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绘画与禅宗的比较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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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象学) 涵盖了各种各样复杂的理论# 而在本文中我将仅涉及来自胡塞尔

*观念+ 一书"的现象学方法的若干特征' 我将揭示这种方法被其他现象学家用

来研究艺术和信仰的一些方式# 然后用那些术语来陈述和考察本文关注的问题'

(现象)# 即 (显现) 的东西# 这一观念在哲学中源远流长' 它常被拿来跟

事物在其自身之观念做比较!!!这就是显现和实在的比较' 现象学跟这种区分

无关' 然而# 它做出了另一种相关的区分# 即自然的看法和现象学看法' 我们

经常告诉别人# 有时也告诉自己# 睁开眼睛看看 (有什么)' 如果我们描述 (有

什么)# 我们就在确凿无疑地用物理的方式谈论某些事物# 如树木, 石头, 瀑

布, 飞鸟/ 或是谈及某些显现的特征# 如叶色, 鸟鸣# 我们若非身临其境# 这

些特征就不复存在' 这样做# 我们就是在用自然的看法来看事物' 而胡塞尔要

我们转变看法' 对于目之所见, 耳之所闻的自然世界的信念仍一如既往# 但让

我们把这信念放到括号里面# 或置于行动之外' 这意味着将注意力从作为事物

的显现的现象上移开# 而专注于作为事物的显现本身' 另一种表述是# 我们探

究的对象已成为纯粹意识或纯粹主体性' 胡塞尔相信仔细观察现象领域可揭示

意识或主体性的结构# 正如物理的研究揭示自然的结构一样' 然而# 这里有一

个重要的区别' 任何自然科学# 包括心理学# 关注的是事件的法则# 即关注一

事物如何成为另一事物# 或者至少一事物乃如何变成与过去不同的' 现象学把

这样的问题连同关于外部指涉的信念一起置于括号' 这是现象学家在视角上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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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别于经验心理学家的确切缘由" 他们处理同一的现象# 但有不同的关切'

现在转向艺术# 马上就会想起奥特加.加塞特 %VJ6>M@Q@::>6&# 他的论文

(艺术非人化) 中的一个段落# 已成为阐明上述角度的最受欢迎的段落' 他描写

一个人怎样透过窗户看到远处的花园# 并注视园中的花朵和灌木' 或是重新调

整视线# 聚焦于窗子的玻璃' 然后这样的花园里的事物消失了# 成了贴在窗户

上的一些色块' 对于加塞特# 这色彩斑斓的玻璃# 就类似于艺术作品' 当你透

过它看到一些超越的活的实在之际# 这样的艺术作品也会消失' 在此意义上#

一门严格的艺术现象学# 研究的是在作品本身当中人们所面对的东西# 而不考

虑作品本身是关于什么的' 对于现象学家来说# 它是关于什么的# 这是被置入

括号的' 如果有人问# 既然讨论的明显是某一可见之物 %如画作&# 这跟作为纯

粹意识研究的现象学又有何干系# 那么答案就在于人们关心的并不是本身作为

物理对象的画作' 作为物理对象# 它存在于物理空间当中' 作为现象# 它又存

在于意识当中/ 但马上就会预期# 很奇怪# 空间就在画作之中' 就是说# 有一

种察觉空间的明确的感觉!!!罗素称之为个人空间!!!在此现象中这种感觉本

身并不占据空间' 我在这里讨论它# 是要指出# 当谈及看到现象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看到一种色彩模式# 一种物理地呈现给眼球晶状体焦点的东

西' 空间不是反射光线然后我们能够看见的某物# 在那里它是一则现象' 如果

不是这样# 艺术和宗教现象间的比较# 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宗教研究当中# 现象学家再度关注纯粹意识# 关注对于这意识所指涉的

一对象或诸对象的实存之信仰或不信# 而对象的实存当然是被置于括号中的'

就像那些艺术现象学家# 宗教现象学家的素材来源# 包括他自己的直接体验

%F?J>96>b7>J?>;9>& 和其他人的间接体验# 后者之中# 有些又保存在跨越数千年

的仪式, 神话和宗教艺术的记录和遗存之中' 这超越自身有限体验的宗教现象

学的唯一基础# 就是胡塞尔所说的交互主体性' 事实是# 在于自身我们深刻地

所是的# 用一个比喻的说法# 就是一个有很多弦线的, 用回声对声音给予反应

的装置' 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所体验的# 帮我们领悟别人在短期或久远的过去所

体验的# 并且这种领悟反过来唤醒我们新的体验'

日本绘画的若干现象

在这些导论性的评述的基础上# 我准备阐述本文的问题' 我打算检视禅宗

和传统的日本绘画!!!主要是山水画!!!来验证如下假设# 即两者在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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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少在理想形态上# 存在着根本上的相似性' 认为中国的禅宗 %后面我仍将

使用O>;这一称呼# 而不是"5@;& 哲学和日本禅对这些国家的艺术有着深刻的

影响# 早已是陈词滥调' 我试图做的是# 看看日本绘画和禅宗之间的关系是否

不仅限于其自身主题的方面# 即画家在其画作中具体体现的经验# 是否展示了

和禅修者经验的相似之处- 这里的 (具体) 是指在艺术中所面对的现象# 而不

是在习俗性的符号使用中被辨识的东西'

因为日本文化的!!!它当然是高度特殊的!!!某些方面乃是衍生自中国#

所以我将从谢赫的 (绘画六法) 当中的第一法开始# 这些原则可见于他写于 2

世纪末的某本著作'

