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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间一卉一木，无非造化生生之

妙。而吾之寓目于此，所以养吾胸中之仁，

使盎然常有生意。非以玩华悦芳为事也。

——真德秀

第 一 章
中国园林的本质：精神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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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是一种本体论层次的哲学，将

理解活动视为人存在的基本模式，认为通

过对文本和由文本指涉的文本世界的分析

和解说，人们才达到了理解和自我理解①。

所谓“自我理解”，是“超越绝对的个体性，

把自己与文本揭示的那个可能的世界，

那种新的存在的方式同一，把它看作自

己最根本的本质，和自己浑然一体，无

分轩轾。”②当代西方解释学的这一基本

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人对于文学艺

术的根本态度：“文以载道”“以艺载

道”，即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文学

艺术作为自身精神的一种载体，通过对文

本世界的理解来追求本体的道，从而实现

人生价值。在古人的价值体系中，文学艺

术是本体论的建构，是一种诗性的生存方

式和精神的栖居③。而园林作为中国古代

艺术的范例与集成，本身又是“朝斯夕斯”

的生活实境，典型地显现出精神居住的本

质。古代文人在园林开启的世界中“住了

下来”，在其中读书研理、“远俗见道”，

也在其中模山范水、感物寄兴，从而体悟

自身生命的价值，理解人生、历史、宇宙

的终极意义。论者对中国古代园林创作审

美的解释学传统的探讨，正是基于这一本

体论层次的根本前提。这一章，首先就中

国园林精神栖居的本质予以阐明。

   一、乐：本体论的艺术观

中国古代将艺术称为“乐”。乐的文

字起源（图 1-1）表明，其本义指与农作

物的成熟收获和喜庆有关的歌舞音乐，最

初与祭祀联系在一起，后来逐渐引申为人

喜悦兴奋的心理情感，并涵盖了包括园林

在内的所有艺术形式④。作为传统文化的

基本范畴， “乐”和“礼”是相互偕配的：

乐代表了艺术和情感，礼代表了礼制、礼

法等社会规范，“礼乐复合”即为儒家思

想的核心精神。

在儒家看来，每个生命个体既是个体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146 页。利科 ：《解释的冲突》，16 页。转引自张汝伦 ：《意义的探究——当代
西方释义学》，174 页，260 页，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② 海德格尔语。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174 页，269 页，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③ 朱良志：《中国艺术论十讲 ：曲院风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3。另见皮朝纲：《审美与生存——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现代意义》，成都，巴蜀书社，1999。

④ 相关研究包括：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见《青铜时代》，187 页，科学出版社，1943。其中提到：“中
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
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
的感官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李泽厚：《华夏美学》，
见《李泽厚十年集》，第 1 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王其亨，刘彤彤：《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
试论“乐”与中国古典园林》，载《规划师》, 1997（1）， 38-41 页。王其亨，官嵬：《礼乐复合的居住图式》，载《规
划师》, 1997（3），19-23 页。

图 1-1  象形文字中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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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的人，具有独立人格、性情、情

感，同时又是社会的人，具有相互依存的

社会性。而社会的发展又是以个体的人格、

性情、情感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①。完善

的儒者人格是人的个体心性和社会行为这

两方面充分协调的发展。“乐”与“礼”

分别作用于人的个体心性和社会行为两方

面。

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                 

《礼记·文王世子》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者也。

 《礼记·乐记》

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

心矣。

 《荀子·乐论》

礼，一般而言，即礼制秩序，社会秩

序，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它主要涉及对“社

会自我”的培养和教化，包括人怎样协调

与外部世界——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或

者社会与传统之间的关系②。而个体内心

世界或自然属性的发展，则是“乐”的关

注对象。即借助艺术形式对人的主观心理

结果——感情和自然生命进行陶冶和培

养，建立内在人性，实现内在人格精神的

自足自重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乐”不是外在

的强制，而是内在的引导，是通过群体情

感上的交流、协同、和谐而取得效果的，

因此就成就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或就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儒家理想而言，“乐”比“礼”更为直

接和关键。“修身”不仅需要靠作为群体

的人类社会的秩序规范“礼”来约束人外

在的行为，更需要借助艺术形式即“乐”

对人的主观心理结构——感情和自然生命

进行陶冶和培养。

孔子提出“立于礼，成于乐”，强调

了乐对人内心情感的教养作用，即以艺术

来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塑造情感，以建

立内在人性，实现内在人格精神的自足自

重，由此臻达理想的人生境界。正如《史

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

绝粮，从者病，而讲诵弦歌不衰。”《庄子·让

王》中记孔子与颜回对话，孔子问颜回曰：

“家贫居卑，胡不仕乎？”而颜回则明确

地表示：“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

道者，足以自乐也。”在其他场合，孔子

也曾多次称许颜回，如《论语·雍也》载：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

这被后世儒子津津乐道而发扬光大的“孔

① 李泽厚，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② 关于孔子的“礼”是协调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具体论述，参看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85-89 页，
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

③ 关于孔子的“乐”具有陶冶人内心世界的作用，参看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280-281 页，纽约，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另见 Kenneth J. DeWoskin, A Song for One or Two : Music and the Concept 
of Art in Earl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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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乐处”，正代表了孔子强调的在“乐”

的教化陶冶下修身养性而“成于乐”的人

生境界（图 1-2）。这一儒家的人生最高

境界，正如李泽厚所指出，是主观心理上

的“天人合一”，是在立足于人生的终极

意义的思考下，在主体与他人、社会、自

然、宇宙的和谐之中体会到的自由、自然

与安畅。到这种境界，“万物皆备于我” ①，

“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② ，即人

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也就是所谓的尽性

知天、穷神达化，从而得到最大快乐的人

生极致③。

中国的文化，正是以“乐”为本体，

以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为依归的一种乐感

文化。而中国古代艺术，在“乐”的精神

感召之下，也并非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

存在，而是成为解决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

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方式。④ 它使人们的

生活审美化、艺术化，艺术创造活动本身

构成了人生的精神栖居或诗性生存。诗歌、

绘画、音乐、书法、园林莫不是“乐”——

这种本体论的艺术观的体现（图 1-3）。

① 引自 《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② 引自张载《正蒙·乾祢篇下》：“至诚，天性也 ；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
行而化可知矣。”

