧嚣的世界ꎮ 黄庭坚说:“虚心观万物ꎬ险
易极变态ꎮ 皮毛剥落尽ꎬ惟有真实在ꎮ”(«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八)“变态”指内心虚静时所看到的

不同以往的情景ꎬ也就是去除表面赘物而留下的一个真纯世界ꎮ 后来石涛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于墨海

中立定精神ꎬ笔锋下决出生活ꎬ尺幅上换去毛骨ꎬ混沌里放出光明ꎮ”(«画语录絪缊章»)去除表面“毛
骨”ꎬ画境便显得光明莹洁ꎮ 道的表现和意境的纯粹空灵两方面的“真”ꎬ最终都落在本性体验这一本根

上ꎮ 究其实质ꎬ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真”的品格是因其体现了人的本性ꎮ 作品境界的“真”是艺术家人

格修养的结果ꎮ
既然艺术家需要一定的人格修养ꎬ艺术作品也表现了本性体验ꎬ那么艺术欣赏活动就有助于欣赏者

人格修养的提高和本性的觉醒ꎮ 沈宗骞说:“画直一艺耳ꎬ乃同于身心性命之学ꎮ”又说:“画虽一艺ꎬ古
人原借以陶淑心性之具ꎮ”(«芥舟学画编»)说明绘画艺术向来被用于涵养性情ꎮ 况周颐对这种艺术功

效的发生做了具体说明ꎮ 他说:“读词之法ꎬ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ꎬ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ꎮ 然后

澄思渺虑ꎬ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ꎮ 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ꎬ乃真实为吾有耳外物不能夺ꎮ”(«蕙
风词话»卷一)在集中心意ꎬ反复涵咏、玩味作品的过程中ꎬ作品意境便逐渐对欣赏者内心进行渗透ꎬ最
终变为欣赏者现实的心境ꎮ

然而ꎬ人格修养又是欣赏活动的前提ꎮ 辛弃疾说:“青山欲共高人语”(«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

丞相赋»)ꎮ 同声相应ꎬ同气相求ꎮ 共鸣的发生ꎬ有赖于欣赏者是否具备相应的素养ꎮ 郭熙«临泉高致
山水训»说:“看山水亦有体ꎬ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ꎬ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ꎮ”“林泉之心”即体现了道

家精神的超逸心态ꎬ郭熙认为只有它才能真正欣赏到自然山水的美ꎮ 在人格修养和欣赏活动之间存在

着双向影响:一方面欣赏活动有益于人格修养ꎬ另一方面人格修养又是展开深入欣赏的前提ꎮ 正是在这

种双向互动中ꎬ欣赏活动始终与人格修养密切相关ꎬ最终推进欣赏者走向本性的觉醒ꎮ 欣赏者若能提高

人生修养ꎬ本性得以觉醒ꎬ那么原本的生活便焕发出新的光辉ꎮ 蔡邕«琴操水仙操»与«乐府解题水

仙操»提到“移人情”“移我情”ꎬ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记有邵茂齐“天上月色能移世界”之论ꎮ “移人

情”“移我情”即去除尘情ꎬ洗涤心胸ꎬ若此便能“移世界”ꎬ改变原有世界ꎬ以故为新ꎬ一个新世界立于眼

前ꎮ 诚如王羲之所云“从山阴道上ꎬ犹如镜中行也”ꎮ② 有了一颗超然玄远之心ꎬ眼前一切都变得光明莹

洁、清新朗亮ꎮ
由人格修养到本性体验ꎬ再到艺术审美ꎬ最后又返归人格修养、本性体验ꎬ从而使整个生活得以改

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本性美学的整体性ꎮ 本性美学的内容ꎬ除了儒道释三种本性体验之外ꎬ还包括深

受其影响的艺术审美、自然审美ꎮ 通过以上多方面考察ꎬ不难发现ꎬ本性美学有非常明显的人生修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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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塑造和生活改造的功能指向ꎮ 这种功能指向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三、本性美学对现代美学“生活改造论”的影响

中国现代美学是在改造国民性格同时也改造现实生活的氛围中诞生的ꎬ具有明显的“生活改造论
取向”ꎮ 所谓“生活改造论取向”ꎬ即通过审美来培养中国人的超越性精神ꎬ并以此“来具体引导中国社
会、中国人生活现实的改造”ꎮ① “生活改造论取向”最集中地体现在“美育”和“人生艺术化”两大主题

