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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水畫與宋明理學

眾所周知，山水畫是中國文化的

一種特殊象徵，千百年來它以特有的

方式凝聚了文人對意義世界的追尋。

然而自五代北宋以來形成的傳統山水

畫精神在明清之際卻遭遇了一場顛

覆，它離我們已然遠去數百年，今天

我們能感覺到的只是它遺留的殘影，

如同在遠處回蕩的鐘聲一樣飄渺。傳

統文人的精神世界離我們是那麼遙

遠，以至於我們面對他們留下的印�

時不知所從。目前，關於怎麼理解傳

統山水畫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

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探索關乎我們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準確認知。山水畫在

傳統中國世代相傳，是中國文化特殊

的代表形式，它究竟有¦怎樣的精神

內涵讓我們祖祖輩輩如此嚮往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有¦多種的說

法，其中佔主導地位的觀點認為傳統

山水畫的根本精神是老莊思想，以徐

復觀為代表1。這種觀點雖在某些層

面上揭示了中國藝術的獨特面貌，但

是就傳統山水畫的內在理路來說卻並

非如此。近來也有人從史料層面論證

山水畫精神與理學的關係，但他們並

沒有進入到內在義理層面。筆者通過

對五代荊浩的《筆法記》、北宋郭熙的

《林泉高致》與韓拙的《山水純全集》等

經典山水畫論的文本分析時發現，山

水畫的內在義理結構與宋明理學具有

驚人的一致性。山水畫即是理學天理

世界的圖景，二者無論在論證基礎

與論證方式還是理論的結構都非常契

合。

畫山水觀念原本誕生於六朝文人

的修身需要與遊山水的風尚2，玄學

時代對玄想式道德的追求與崇尚自然

是修身與遊山水的內在動力。另外，

對於繪畫來說，要對繪畫賦予意義，

首先要畫家覺得自我個人的存在有意

義，而玄學時代的「獨化」觀念便為此

提供了理論依據，這是繪畫的必要條

件，因為只有這樣畫家才會熱衷於表

達。以老莊思想為傳統山水畫精神者

實際上是混淆了老莊思想與玄學的關

係，其實老莊思想只存在於先秦，它

原是對先秦儒學的全面否定，而玄學

是以無為為新的道德追求，即玄想式

的道德。二者的一個基本區別是：老

莊提倡無為而玄學則把無為當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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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老莊雖然崇尚無為與自然，但只