③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见《李泽厚十年集》，第 3 卷，309 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另
见李煌明 ：《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问题》，5 页，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06。 

④ 刘方：《艺术化人生 :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审美理想》，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 (1 )， 65-73 页。

图 1-2  学琴师襄：孔子对音乐修养的高度重视 ( 明正统九年刊本《圣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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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音乐是直通人心

的艺术形式。《礼记·乐记》指出：“乐

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

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

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

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

柔。”《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则强调：“五

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济

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魏晋以降，音乐更成为文人园居中不

可或缺的精神寄意手段。阮籍“夜中不能

寐，起坐弹鸣琴”（阮籍《咏怀·夜中不能

寐》，八十二首之一） ，谢灵运“安排徒空言，

幽独赖鸣琴”（谢灵运《晚出西射堂》） ，

白居易“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

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

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

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

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

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

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白居易《池

上篇序》） 明代的屠隆说得更为透辟：“琴

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

清夜月明，操弄一二，养性修身之道，不

外是矣。岂徒以丝桐为悦耳计哉。” ( 屠

隆《论琴》)

诗歌作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中

国文人诗性生存方式的典型代表。先秦就

有“诗言志”的命题，“志”，便包含着

情感。到魏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

缘情”，明确地体现了诗文具有精神自娱

的特征。之后，周敦颐提出影响深远的“文

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 的命题。

道，并非单纯的伦理政治之道，在很多情

况下，就是人的性灵①。明人焦竑曾明言：

“诗非他，人之性灵所寄也！”（焦竑《雅

娱阁集序》） 将诗作为精神栖居的本质

直接阐明。在创作实践当中，如陶渊明在

《五柳先生传》中说：“常著文章自娱，

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衔

觞赋诗，以乐其志。”苏东坡亦称：“某

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

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

俞此者。”（《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 

均体现了这种借诗文进行精神表达而陶然

自适的人生情怀。

图 1-3  寄情于山水、绘画、音乐的精神栖居

 刘贯道 消夏图卷（局部）（采自《中国绘画史图录》）

① 朱良志 ：《中国艺术论十讲 ：曲院风荷》，254 页，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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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也同样体现了文人怡养性灵、聊

以自娱的精神追求。如倪云林所说：“仆

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

聊以自娱耳！”（《答张仲藻书》）明人

汪珂玉《跋画》中引明画家杜琼之言云：

“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

惚变幻，象其物宜。是以启人之高志，发

人之浩气。”而清人王昱《东庄论画》亦云：

“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

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家多寿，盖

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大

耋者居多，良有以也。”可见绘画为获得

精神自适乃至精神还乡的重要方式。

书法亦为文人获得精神寄托的重要

形式。欧阳修在其《试笔·学书为乐》中说：“苏

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

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

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

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

以为乐，则自是有余。”苏东坡也认为“作

字要手熟……于静中自是一乐事”（《东坡

题跋·苏轼论书·记与君莫论书》） ，“笔墨

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

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

则犹贤于博弈也。”（《东坡题跋·苏轼论书·题

笔·阵图》） 均是将书法当作娱情遣性，满

足精神生活的方法。

清人袁宏道的所见则更具概括性。

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

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

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

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

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可见，对古人而言，艺术就是寄托人

之性灵，通达人生理想境界，也即“乐”

的方式。而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以艺

载道”“进技于道”等命题也都表明：一

切艺术形式都必须超越“技”而走向对“道”

的把握①。技，即形式、技巧，只是媒介

和手段；而道，则是合乎宇宙规律的人的

生命体验和存在方式。 在这种本体论的

艺术观的指引下，艺术的真正目的在于通

过艺术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与理想的存在方

式，通过艺术去实践合乎宇宙规律的人生，

也即达到本体论层次上的自我理解。

而古代艺术的优秀代表——园林，更

是将诗文、绘画、书法、音乐等多种艺术

形式进行高度浓缩，并和本体意义的“居”

相融合，又兼本身就是人们“身所盘桓，

目所绸缪”的实境，可以直接使人“情缘

境发”，思而咀之，感而契之，在一种审

美化、艺术化的生活中体会自己的“存在”，

这使得园林较其他艺术门类，其“乐”也

即“精神栖居”的本质更加清晰。

① 朱良志 ：《中国艺术论十讲 ：曲院风荷》，254 页，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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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宫苑（宅园）复合：礼
乐互补的社会环境

事物的本质特征总是在比较当中显

现的。园林，作为一种环境形态，和宫宅

（宫室、宅第）相辅相成，是礼乐复合的

文化模式在社会环境构成中的鲜明显现。

本节在将二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来阐明

园林“乐”的精神本质。

宫宅（宫室、宅第）是“礼”的具现，

这在古代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表述。

《墨子·辞过》谓：

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阮籍集·乐论》中直接点出：

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

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孔子还曾

明确强调：

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

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

有礼，故官爵序也……是故宫室得其度。

唐代孔颖达解释“宫室得其度者”为

“‘度’谓制度，高下、大小，得其依礼

之度数” ，而宫室就是秩序化的人际关

系所表现出来的居室空间。

关于“宅”，唐代徐坚的《初学记》

中述及：“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

以第来解释宅之义，注重的正是秩序。可

见，宫宅主要的功能是使人的居住得以有

序。事实上，历代国家典章制度如《明会典》

中均记载了官民宅第之制。明人张萱也认

为居室应当“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尽

美累其心。”①  宫室、宅第的物质形态，

也清晰地显现出“礼”的秩序，包括中轴

对称、主次分明的总体布局，殿、宫、楼、

阁等各式建筑在群体当中的相对位置、主

从关系，以至单体建筑的体量、屋顶的形

制、色彩的施用，都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规

定。进入此类空间，便能体验到这种秩序

的存在，这一秩序具有一般性，且确定不

变（图 1-4）。

对于宫宅和园林的差异，学界此前的

研究主要侧重于“儒道互补”的文化解释。

如博伊德（Andrew Boyd）就认为：“房屋

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组成，规则、对称、

直线条的，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

统的一种人为形制。花园和风景由典型的

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非对称的，曲

线的，起伏和曲折的形状，对自然本来一

种神秘的、本源的、深远和持续的感受。”② 

将园林简单归为道家思想的产物，而忽视

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贡献，

是学界长期以来的认识误区。如本丛书作

者刘彤彤与王其亨论述并指出，中国园林

具有深刻的儒学基因，孔子儒家思想则是

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根源③。另一方面，

文人作为实践园林居住的主要群体，其儒

者的身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待宫宅

与园林差异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回到儒家

① 张萱：《田宅》，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西园闻见录》，卷二十四，59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② 李允鉌 ：《华夏意匠》（第二版），306 页，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