中ꎬ它显然赓续了本性美学的基本精神ꎮ 改造国民精神状态和生活现实ꎬ必然要向西方学习ꎬ激进派甚
至主张全盘西化ꎮ 然而ꎬ在大多数美学家那里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智慧仍然起着重要作用ꎮ 作为
古代哲学之核心的本性美学对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和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具体影响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儒道释的本性体验原本是古代三种理想的审美化生存方式ꎬ而受其影响的艺术理论最终也指
向生活境界的改变ꎮ 中国现代美学继承了这一传统诗性文化精神ꎬ将“超脱”“无所为”“情感”“趣味”
等审美因素融入生活活动之中ꎬ致力于将现实生活从机械、枯燥、麻木、虚伪和狭隘中救赎出来ꎮ

蔡元培以审美的“超脱”(无个人利害计较)与“普遍”两种特性为根据ꎬ拟通过美育陶养出作为高
尚行为推动力的情感ꎮ② 如此一来ꎬ道德活动便审美化了ꎬ不再仅仅是遵守外在规范的强制性行为ꎬ而
有内在情感的支撑ꎮ 梁启超说:“人若活得无趣ꎬ恐怕不活着还好些ꎮ”③他也特别注重情感在生活中的
作用ꎬ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ꎮ④ “趣味”和“情感”在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ꎬ正是梁启超对生
活艺术化的追求ꎮ 朱光潜主张“以出世的精神ꎬ做入世的事业”⑤ꎮ 他还说:“艺术是情趣的活动ꎬ艺术的

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ꎬ“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ꎮ⑥ 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和
“情趣化”来实现入世生活的审美化ꎮ 宗白华认为ꎬ人生不能殉于追求种种目的的劳作ꎬ而要将外在目
的收归于自己内心的兴趣ꎬ这样就以“游戏”的方式举重若轻ꎬ行所无事ꎮ “‘美的教育’就是教人‘将生

活变为艺术’ꎮ”⑦丰子恺说:“所谓艺术的生活ꎬ就是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ꎮ”⑧

他还认为ꎬ艺术教育“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ꎬ“培养小孩子的这点‘童心’ꎬ使长大以后永不泯灭”ꎮ⑨

“童心”不灭也就是使内心保持趣味、真诚和同情ꎮ 丰子恺的“艺术的生活”和“艺术教育”思想都显露

出谋求生活的审美化的努力ꎮ
中国现代美学家大多坚持审美无利害性这一信条ꎬ但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对审美自律的追求ꎬ将审

美置于生活之外ꎬ而注重审美对于狭隘的个人利害的超越ꎬ将审美与生活联结起来ꎮ 换言之ꎬ西方传统
美学谋求审美与生活的区别、分离ꎬ而中国现代“生活改造论取向”则赓续了古代审美化生存传统ꎬ追求
审美与人生、生活的融合ꎮ 本性美学对 ２０ 世纪中国美学的影响ꎬ使其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一方面ꎬ它
借鉴西方美学及其科学理性以完成学术的现代化ꎻ另一方面ꎬ又不愿将审美与生活区分开ꎬ而持守中国
传统美学的实用理性精神ꎮ

第二ꎬ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人生境界之学ꎬ作为其核心的本性美学致力于去除迷惑的私心和机心ꎬ
从而发挥本性的价值源头作用ꎮ 中国现代美学延续了这一传统ꎬ将人格修养和心灵态度的转变视为解
决社会人生问题的根本ꎮ 正因如此ꎬ美育和“人生艺术化”问题才引起美学家强烈的关注热情ꎮ

蔡元培意识到ꎬ科学越来越昌明而宗教衰落了ꎬ物质越来越发达而情感衰颓了ꎬ因此“人类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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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一天天隔膜起来ꎬ而且互相残杀”①ꎮ 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 他主张通过美育ꎬ让人们在审美中重

拾那美好的温情ꎮ “我以吾国之患ꎬ固在政治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ꎬ而其根本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

皆汲汲于近功近利ꎬ而毫无高尚之思想ꎬ以提倡美育足以药之ꎮ”②很显然ꎬ蔡元培是把人心陶养作为解

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ꎮ 梁启超说:“一个人麻木ꎬ那人便成没趣的人ꎬ一个民族麻木ꎬ那民族便成

没趣的民族ꎮ 美术的功用在把这麻木状态恢复过来ꎬ令没趣变为有趣ꎮ”③因此ꎬ梁启超希望通过趣味教

育和情感教育来塑造“新民”ꎬ进而改变中国社会现状ꎮ 王国维把宗教和美术(艺术)作为禁烟的根本ꎬ
如果不从根本处下手ꎬ就如庸医治病治标不治本ꎮ 他甚至还认为:“生百政治家ꎬ不如生一大文学家ꎮ”④