限於無為的狀態與情意我的觀賞而已，

因此先秦的老莊思想並沒有直接開拓

出藝術精神。玄學時代對老莊思想的

重新闡釋產生了常識理性精神3，並

對自然本身賦予了價值。這些因素使

得畫山水這一特定的行為變得有意

義，因為自然山水本身就有價值，畫

山水還可以修身。

六朝畫山水觀念雖已緣起，但畫

山水還只是個別行為，且技術也不成

熟，相比人物畫，從六朝到唐初山水

畫還一直處於從屬地位。在唐代佛學

入世轉向之際，佛學為世間帶來了獨

特的「觀想法門」，這在客觀上為山水

畫的成熟提供了必要的技術保障。同

時經過佛學的薰習，中國社會的意識

形態當中多出了一個境界的層面，這

也為理學的天理與山水畫的意義追求

提供了安頓處。隋唐佛學時代人們的

興趣本不在於藝術，繪畫的價值只在

於它的社會功能，也就是說它只是一

種工具而本身並無意義。這時繪畫的

題材只是一些佛教人物、經變故事以

及人物肖像等，基本屬於人物畫。這

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唐末，當時在中國

社會人們的觀念出現了巨大的轉變，

人們的興趣從佛學逐漸走向儒學，這

在繪畫上也有所反映，正是這時，以

山水為志業的畫家才開始多了起來。

在這背後實際上是人們的興趣從了悟

空性轉向實現此世之真理，如荊浩的

《筆法記》就意在破除虛無之空義，而

指向一個有形有質的氣化世界。

山水畫與理學在五代和宋時期同

時達到高峰，在宋人天理世界中，自

然山水為天理世界的經驗顯現4。在

宋人看來，天地山川就是宇宙，山水

的大小、遠近的次第關係具有等同於

宇宙秩序與道德倫常的意義。從《林

泉高致》與《山水純全集》這兩個文本

中可以看到這種宇宙秩序明確的投

射，同時這兩部文論的理論建構都以

常識理性為基礎，這也是宋明理學基

本理論特徵的顯現。我們不難想像，

在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理學時代，一

旦山水畫自身的語言成熟得足以說明

天地山川背後的天理時，那麼它的興

盛就會成為必然。如果離開特定的宋

明理學背景，山水畫會是怎樣的面貌

我們無從知曉，但由於二者義理的深

層同構性，因此我們不能離開理學來

了解山水畫的起源與演變。

山水畫的成熟除了有賴於特定的

義理資源外，還需要有技術的保障，

而這一點也是來自宋明理學的理論貢

獻，這便是宋儒選擇性吸收並改造的

佛家觀想法門。原本佛家是通過觀想

以去除對經驗現象的執著而證悟空

義，而宋儒則是用相似的方法以冥通

天理，這是宋明理學的基本修身與格

致方法。正是宋儒對佛家觀想法門的

吸收學習並演化，為山水畫提供了量

身裁製的方法，觀想與天理世界一道

為山水畫的成熟分別提供了方法與理

論的資源。然而經過明末清初理學向

氣論的轉化，山水畫對天地山川景象

的取捨安排便不再堅持冥通天理的

「觀想」，而轉為直接對應於經驗現象

的「寫生」了。

對於今天的繪畫藝術來說，寫生

的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絕大多數人

都認定寫生是繪畫的必然環節。山水

畫從觀想到寫生的演變是一個重大的

理論問題，筆者認為其演變背後實際

上折射出山水畫與宋明理學關係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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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模式。本文將通過文本研究來考察

觀想與寫生轉變的具體過程，從而了

解理學的成長變遷與山水畫起源和演

變的關係。

二　「寫生」的起源

我們今天對於「寫生」有一個基本

一致的定義，即寫生是直接面對對象

進行描繪的一種繪畫方法，基本有風

景、靜物和人像等多種描繪不同對象

的寫生門類。「寫生」一詞來源久遠，

它原本就如同我們的理解那樣，是對

應於所有對象的嗎？

當我們翻開古人畫論時會發現，

「寫生」並非如我們今天的一般定義，

而且所指涉的範疇也不是沒有分別而

包羅萬象的。筆者通過梳理歷代畫論

所有關於「寫生」的論述，發現「寫生」

原本只是指涉花鳥畫，而極少涉及到

人物畫與山水畫，即便涉及，其用法

也比較邊緣。通過閱讀古人畫論我們

可以看到，所有的「寫生」基本不外乎

分為三種意義類型：一、寫生花鳥

類，如花卉、竹子、翎毛、畜獸等；

二、代指花鳥畫作品及其畫科；三、

引申為人物與山水寫生，這一用法出

現很少，且極為邊緣與模糊。同時在

古人畫論中，我們還可以經常見到另

一詞語，即「寫真」。「寫真」與「寫生」

意義比較類似，它也並非無差別地指

涉任何範疇，而是基本用於人物肖像

畫範圍或直接指涉肖像畫作品，極少

用於山水畫與花鳥畫領域。

為何「寫生」與「寫真」一樣——指

涉範圍都極為專門而且都不針對山水

呢？鑒於「寫真」與「寫生」情況的相似

性，為了對「寫生」做一個更好的理解

和定位，我們有必要先將二者做一個

比較研究，通過追本溯源，從各畫科

繪畫方式的專屬性以及詞義變化來探

索這個理論問題。

我們都知道，古人說到繪畫基本

用「寫」來指稱，而「寫」在漢語中從古

至今主要都是指書寫、傳抄，在漢以

前書寫只用「書」字指稱，漢以後「書」

與「寫」才開始並用，為甚麼古人用

「寫」來指稱繪畫行為呢？「寫」原意是

指移置、放置物件，《說文解字》曰：

「寫，置物也」5。「寫」另有傾訴、抒

發與仿效之義。漢鄭玄《〈毛詩傳〉箋》

注謂風雅之中「寫」有「除」、「舒」之

義6，即傾訴、抒發之義。關於效仿

之意的用法也不少見，如「模寫」之

「寫」。

從以上諸義我們大致可得出「寫」

之意涵流轉的脈絡，從中不難理解，

代指繪畫的「寫」當與移置、放置、傾

訴、抒發與仿效諸義有所關聯。簡言

之，「寫」即為仿效對象之形，再轉移

安置於畫面，而畫家可以藉此過程以

抒發個人情懷，用古人之語即為「寫

照」。「寫照」是一種特定的繪畫方

式，從方法上來說它跟今天的寫生一

樣，都是直接面對對象而進行描繪。

我們看到，「寫」與繪畫相關的用法早

已出現，但為甚麼用來代指繪畫要到

漢以後的六朝呢？這實際上與玄學時

代的「物各自造」的獨化觀念密切相

關，因為只有個人自我的存在本身具

有意義，表達個人才有必要，「寫」才

會是一個有意識的行為。

如上文所論，「寫」為寫照，那麼

「真」與「生」又怎麼解釋呢？宋黃休復

《益州名畫錄》有論道：「玫曾與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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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董大尉璋寫真。先主惡之，不為寫