③ 刘彤彤 ：《中国古典园林的儒学基因》，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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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复合的理想人格培养当中。规矩的宫

宅建置与儒者的“礼”的人格或社会性相

应。灵动的园林作为生气流行的宇宙的缩

微，则与儒者的“乐”的人格或个体、自

然性相应，直接滋养人的内在心性情感。

在“礼乐复合”精神的主导下，古人在构

建生活环境时，始终主张理性与感性、礼

制与情感的统一（图 1-5）。《礼记·丧

服四制》曾申明：“门内之治恩掩义，门

外之治义断恩。”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

表达得更为清晰：“仁，内也；义，外

也；礼乐，共也。……门内之治恩掩义，

门外之治义斩恩。”（郭店书简《六德》：

26-31 简）门之外，以义服为重，代表礼

制的堂屋、宅第、宫殿甚至城市，作为一

种具有社会性、礼制规范意义的居住，形

成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空间组合；门之

内，以恩服为重，“恩，取人之情也，恩

者仁也”，是一种家庭、情感性质的居住，

更进一步发展为个人化的、艺术的、精神

的居住，成为安顿心灵的“乐”的天地，

演化为诗情画意的园林场所。“宫中雍雍，

外焉肃肃”（《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

共同铸就了礼乐互补、和谐统一的生活空

间和社会环境，也促成了作为个体的人与

社会的人两种人格的中和与平衡（图 1-6，

图 1-7）。

就物质形态的层面而言，外界“礼”

凤雏村的早周宫殿遗址 （采自《傅熹年建筑史
论文集》）

清张惠言《仪礼图》中的春秋时期士大夫住宅图
（采自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

图 1-4  宫室、宅第建筑中清晰确定的秩序

耦园平面图（采自《苏州园林》）

图 1-5 “礼乐复合”的中国古代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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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宫中雍雍，外焉肃肃：礼、乐的不同空间环境促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平衡（一）

乾隆帝与皇子多人于宫苑内观赏雪景，郎世宁等绘《乾
隆雪景行乐图轴》（采自《清代宫廷绘画》）

雍正帝与皇子弘历于竹枝下赏梅 

郎世宁绘《平安春信图轴》 （采自《清代宫廷绘画》）

金川平定，乾隆帝御午门受俘

徐扬《平定两金川战图册》（局部）( 采自《清代宫廷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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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一）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二）

图 1-7 宫中雍雍，外焉肃肃：礼、乐的不同空间环境促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平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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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四）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三）

图 1-7 宫中雍雍，外焉肃肃：礼、乐的不同空间环境促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平衡（二）续



038

中国园林创作的解释学传统

的秩序在园林中被消解：院落递进式的组

织方式被自由灵活的布局取代；对称的中

轴线被迂回、委曲的流线置换；建筑间固

定的主从关系淡化，亭台楼阁、斋馆轩

榭，在园林当中的空间关系很少受礼制约

束；表现建筑等级的种种象征符号如屋顶

形制、斗拱及色彩的施用等，在园林当中

都不再发生效力；而园林当中曲径通幽、

小中见大、虚实隐显等种种独特的方法，

更为宫宅之中所不可能出现，作为将实景

加以幻化的手段，它使人超越现实的社会

环境，唤起自由的想象，令人领略无尽。

就营造过程而言，摆脱既有的规则秩

序，表现自身的主体精神，本来就是造园

者的追求。正如计成的好友郑元勋所说：

“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郑

元勋《题词》，收入《园冶》） 兴造园林并

没有客观的规则，虽然有客观要素，但更

重要的却是人，人的主体精神主导了园林

的兴筑：

是惟主人胸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

亦可。否则昂为造作，仅一委之工师、陶

氏，水不得滞带之情，山不领迴接之势，

草与木不适掩映之容，安能日涉成趣哉？

郑元勋《题词》，收入《园冶》  

第园筑之主，犹需什九，而用匠什一，

何也？园林因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愈非

匠作可为。

计成《自序》，收入《园冶》 

这样产生的园，必然是一种表现个人

构思的艺术作品。而宫宅的构建，却是一

种高度程式化的作业。其中所包含的个人

创造性，远逊于园林。

礼、乐不同的精神实质还鲜明地体

现在宫宅与园林不同的命名模式及内涵即

精神环境当中。“名”在中国文化中具有

特殊的神圣性，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名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名保留了列维·布留尔所阐释的原始时期

语言文字的巨大力量，“名字作为互渗的

记号，非同寻常，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它的含义能够制约和限制着被命名的存

在。”①不仅代表而且本身即是人的行为、

活动。作为一种符号，名绝不仅仅是散发

在空气中的声音，而是具有特殊的操作力

量，制约和限制人的行为世界。  

例如中华民族的第一个朝代“夏”的

命名就有特殊含义。在神话思维中，植物

生命最旺盛的时期同太阳生命最旺盛的时

期相吻合，以“夏”命名，即取其盛长阜

昌之义。在建成环境当中，首先是对于祭

祀、宫殿命名的高度关注。如周代的灵台、

灵沼，即隐喻了简狄登台承膺帝喾祖先的

神灵，从而使民族昌盛和国家得以建立的

故事②。礼制建筑辟雍，如《白虎通》的

解释：“辟者，象璧圜以法天。雍者，雍

之以水，象教化流行。”楚庄王的“匏居

之台”，匏，即葫芦，《礼记·郊特性》曰：

① 引自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30 页，甘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② 引自王毅 ：《园林与中国文化》，1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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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① 秦始皇