这就把艺术和审美的意义看得相当高了ꎮ 宗白华曾提出一种“唯美主义”的生活态度:“我们把世界上

社会上各种现象ꎬ无论美的ꎬ丑的ꎬ可恶的ꎬ龌龊的ꎬ伟丽的自然生活ꎬ以及俗的社会生活ꎬ都把他当作一

种艺术品来看待ꎮ”⑤这样便超越小己ꎬ打消现实所引发的烦闷了ꎮ 朱光潜在«谈美»中写道:“我坚信中

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ꎬ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ꎬ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ꎮ 要求人心净化ꎬ先要求人生美

化ꎮ”⑥他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完全在制度上ꎬ更在人心上ꎬ因而企图以审美精神来净化人心ꎬ改造社

会ꎮ 受佛教等传统思想影响ꎬ丰子恺特别注重心性修养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ꎮ 他在桂林师范任教其间ꎬ
十分赞同校方“以艺术兴学ꎬ以礼乐治校”的宗旨ꎬ甚至认为这些“实比抗战建国更为高远”ꎮ⑦ 在他看

来ꎬ抗战建国只是一时的历史任务ꎬ而艺术教育是洒扫心田的恒常事业ꎮ
就古代本性美学而言ꎬ本性觉醒只有在摆脱情欲的束缚后才有可能ꎮ 这一点恰与西方美学的无利

害性、审美态度等理论有相契合处ꎮ 因此ꎬ中国现代美学往往将去除私欲妄念的传统思想与西方审美态

度混在一起ꎬ致使无利害性、审美态度等美学学科概念染上了浓厚的人生哲学意味ꎬ也致使这些本来对

审美有着多重限定的概念ꎬ偏指对个人利害的超越ꎮ
第三ꎬ在本性体验中ꎬ宇宙世界具有了一体关联性ꎮ 本性美学的物我一体思想影响了现代美学ꎮ
蔡元培认为ꎬ在现象世界中有人我之差别ꎬ遂有种种区分ꎬ于是ꎬ需要弥合现象世界的差异而入于实

体世界的浑同之中ꎮ 美育正有益于此ꎬ因为它能“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逐渐消除ꎮ⑧ 蔡元培把

实体世界解释为无人我差异的混同世界ꎬ显然受中国哲学万物一体观念的影响ꎻ而作为由现象世界到实

体世界之津梁的审美ꎬ也就具有了物我一体(破除人我之见)的特点ꎮ 梁启超认为ꎬ情感“把我的思想行

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ꎻ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ꎮ⑨ 情感教育“使人成为不忧的仁者”ꎬ而
仁者则在于体认“宇宙即是人生ꎬ人生即是宇宙ꎬ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ꎮ “有了这种人生观ꎬ自然

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ꎬ而万物与我为一’ꎻ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ꎮ 他的生活ꎬ纯然是趣味化艺术

化ꎮ”可见ꎬ实现物我一体的境界是梁启超所谓情感教育和生活艺术化的重要目的ꎮ 宗白华认为ꎬ同情

是社会结合的原因ꎬ也是艺术的起源ꎬ艺术就是将人的同情心向外扩张到宇宙自然里去ꎮ 在同情中ꎬ
“人我之界不严ꎬ有时以他人之喜为喜ꎬ以他人之悲为悲ꎮ 看见他人的痛苦ꎬ如同身受ꎮ 这时候ꎬ小我的

范围解放ꎬ入于社会大我之圈ꎬ和全人类的情况感觉一致颤动”ꎮ 丰子恺也认为ꎬ在“艺术生活中ꎬ视外

物与我是一体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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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ꎬ同情是物我一体产生的心理原因ꎮ 我们这里所说的同情、物我一体与西方美学中的“移
情”有一定的联系ꎬ但文化色彩极不相同ꎮ 移情的世界观背景是物我对峙ꎬ而同情的世界观基础是物我