己，乃命阮知誨獨寫己真。」7黃休復

所謂的「真」即指真容、肖像之意，同

樣的用意在古人畫論中比比皆是。

「寫真」的基本要求在於形似、逼真，

本意為貌寫人物之真容（即肖像），同

時它還代指肖像畫並以其區別於創作

型的人物畫。對人物肖像的「寫真」直

接狀寫目之所見即可，它既不需要也

不可以隨意想像，而創作佛道神怪之

類的題材卻有賴於想像，因為此類對

象並無「真容」可寫。

「寫真」的基本要求是準確再現人

物的相貌與神態，它基本專屬於人物

畫也就不難理解了。畫人物肖像的「寫

真」要對應被「寫」人物的特定面貌，這

是常理；相較於人物畫，花鳥畫則有

些不一樣，它不需要把對象的特定形

態即「真容」作為基本標準，那麼「寫」

花鳥的「生」又當以甚麼為標準呢？

今存唐以前之文不見「寫生」一

詞，最早論及者當屬唐代僧人彥悰。

筆者通過對古人畫論的梳理得出「寫

生」之「生」有生物、生生不息之機、

物之生意、生動、物理、規矩等諸

義，既然如此，那麼專注於對象的形

就沒有像人物肖像畫那麼必要，同時

肖像畫對於每個人形象的特殊性與專

屬性也非花鳥畫所必須。既然花鳥畫

對於對象沒有人物畫那樣的特定性，

那麼它就跳過了人物「寫真」的那種對

應形似的第一層要求，而直接進入對

形而上層面的追求，它的本質追求與

現實結果就落在「生」字上面。

通過對上文的梳理，我們可以進

一步概括「生」的定義，要言之，它大

致當為生物（即動植物，區別於人與

佛道鬼神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如

此一來，「寫生」的具體追求當為生物

的生長規律，這一理論無疑來源於儒

學所提倡的生生之德。生生之德的概

念源自《周易》8，宋周敦頤有進一步

的闡釋9。儒生以此為對生命永恆的

化生與維生力量的讚嘆，這便是畫家

寫生的本源追求。

三　「寫生」與「觀想」

從上文我們不難看到，「寫生」與

「寫真」那種直接應對於對象的寫照不

能對應山水。作為人物肖像的「寫真」

很明顯與山水畫不對應，然而花鳥的

「寫生」與山水畫之間的概念差異，我

們今天卻不容易分辨。清以前各代論

山水基本不用「寫生」，即便偶爾借

用，其用法也很邊緣，且概念不明

確。相較其借用義的模糊，另一番情

況卻是古人在分別二者時很明確，如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謂：「寫生與

山水不能兼長，惟黃要叔能之。」bk相

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從上文可以看見「寫生」的指向與

山水畫範疇的偏離，我們今天對這種

情況並不甚清楚。與人物花鳥一樣，

山水畫也有其專屬的基本方法，即觀

想。我們知道天地山川之大遠非人物

與花鳥那樣可以一目了然，山水之大

足以讓我們的感官無從施展，北宋沈

括曾因此而提出「以大觀小」之山水畫

取景與布局原則。我們大致可以想

見，山水不同於人物，追求形似既不

必要也不高明；同時山水也不同於花

鳥，它不僅僅需要掌握草木的生長規

律，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天地山川之常

理，如此一來，「寫照」之法就顯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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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不夠，實際上早期的山水畫基本不