特将“信宫”易名为“极庙”，以拟“象

天法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北

极 ；之后如汉代的“未央宫”，唐代的“含

元殿”，直到明清紫禁城的“太和殿”，

等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蕴，为统治者

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提供依据。

就园林环境而言，在西汉兔园中，对

命名的重视初见端倪，如援《诗经》而命

名的“蒹葭洲”“凫藻洲”② 等。这一风

尚在魏晋时期得到凸现，诸如“栖静”“离

垢”“首阳”“东山”③ 等园林命名均引

经据典。到北魏，孝文帝元宏为清徽堂园

林命名，特别强调“名目要有其义”（《魏

书·景穆十二王列传·任城王》）。这一

传统之后获得长足的发展。从唐代王维的

辋川廿景、卢鸿的草堂十景，到宋代苏舜

钦的“沧浪亭”，司马光的“独乐园”，

晁补之的“归来子庐舍”，园名普遍表现

出浓重的人文色彩。明清时期，这一传统

更发展至高潮，如王世贞之“弇山园”、

顾大典的“谐赏”、王稚登的“寄畅”，

皇家园林的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圆明园

四十景、静宜园二十八景……在点景题名

上所花费的心思丝毫不逊于山水、建筑的

经营。明人张岱就此曾精辟地指出 ：

造园亭之难，难于结构，更难于命名。④

而更为脍炙人口的则是《红楼梦》大

观园点景题名一节中贾政所说的一段话：

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

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

色。⑤ 

彼时的大观园，物质环境已然完备，

却由于缺乏文字标题，而“不能生色”。

可见，对古人而言，园林并非只是表象上

的山水花木、楼阁馆榭，而更多在于文字

标题所承载的精神意象。对此，明代文人

王思任所言更加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

善园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

则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广汉之北山也，王

摩诘之辋川廿景，杜少陵之空庭独树也，

皆园也，无以异也。不得者，且为荡丘、

为聚血、为哄市、为棘圄、为斜阳荒草，

狐嗥蛇啸之区，乌乎园！⑥

美好的园林，依仗着美好的命名，而

美好的命名，则依仗于“意”，也即精神

意象。不论园子是怎样的物质形态，但有

此“意”的存在，便能真正成为一个园；

反之，则只能是“斜阳荒草，狐嗥蛇啸”

① 《礼记·郊特性》说 ：“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葫芦，在史前人类的诗性思维看来，是地母、女性
及植物母体的代表和象征。《晋书·礼志上》言：“祭器用陶瓠，事返其始，故配以远祖。”

②《述异记》说 ：“梁孝王筑平台，台至今存。有蒹葭洲、凫藻洲、梳洗潭。”

③ 《南史》：“豫章王于邸内起土山，山上植桐竹，号‘桐山’，武帝幸之，问临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乎？’映说：‘臣
好栖静，以为名。’又问晔，答曰：‘臣山卑，号首阳山。’” 《南齐书·高帝上》：“初，勔高尚其意，托造园宅，
名为‘东山’，颇忽时务。” 《南史·列传》：“（刘慧斐）因不仕，居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
时人仍谓为‘离垢先生’。”

④ 张岱 ：《与祁世培书》，见陈从周 , 蒋启霆 ：《园综》，497 页，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⑤ 见曹雪芹《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⑥ 王思任 ： 《名园咏序》，见陈从周 , 蒋启霆 ：《园综》，437 页，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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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哪里谈得上什么园呢？ 

可见，不论是宫宅还是园林，其命

名绝不仅仅是一般所认为的文学性修饰手

段，而是本体论的精神建构。作为不同环

境框架的宫宅和园林，容纳了不同行为人

的活动，它们的命名也必然显现出这种鲜

明的差异。

中国古代宫宅、园林的命名一般由

“题名”与“类名”两方面构成①。如“太

和殿”，“殿”是基于建筑类型角度的命

名即类名，指示建筑在整体环境当中的地

位，反映出既定的秩序；而“太和”则是

文学化、形而上的题名② 。在宫宅当中，

建筑的命名严格遵循这一模式，诸如钦安

殿、浴德堂、体仁阁、祈年门（图 1-8-a,b）

等，殿、堂、阁、门等体现着建筑地位和

环境秩序的类名从来不能省略，这也正意

味着“礼”，即秩序在宫殿、宅第当中的

本体意义。

而园林中的建筑命名，一般回避殿、

宫等礼制意义强烈的字眼，多以斋、馆、

轩、榭等更具有审美意义的称谓代替，甚

至索性将指称建筑实体的类名隐去，只余

下纯粹的文学性题名，如拙政园的小飞虹

（桥）、小沧浪（亭）（图 1-8-c），耦

园的山水间（榭）（图 1-8-e），北海的

濠濮间（榭），等等（图 1-8-d,f），都

仅存题名部分。至于景的命名，更具有高

度的虚化特征，例如圆明园四十景中的镂

月开云、天然图画、水木明瑟、西峰秀色

等，虽然是以建筑作为构景重心，但在命

名当中却完全将建筑隐去。

类名的缺席，题名的诗化，意味着

园林和宫宅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取向。宫

宅强调的是“秩序”，是人的社会性；而

园林则反其道而行之，它排斥这种秩序，

不是要对欣赏者进行社会性的约束，而是

以虚化的审美意象来感染人的主体精神，

以不定的意义表达引发人的联想和对“言

外”“象外”之意的不断追寻，并在此过

程中实现精神的超越。

如所熟知，用典是古代建筑命名的重

要方式。所谓典故，一般指古代故事和有

来历出处的词语③。作为中国古代诗文创

作的重要传统，用典自《周易》《尚书》

即已肇端，至于魏晋，在玄学清谈之风影

响下迅速流行发展，人们通过创造性地引

用典故，使简约的言辞背后承载更为丰富

的意义，从而委婉地表露出自己的心志。

当这一方法扩展到宫宅、园林的命名当中，

① “题名”与“类名”的称谓，引用了赵向东硕士论文中提出的概念，参见赵向东 ：《参差纵目琳琅宇，山亭
水榭那徘徊 ：清代皇家园林建筑的类型与审美》，5 页，天津，天津大学， 2001，学位论文。