皆同类(庄子说“与天为徒”ꎬ禅宗说“一切色是佛色ꎬ一切声是佛声”ꎬ张载说“民胞物与”)ꎮ 因此ꎬ移情

是异类间的想象性赋予ꎬ而同情是同类间的相互感应ꎮ 移情必须超越它的世界观背景ꎬ具有不同于现实

生活的虚幻性ꎻ而同情由于已有世界观作为基础ꎬ因而具有现实感受的真实性ꎮ 较之移情ꎬ同情更契合

生活艺术化的需要ꎮ 当然ꎬ移情与同情在心理上毕竟有许多相通之处ꎬ所以中国现代美学又往往不太注

重二者的区别ꎮ
第四ꎬ中国现代美学继承了本性美学中的和谐生命情趣ꎮ 如前所述ꎬ本性美学中的和谐生命情趣包

括两方面:一是人内在的和谐生命体验ꎬ二是对遍布于宇宙世界中的和谐生命力的欣赏与秉承ꎮ
梁启超自称信仰趣味主义ꎬ而且认为孔子也追求趣味生活ꎮ 他说:“孔子因为认趣味为人生要件ꎬ

所以说:‘不亦说乎? 不亦乐乎?’说:‘乐以忘忧’ꎬ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ꎬ好之者不如乐之者’ꎮ”①到了

“乐”的阶段ꎬ人与道一体ꎬ内心安宁和谐ꎮ 林语堂把“幽默”作为“生活的艺术”的一方面ꎮ 在他看来ꎬ
中国人的幽默与道家超脱精神有关ꎮ 他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ꎬ其文化必日趋虚伪ꎬ生活必日趋欺

诈ꎬ思想必日趋迂腐ꎬ文学必日趋干枯ꎬ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ꎮ”②也就是说ꎬ幽默可以摆脱生活的苦

闷ꎬ有助于保持人的生命活力ꎬ使心灵和谐发展ꎮ 朱光潜受儒家礼乐精神的影响ꎬ认为一个理想的人或

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和礼的精神ꎮ “乐的精神是和ꎬ静ꎬ乐ꎬ仁ꎬ爱ꎬ道志ꎬ情之不可变ꎻ礼的精神是序ꎬ
节ꎬ中ꎬ文ꎬ理ꎬ义ꎬ敬ꎬ节事ꎬ理之不可易ꎮ”③宗白华力倡“艺术的人生观”ꎬ希望人们像艺术创作那样来创

造自己的生活ꎮ 这种思想可以为现实人生注入活力ꎮ 其实ꎬ宗白华的意境理论也没有离开对人生问题

的关注ꎬ以及对合理人生观的探索ꎮ 艺术意境所要表现的不是盲目冲撞的生命力ꎬ而是通过文理节敛了

的、有节奏的和谐生命力ꎮ 宗白华认为中国画 “所描写的对象ꎬ山川、人物、花鸟、虫鱼ꎬ都充满着生命的

动———气韵生动ꎮ 但因为自然是顺法则的(老庄所谓道)ꎬ画家是默契自然的ꎬ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

深深的寂静”ꎮ 这种“寂静”是中国绘画所表现的“最深心灵”ꎬ它没有“烦闷苦恼ꎬ彷徨不安”ꎮ④ 气韵生

动是宇宙世界的和谐生命力ꎬ没有“烦闷苦恼ꎬ彷徨不安”是心灵上的安宁ꎮ
中国现代美学ꎬ甚至在同一美学家那里ꎬ既有对古代生命和谐精神的强烈批判ꎬ也有对它的高度肯

定ꎮ 中国古代的“中和”思想ꎬ“不免有保守一面ꎬ但作为士人精神修养有其重要意义ꎮ 然而在其流转、
普泛化过程中ꎬ中和的内在精神完全被掏空ꎬ成了保守、懦弱、苟且的托词”ꎮ⑤ 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和的

批判是在反省国民性格上展开的ꎬ而在精神文化的建设上又对它极力推崇ꎻ批判是从一时的需要出发ꎬ
而推崇是着眼于长远的精神需求ꎻ批判的是表层的和谐ꎬ而推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和谐精神ꎮ 但无

论是批判还是肯定ꎬ均非出于审美本身的原因ꎬ而是出于人格修养和生活改造的需要ꎮ
整体看来ꎬ现代美学对本性体验的直接讨论已不多见ꎬ但接续了其中人格修养、人格塑造及生活改

造等精神ꎮ 不抓住中国现代美学与古代美学的内在关联ꎬ就很难理解这些美学家何以如此重视美育ꎬ又
何以力倡“人生艺术化”ꎮ 当然ꎬ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和人生艺术化思想不是对古代美学传统的简单重

复ꎬ除做出了一些具体探索外ꎬ还引入了不少西方美学思想ꎬ特别是这些研究“被置于对国人进行现代

性背景下的感性启蒙和反思现代化及其理智主义弊端的复杂语境之中”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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