用「寫」來指涉，由此亦可窺見一斑。

唐人朱景玄在他的《唐朝名畫錄》

中論道：「前朝陸探微屋木居第一，

皆以人物禽獸，移生動質，變態不

窮。凝神定照，固為難也。故陸探微

畫人物極其妙絕，至於山水、草木，

粗成而已。」bl很明顯他認為陸探微畫

屋木、人物禽獸皆極佳，而因凝神定

照（即觀想）較為難及，因而其畫山

水、草木只是粗成而已。郭熙在《林

泉高致》中論及山水畫的布置法則時

談到：「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

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

氣象。」一障山川只需遠望便見其形

勢氣象，而數障乃至無窮障呢？同篇

又說道：「身即山川而取之」，如是則

可窮盡數十百山之意態bm。那麼置身

於山川中怎樣取山水之相呢？這需要

解決兩個基本問題：一、山川萬物之

理是甚麼？這一點無疑將訴諸宋人的

天理世界；二、怎麼攝取山川萬物之

境以及如何通過繪畫來表達？這需要

一個超出經驗感知的層面，而超越經

驗到感通與表達天理這一過程即需要

觀想之法門，這實際上也是宋人格致

的一個基本方法。

觀想與平常的想像不大一樣，它

不僅僅限於經驗層面，反之它所意求

的是從經驗世界獲得超越的心靈狀態

與認知境界。觀想為佛家去妄念而入

定的一種修行法門，各宗派具體的觀

想法門雖形態多樣bn，但基本原則一

致，即皆由有相入無相而最終觀實相

即空。今天我們還能在敦煌莫高窟看

到《觀無量壽經》之十六觀的其中觀想

場面，而這些也是今天僅存的五代之

前的山水畫原�bo。

佛家觀想的主旨是觀空、解脫，

而宋明儒觀想的目標卻不一樣，他們

指向的是一個有別於空道的玄冥妙有

之理。只有當觀想指向天理世界時它

才會成為山水畫的基本方法，而指向

空義則一來與山水畫無涉，二來對經

驗世界的表述不會出現秩序感極強的

圖景。唐末五代的山水畫家對觀想法

門的學習與吸收，從當時諸家的畫論

中可以窺見一斑bp，如荊浩《筆法記》

中「六要」之「思」即是觀想之意，「六

要」原本是對謝赫《畫品》中「六法」的

承繼與發展，但它與「六法」最大的區

別是多了「思」的觀想層面。另外，從

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觀無量壽經》（局部）



104 景觀

《林泉高致》中可以了解到，郭熙繪

畫前必先觀想一番，而觀想則有賴於

他平日的靜坐bq，就像修行人打坐一

樣，而這正是理學的日常主敬的修身

功夫在他身上的投射。

明唐志契在他的《繪事微言》謂：

「昔人謂畫人物是傳神，畫花鳥是寫

生，畫山水是留影。」br這句話大致點

出了人物、花鳥、山水的各自追求。

如同「寫真」與「寫生」分別對應人物肖

像與花鳥，觀想法門基本只用於山水

而人物與花鳥則極少涉及。正是宋明

理學對佛教觀想法門的吸收改造後，

山水畫才獲得其專屬的方法，並因此

而為山水畫在中國文化之地位的崛起

提供了技術上的保證。

四　結語

觀想之於山水的必要性如上文所

述，是畫山水的一個必要條件，但如

果山水畫不再論及或使用觀想之法又

會怎樣呢？

觀想之法從佛教轉出後，山水畫

家即以此來實現對天理的認知，同時

以此來完成對天地萬物景象的取捨安

排，山水畫家因此而沉浸在揮灑的痛

快之中達數百年之久。但是在明清

之際，中國文人因亡天下之痛而深刻

反思理學的理論問題，因此宋明理學

的價值內容發生了巨大轉變，氣論

由是興起bs，「理在氣中」一反宋明儒

學之「理在氣先」的先驗哲學體系，它

是對宋明理學全盤價值逆反的一種宣

誓。既然形而下之「氣」在理論架構上

高於形而上的無形無影之「理」，那麼

還需要再堅持觀想的格致方法嗎？

一旦最高層面的東西是可以經驗

的，而且唯有通過經驗方能認知，那

麼靜坐冥想式的修身與格致方法就變

得不重要甚至不需要了，如此一來，

觀想法門就自然會被淡化或遺忘，從

此直接應對經驗現象的「寫生」也就名

正言順地成為山水畫的基本學修方式

了。由於對任何對象的認知都訴諸

直接經驗的方式，因此寫生便無差別

地對應於任何對象了，最終它也就順

理成章地成為最一般的繪畫方式之一

了。

隨¦氣論時代的來臨，「觀想」之

法逐漸離山水遠去而被淡忘，與此同

時，「寫生」之法則在山水畫的境域大

為興起。由於感覺的多樣與複雜，直

接感覺經驗對象會在客觀上造成結果

的不確定性，因此從明末清初至今的

山水畫流派紛呈，就好像超離了穩態

系統的基因一樣變幻無窮。由於明清

之際理學的逆轉，傳統山水畫取捨景

象的觀想之法流變為對景寫生，而正

是此時西洋繪畫開始傳入中國。西洋

繪畫基本把人與外物立為對象關係，

一為認知主體，一為認知對象，而主

體對對象的認知是通過經驗來完成

的，因此它便與中國直接對應對象的

寫生方式一拍即合，二者合流而成為

我們今天「寫生」觀念的由來。在這一

個轉變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傳統山

水畫的蛻變與衰微，這背後實際上是

宋明理學的天理世界的崩塌與主敬功

夫的衰落。

通過上文我們看到，山水畫從

「觀想」到「寫生」的每一個流變過程

中，無不與宋明理學成長與變遷存在

相互關聯。無論是從六朝玄學時代的

修身與遊山水，再到唐宋間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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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識理性精神，還是唐代佛學的入

世轉向，再到宋明理學的成長、成熟

以至明清之際的逆轉，這一過程的每

一步都反映¦山水畫的成長、興盛與

衰落變遷。從上文對山水畫「寫生」方

法的來源和發展與山水畫起源和演變

關係的考察，我們見證了山水畫的起

源與演變過程與宋明理學同步發展的

軌�，山水畫特定的觀想方法與相對

應的天理世界的追求，是其與宋明理

學義理深層同構性的一個有力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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