② 类名关联着相对稳定的意义内涵，但并不一定指称某种特定的建筑形式，而更多是受该建筑所在特定
环境框架及秩序的制约。如北海善因殿，就其形象体量而言更适合被称为亭，但在整个永安寺的空间序列中，
它位于白塔中轴之前的冲要位置，具有着崇高的宗教等级，之所以被称为“殿”，正是要和这种特定的身
份等级相适应。由此可见，古人使用类名的原则，是要指示建筑在整体环境当中的地位，反映出既定的
秩序。

③ 它具有以下特征 ：一、它存在于书面作品中；二、典故由“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组成 ；三、所
引词语应有来历出处而不能只是口头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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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沧浪亭园门

d. 网师园万卷堂内景

e. 耦园山水间

a. 自祈年门望祈年殿 丁垚拍摄

图 1-8 匾联题刻显现的不同环境的精神实质

b. 钦安殿室内 （采自《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

内檐装修图典》）

f. 拙政园听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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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环境也就相应地由典故内涵及作者的

解释而获得了深层意味，彰显出特定的精

神境界。因此，对典故出处加以分析整理，

分析其源出文本的内容特征，是解读宫宅、

园林两种环境类型不同的精神本质和意义

特征的有效方法。

作为文人园林和皇家园林的典型代

表，明代拙政园、清代圆明园有着完整的

景点体系，而文徵明的《拙政园三十一景

诗》《拙政园记》，乾隆帝的《圆明园

四十景诗》又提供了作者对景名理解与解

释的文献依据。因此，本文以二者和清代

紫禁城宫殿建筑相参照，共同作为研究对

象，并引入中国古典文献分类方法，即《四

库全书》的四部四十四类分法① ，将其命

名用典出处的文献类别按照经、史、子、

集四部进行分类，统计并做出分析（见附

录表，图 1-9）。

由以上图表数据可知，宫殿、皇家

园林、文人园林这几种不同的环境类型，

其命名用典出处的文献分布也并不均衡。

其中，紫禁城建筑命名选用典故出处中经

部文献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81%，集部

为 0；拙政园三十一景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集部所占比例具有绝对优势，为 74.1%，

而经部文献比例则为零。圆明园四十景名

中，集部所占比例同样具有明确的优势，

占 56.1％，领先于经部的 19.5%、子部的

17.1％以及史部的 7.3％，具体见附表 1-3。

一般而言，经部典籍的意义是相对确

定、实在的，尤其是儒家经典，多强调人

的道德修养、行为规范，主旨在于培育人

的社会性，实际就是“礼”。宫殿命名援

典用经部典籍，正意味着宫殿建筑关注的

① 类似的分析参见刘江峰，王其亨：《〈园林与中国文化〉引文分析及其思考》，载《建筑师》, 2006（04），
93-96 页。

《四库全书》分类表 ：

经部 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
正史、编年 ( 附起居注 )、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
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
儒家、法家、医家、农家、医家、天文历算、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
道家

集部 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图 1-9 皇家园林、文人园林、宫殿命名用典

出处文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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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社会性，意在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提供规范行为的框架。文人诗集或园居典

故，或充溢着虚化的审美意象，或包含着

富于哲理和美感的园林情境，其意义是虚

化的、不定的，是人的个性情感体验与艺

术精神的表现，也即“乐”。园林命名讲

究引用诗文，意味着园林关注的是人的主

体精神，意在为个体的人提供精神栖居的

场所。

在与宫宅的多方位比较之下，园林作

为“乐”即精神栖居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彰

显。而下文关于古代文人论述的梳理则能

更深刻地揭示出园居在古人心目中“乐”

的实质，更清晰地显现出这一本质的形成

与发展历程。

三、园林：精神栖居

早在先秦时期，后世意义的园居尚未

成熟，但有修身养性意义的“闲居”“燕

居”之说已经出现，堪称作为精神栖居的

园居之前身。如《国语·齐语》中提到“圣

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① ，意即文人处

士应使居处于幽静、闲雅之地，读书问道，

修养心性（图 1-10）。孔子对“居”能

陶冶人之性情的意义尤为关注。《论语·里

仁》中就曾说“里仁为美”。《礼记》中

特有“仲尼燕居”和“孔子闲居”两章，

专门描述了孔子“退朝而处”于家居时，

“容体、声音、言语、饮食、居处、衣服，

而各得其宜也”。《论语·述而》中也有：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朱

熹注云：“燕居，闲暇无事之时。……申申，

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②  孔子退

朝而处时这一超然的精神状态，正诠释了

与“礼”互补的“乐”的精神居住的本质。

之后，《孟子·尽心上》中提出 “居移气，

养移体，大哉居乎”，认为居住环境对人

外在形体和内在精神的修养都起到决定性

① 《国语·齐语》：“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
‘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 ；处工，就官府 ；处商，就市井 ；处农，
就田野。’”

② 李泽厚 ：《李泽厚十年集》，第 3 卷，172 页，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1998。

图 1-10 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之休地

生民保居图 （采自《钦定书经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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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更将“居”提高到本体的意义上来。

而更早的时候，优美的自然山水陶冶

心灵、升华情感的作用就已受到古人的关

注，《诗经·王风·竹竿》谓：“淇水悠悠，

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小

雅·采薇》亦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来我思，雨雪霏霏。”《楚辞》中“登

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九歌·河

伯》）  “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

忧。”（《九歌·思美人》）  更充分表现

出人们在登临山水之际，自由的想象力得

到充分的发挥，获得极大的精神快慰。

古代诗歌中这种对山水环境的带有

“移情”或将其“人化”的描述与认知，

与中华民族以天地宇宙为自身存在境域的

体认密切相关①。“人生天地间”，这样

的体认几乎在每一部原典中都出现过②。

从天地宇宙这一“其大无外”的存在境域

来确定人的存在价值，是中国文化的逻辑

起点。但真正将山水——这一天地宇宙的

直接表征——所给予人的精神愉悦引向有

关人在天地之间存在价值的哲思，则仍是

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讨论。例如《论语·子

罕》中记载的孔子在川观水的慨叹：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

这是古人在天地境域中对生命存在

的感悟的最早体现之一③ 。《论语·先进》

又记载有“曾点气象”的轶事。在孔子问

及弟子们的志向时，曾点答道：

① “存在境域”这一概念系借自李清良的阐述，他将人的存在价值赖以确定的存在范围称为存在境域，认
为不同的文化为人的存在价值所确定的存在境域是不同的。见李清良 ：《“天人合一”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
题》，载《社会科学家》，1998（2），21-26 页。

② 李清良：《“天人合一”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载《社会科学家》，1998（2），21-26 页。另见李清良：
《中国阐释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③ 李泽厚 ：《李泽厚十年集》，第 2 卷，227 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在川观水  （采自 1934 年北京民社印《孔子圣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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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对此，孔子深为赞许：“吾与点也！”

这段话语不啻为孔子“兴于《诗》，立于

礼，成于乐”这一融合礼乐的儒者理想存

在方式的生动表述，有代表性地传递出儒

者主张以礼乐的形式来塑造、传达生命体

验，体验存在意义。曾点所描述的活动源

于原始的修禊——一种沟通天地与人伦的

仪礼的形式遗留①。原始儒在具有临界性

或神性的山水环境里，通过对集音乐、舞

蹈、吟诵于一体的《诗》的表演，使人的

舞雩从游（采自 1934 年北京民社印《孔子圣迹图》）

图 1-11 孔子及其弟子在天地境域中观照自身，体验存在

① 王其亨，官嵬 ：《宁寿宫花园点睛之笔 : 禊赏亭索隐》，见《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非正式出
版物，1996。

② 对待孔子的这种山林之乐，庄子其实是持批判的态度，在引述孔子之语后，他紧接着就指出：“乐未毕也，
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庄子所主张的是槁木死灰般的冷漠而保身，是摒弃一切
物态寄托的绝对精神自由和超越。不少研究者往往断章取义，误将这一孔子美学思想当作是庄子思想的核心，
应当予以纠正。

内在世界的情感时间流与宇宙之流达到和

谐一致，参与到周而复始、生机流行的天

道当中，体会到个体与天地万物的和谐，

也即对生命在天地境域中存在的感悟。

庄子显然注意到孔子关注这种山水

审美而获得的精神愉悦，他引述孔子之言：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

（《庄子·知北游》）②  “曾点气象”

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与天地万物寄其同情，

体会到天人相与，而确认自身存在的理想

精神境界。

随着士人人格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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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儒家这种在山水当中

充分体验个体情感和生命精神的意向，与

日常生活场所中“闲居”“燕居”的精神

实质相融合，终于形成了士人理想的居住

环境——园居，东汉的仲长统对于这种环

境进行了具体的设想（图 1-12） 。

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使居有

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

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踌蹰畦苑，

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

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

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

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

二仪，借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

① 见《后汉书·仲长统传》：“（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
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
以乐其志。”

[ 日 ] 乐志论图（网络资源）

图 1-12 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

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

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

之门哉！①

以“乐志”命名，已然道出了园居以

使精神愉悦的本质，而如“蹰躇畦苑，游

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

鸿”，“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这种精神上的恣情放旷，显然为宅第之居

无法容纳而只能归属于园林当中。虽然仲

长统并未将它付诸实践，但其所蕴含的精

神却是时代的先行，影响深远。

魏晋时期，玄学突起，时人对待个人

的情感与精神达到了全新的境界，对于精

神的自由和超越有了自觉的追求，以山水

陶冶胸次，在天地境域之中体验生命精神

的存在（图 1-13）。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

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

难为怀。” （《世说新语》卷二《言语》）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

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率

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

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

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

说新语·言语》） 

这种以山水自然寄寓精神的需求日

益强化，深刻地融入了魏晋名士的园居生

活之中。如《世说新语·任诞》所载王子

猷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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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 吴彬 《山阴道上图卷》 （一）、（二）  （采自《中国美术全集·明代绘画》）

图 1-13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

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

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称竹为君，是以竹为性灵之友，以

竹抚慰自己的灵魂，“眼见檀栾之秀，耳

听萧萧之音，涤胸荡腑，飘飘然脱略尘寰”，

赏竹成为一种生命的渴求。

陶渊明归隐田园，在自然中获得灵魂

的抚慰，更是时代的典型，如他的《饮酒》

篇中所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

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

意，欲辨已忘言。

这种无法以语言确切传达的精神意

象，正是诗人在礼制秩序之外所寻求到的

心灵的安适，是回归了生命本真的体念与

感受。如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述：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

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怀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

赋诗。

诗人超越了人生逆旅而回到了湛然

寂然的本来的“宇”——一切“有”的老

家，在园居生活中重新捡回了一个我——

物我同一的我（图 1-14）。园林作为精

神栖居地的本质由此得到确立。

到梁代的徐勉，园林作为精神栖居的

本质被直接点明① ：

……营山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

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但不能不

为培嵝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

休沐，用讬性灵。 

① 徐勉，《为书诫子崧》，载于《梁书·列传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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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种以园居为精神家园，从而体

验个体的存在，感知本体——人生和宇宙

的终极意义，为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普遍践

行，如晋宋之际的谢灵运“栖清旷于山川”，

臻达“眇遁逸于人群，和寄心于云霓”①

的体悟；南梁刘孝标在“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的田园之中，实现“浩荡天地之间，

心无怵惕之警”②  的精神超越；北周庾信

“一枝之上”的小园“可以疗饥，可以栖

迟”③ ；北魏张伦于“半丘半壑”间的庭

园中，“悟无为以明心，托自然以图志”④。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在游园当中涤荡

心灵、感受与天地同乐的境界，即使在皇

家园林当中也别无二致，如《艺文类聚·产

业部 上》中记载梁代裴子野的《游华林

园赋》云：

谅无庸于殿省，且栖迟而不事。譬笼

鸟与池鱼，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与，

时遨游以荡志。

在继承了南朝山水文化的唐人那里，

将园林作为性情寄寓之所的意向更加鲜

明，如独孤及《卢郎中浔阳竹亭记》语云：

佳景有大小，道机有广狭，必以寓目

放神，为性情筌蹄。

白居易《寻春题诸家园林》诗咏：

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

可见，人们已清晰地认识到：园林中

① 谢灵运 ：《山居赋 ( 并序 )》，载于《宋书·列传二十七》。

② 刘孝标 ：《山栖志》。

③ 庾信：《小园赋》，见陈从周 , 蒋启霆 ：《园综》，476 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④ 《洛阳伽蓝记·城东》，记张伦宅园 ：“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庭起半丘半壑，听以目达心想。进
不入声荣，退不为隐放。”

图 1-14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何澄《归去来兮图》（采自《中国古代绘画史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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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美景致，抑或是一草一木，均是人的

精神象征。园林是人“借”来抚慰生命、

表现生命，用以安顿人们的灵魂，寄托情

性之所在。柳宗元《零陵三亭记》更为深

刻地指出： 

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

游息，即燕息，就是一种精神所需。

有了游息的园林，不但可以息静，精神生

活也能够获得缓暇，“理达而事成”，实

现理想的人生境界，实际上也正是强调了

“乐”与“礼”的互补作用。

宋理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特别

关注“曾点气象”，认为“其胸次悠然，

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曾点气象的精

神实质就是在天地境域中观照自己，体验

存在，肯定人生，感悟到人生和宇宙的终

极意义。与朱熹的阐发相应，宋代文人园

记中关于园林作为精神栖居的“乐”的本

质的叙述俯拾如下。

夫举世所宝，不必私为己有，寓意于

物，固以适意为悦。

冯多福《研山园记》

……古之君子，其将责人以有功也，

必使之乐其职，安其居，以其优游喜乐之

心而就吾事，夫岂徒苟悦之哉！

张耒《双槐堂记》

予曰：夫世之慕渊明者，非特其去就

可尚也，惟其志意超然旷达，适于物而不

累于物，有所得者焉。庄子曰：“山林欤？

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且山林皋

壤，非世俗悦于耳目者也。所遇之乐，不

自知而发…… 

韩元吉《东皋记》
山水画论也同样关注着这一主题，典

型如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指出：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

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

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

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

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

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

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

之行，而必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

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

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

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

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

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

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 

郭熙著名的山水“四可”之说也在这

时提出。他明确将“可游可居”作为精神

寄寓的层次，与“可行可望”的感官愉悦

进行了区分。如 《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

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

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

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

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

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

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

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

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

“可行可望”，意味着审美主体只是

一个欣赏者、旁观者，物与我是分离的，

它所带来的愉悦是浅层次的。而在“可居

可游”中，观者之心和山水外相妙然契合，

完全融入，观者成为在山水中自在游戏的

享受者，这种愉悦是深层次的。人在“居”

中“游”，在“游”中“居”，即“居”

即“游”，尽得游息之乐（图 1-15）。

明清是古代园林发展的集大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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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作为精神的居住，与居第的物质、身

体的居住的区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王

世贞在《太仓诸园小记》中明确指出 ：

君子之道，居心为上，居身次之……

独余癖迂计，必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

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

园居不仅使人的形体能得到依托，更

能使人保持神灵之清静，享有生命之安顿，

省思生命所以安适之道（图 1-16）。例如：

[ 明 ] 钱榖《求志园图卷》（局部）

图 1-16 明清绘画中的园林情境（采自《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

[ 明 ] 仇英《桃村草堂图轴》 [ 明 ] 文从简《园林秋色图轴》

郭熙《早春图》（采自《两宋名画冊》）

图 1-15 可游可居的山居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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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之宫，可以栖迟偃息，禽鱼草木，

皆吾陶情适性之具。① 

……而余因是以观造物者之所有，若

泉石云物，花木禽鱼，所为丽于两间，挟

光景以与之游衍者，物各有以自适，而吾

于是托之以寄其适焉，如是者，固日交于

前，有以取之不禁也。则不惟余去烦息静

之所宜有，盖自造物者之有是也，而我与

物之所共适，非一属于己，可专而有之，

则余于是将不有超然而自适者乎？如是，

则余园虽小，而余之所托以适焉者大矣。②  

而这种君子安适之道，实际就是在自

然山水、天地境域当中观照自己，体验存

在，肯定人生，此即家园，此即本体——

人生、历史和宇宙的终极意义，也就是精

神栖居的真正含义。例如：

余性有邱山之癖，每遇佳山水处，俯

仰徘徊，辄不忍去，凝眸久之，觉心间指

下，生气勃勃。③ 

其言曰“天壤间一卉一木，无非造化

生生之妙，而吾之寓目于此，所以养吾胸

中之仁，使盎然常有生意，非以玩华悦芳

为事也。”呜呼 ! 是言也，可以曲达吾儒

林下之志矣。④ 

前辈谓文人未有不好山水，盖山水远

俗之物也。俗者与道相背，俗远而后可以

读书研理，可以见道；俗不远，前求诸可

以超旷之境，于以涤尘氛而遗世垢。⑤ 

正是园居这种作为精神栖居的本质，

使得园林和“文”、传统以及解释学结下

不解之缘。

从《管子》中的“闲燕”之地，到明

清文人所称道的“佳山水处”，儒家文化

体系下的文人对于清幽的山水环境有着始

终如一的向往，而最受推崇的便是山居，

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在于它能使人在对山水

直接的审美观照中，进行哲理的思考，对

人的存在境域也即天地宇宙的终极意义进

行追索。这种环境无疑是远俗的，所谓“林

园无世情”（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

江陵夜行涂口》），也正是在这种避世的

环境中，士大夫能够实现“秉节环堵”⑥ ，

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或是“读书研理，

可以见道”，求得人格的不断发展完善。

然而和庄、老消极避世的隐逸不同，儒家

的隐逸观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园居

者并非是要真正地离群索居，而是要在

“出”“处”之间、心性修养与修齐治平

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因此，为文人士大

夫所付诸实践的，更多是中隐，即一方面

要寻求清幽之地作为卜居之所，实现身体

的避世，但在精神上却不脱离现实，相反，

更突出了要在精神上和整个传统、整个族

群保持关联的追求。这就充分突显了语言

文字的作用。如伽达默尔解释学所揭示：

真正在文本和解释者，传统和现在之

间起桥梁和中介作用的，不是什么心理学

的移情，而恰恰是语言……语言是我们遭

① 杨兆鲁 ：《近园记》，见陈从周 , 蒋启霆 ：《园综》， 105 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② 陆树声：《适园记》，见陈从周 , 蒋启霆 ：《园综》， 308 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引文为张昭
潜记南宋真德秀《南康曹氏观莳园记》中语。

③ 王心一 ：《归田园居记》，见陈从周 , 蒋启霆 ：《园综》，206 页，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④ 张昭潜 ：《十笏园记》见陈从周 , 蒋启霆 ：《园综》，74 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⑤ 李果 ：《墨庄记》，见陈从周 , 蒋启霆 ：《园综》，245 页，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⑥ 陆游《谈何斯举黄州秋居杂咏次其韵》：“古人处丘园，如彼不嫁女。终身秉大节，敢恨老环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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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世界的方式。①

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文以载

道”“以文化之”。文，在中国古代始终

具有着本体的意义，如朱熹在《朱子语类》

中所言：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

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在儒家文化陶铸下的文人阶层，作为

历史文化的传承者，负载着“为天地立心”

的责任与使命，必然要用文字表达来传承

自己的思想。而在作为精神居住的园林生

活中，这种要求则格外鲜明。借用明代陈

继儒在《青莲山房》之语 ：

主人无俗态，筑圃见文心。

在古人看来，园林从来不是单纯的

物质形式，而是人心性的象征与寄托，这

一意义的突显离不开“文”。孔子早就说

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园

林的物质形态只有和“文”相互生发，才

是文质彬彬的真园林。这一取向在魏晋“艺

术的自觉”当中充分地突显出来，浓缩了

历史人文意象的典故尤其成为人们在园林

命名与诗文当中所乐于运用的媒介，并在

后世的实践当中不断地得到发展。通过这

种“引经据典”的言说和创作，园居者得

以将园林与自我共同置入一个与历史、传

统共时的时空脉络或天地境域中，通过理

解文本的活动，园居者实现和古人对话，

和历史对话，不仅排遣了避世的孤独，更

在文本解读中实现解释学意义的“自我理

解”，这其中不仅包括自身价值的实现，

也是对文化的传承，并相应地推动了文化

的发展和再生。本书第二章即将就此进行

详细的论述。

另一方面，园林作为精神栖居场所的

意义，还在于个体体验与山水之间一种原

发生命的共通，并借助诗歌将其表达出来。

这种原发生命，宏观而言，是宇宙的运迈

规律，是四季的轮回、昼夜的更替，是风

霜雨雪、阴晴冷暖的变化；微观而言，是

人的生命节奏，是人的感官感觉对外在世

界变化的感知接受，是人喜、怒、忧、思

的情志变化。山水自然对于人的感召，就

源于这微观的情感时间之流与宏观宇宙之

流的同型结构与相互关联。兴象天然的诗

歌，发自于宇宙运迈对个体情感的触发。

诗歌的吟哦，能化解内心的郁结，提升人

的生命之气，唤起人们对于存在意义的体

悟。从《诗经》时代即肇始的山水兴叹，

到曾点的风乎舞雩，到晋宋而来的题壁诗

传统，再到清代盛行的楹联题写，自然感

发、兴象天然的“诗”始终都是儒者存在

体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山水园林诗文

字面上对物象的描绘，其背后隐藏的实际

是文人对宇宙间生命流行规律的体悟。这

种体验稍纵即逝，而诗文恰能提缀这瞬时

性的生命体验，以汉字独有的鲜活意象与

声律变化将这种体验浓缩为一种极富感染

力的生命意象。吟诵此类诗文的读者，犹

① 张汝伦 ：《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205 页，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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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重新演绎这一原初的生命体验。如清人

叶燮评杜甫“碧瓦初寒外”所说：“觉此

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

于目，会于心。……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

之表。”这种心灵的体验过程，就是对于

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过程，也就是回

味不尽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意及至意境的

展现。本书第三章将结合园林中的“言—

象—意”结构，就园林创作运用诗性语言

引导人对在天地境域中存在意义的理解过

程也即意境这一议题进行讨论。

无论是“引经据典”还是“兴象天然”，

园林这种借助语言文字建构起超越时空的

生命体验的实践似乎正化解了西方传统所

执着的“阿卡迪亚”情结——即有限人生

与无限宇宙相对立的矛盾（见绪论）。与

有限的个体生命不同，诗文能超越时空而

存在。个体由山水而引发的感叹，通过诗

文的形式可以流传于后世，能使后人因“有

感于斯文”，而唤起对故去的记忆。个体

也就在理解与被理解的过程中超越自身有

限生命与无限宇宙的矛盾，从而获得自身

存在的永恒价值。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

序》中所言：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

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

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

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

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

将有感于斯文。

清人严虞惇在《重修绣谷园记》中也

说 ：

知天下无物可久，而惟文字可以传于

无穷。

纵览古代山水、园林与诗文交相浸润

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正折射出古代文人这

种借用诗文来传达对生命的感怀，并获取

永恒人生价值的共通心理。在这一代代的

“有感于斯文”中，山水被赋予人文的、

道德的生命，不是孤立外化于文本传统或

人文世界；而人也藉此实现了个体存在的

永恒价值，在理解与解释中获得了生命的

不朽。这种通过对文本传统的理解而实现

自我理解的解释学本体论意义，在中国的

山水园林文化传统当中，获得了具有诗性

智慧的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