" 这条汉语称为 (气韵生动) 的原则# 并非他首创# 对于所

有中国和日本的绘画来说# 也是基本的# 而喜龙仁 %+?Jq;& 把它翻译为 (精神

共鸣和生命律动)'

&

四个字当中的第一个 (气)# 也许可以译为 (精神), (活力) 或者 (生命

气息)' 它是宇宙性的# 而不仅是个人性的实在' 在我看来# 特别重要的是# 它

指涉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的一个特征' (韵) 表达的是共鸣或和谐的振动'

这观念很像指一种艺术作品与生命气息或精神象征的和谐# 一种共鸣当中的和

谐' (生) 用于诞生或生命# (动) 则是物理运动# 因而喜龙仁对于整个词组的

一个可供选择的翻译是 (共鸣或活跃着的精神颤动和生命律动)'

'

(称之为节

律 %正如有时候做的& 明显是不正确的# 因为它不能被理智地度量或控制# 恰

恰相反# 它无意识地呈现# 并透过画面或画面的部分像光一样传播)'

(

在发展知识理论之际# 哲学家坚定地相信# 对于任何真正知道的东西 %与

此相对的# 就是被控制或被使用# 等等&# 在知者与所知之间# 必然有或多或少

的共同性质' 中国的儒道释三教的哲学家# 不断地把这个观点发展到极端# 甚

至认为# 为知道任何事情# 你必须 (成为) 那一事情' 这想法被非常认真地用

在艺术上' 甚至在描绘自然时# 艺术家关心的不是再现其审美表象# 而是呈露

其隐藏的灵性' 在某一意义上# 艺术家正在做现象学家针对意识结构所做的'

既然被寻找的结构很大程度上是被隐藏的# 单纯反省就不会起作用' 必须仔细

搜索和揭示' 与此相类# 无论主题是人物写生还是山水林泉# 它们的真实活力

与生命气息# 必然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展示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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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成功冒险# 依靠什么- 中国人和日本人相信# 其所以可能# 皆因原

初和根本性的天地人三才的相契' 因为自然与人的一体!!!不仅仅是在人在自

然中或人靠自然始得生成和维系# 更是在其各种性质的自身同一性的意义

上!!!自然的奇观激起在场艺术家的强烈感情' 并且# 艺术家得用他的全副身

心去感受自然# 这样他才能掌控他的绘画技术# 而让作品变得气韵生动'

有人会质疑# 上述说法作为一种艺术表现理论# 本身是循环论证' 但中肯

地说# 犹如马文.法布尔 %U@JY?; f@JK>J& 所做的# 体验概念从来都需要分析#

随着我们对体验的理解之深入# 体验本身也发生变化'

" 体验不是我们偶遇的现

成的东西' 它本身是一种持续的建构活动# 在其中# 我们自身之所是!!!包括

我们的理解# 尤其是对体验的理解!!!乃是对这建构有所贡献之因素' 并且#

可以中肯地说# 美学理论对艺术品与鉴赏品位的变革起着重要作用# 而不只是

在它们身后亦步亦趋# 为之提供理论解释'

& 我们也许会争论# 东方的理想主义

和表现主义的艺术理论# 在解释艺术和审美体验方面# 不像其他某一类型的理

论那样管用/ 可事实依然是# 自古以来它就已经影响了东方的艺术趣味和实践'

在讨论日本绘画的时候# 亨利.鲍伊 %I>;JS$%,=8?>& 先是列举了 (生

动) %:>?F=& 原则# 这似乎是中国的 (气韵生动) 的日本版本' 他只是简单地

把它翻译成 (生命律动) %A?Y?;MG=Y>G>;6&# 而上面提到的中国的美学理论与

实践# 正是它的来源' 鲍伊把它说成是"

艺术家从其描绘的事物那里所感受到的本性在其作品中的弥漫和充盈#

无论转化在作品中的主题是山水林石$ 还是花鸟虫鱼$ 艺术家在绘画的时

候肯定会感受到它的本性$ 通过他的艺术魔法$ 这本性变形$ 进入到他的

作品中$ 获得永恒$ 影响着所有看到它的人$ 让他们跟创作者有同样的

感受#

这在日本绘画中不是一条虚构的原理$ 而是被严格执行的法则# //

若 *学徒的+ 题材是一棵树$ 他就被要求$ 在绘画时去感受那让枝桠伸展

与树干挺立的力量# 如题材是一朵花$ 就得试着去感受花朵绽放与凋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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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约风姿#

"

试着猜测一下# 这种高度专注所提炼出来的形式# 便成为后来画家们作画

的素材' 鲍伊继续说"

在日本美术中$ 某些自然界中的简单形式$ 常被用来暗示其他形式$

例如$ 鹤胫与松枝# //东方艺术家所承认和运用的这些基本类型的形式

的宇宙$ 是以下原则的验证, 在自然和艺术中一切都被一条共同的链条联

结起来//这链条印证着造物之间的和谐# 一幅在这样的源头帮助下的日

本画作$ 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和暗示$ 并在鉴赏家的眼中//成为呼吸

着的微观宇宙#

&

在自然形态及其在艺术中的运用方面# 赫伯特.里德爵士有着相近的看法#

但对其起源的猜测有所不同' 讨论了造成梨的波状形态的表面张力和重力的平

衡之后# 他说" (我所认为的是# 当一个咖啡壶或奶罐呈现这个形状时# 我们会

发现它很美# 因为陶艺师在制壶时# 凭着直觉# 赋予了它好似盈盈欲滴的水珠

一样的形式' 一旦发现了这个基本的形式# 陶艺师当然能让它千变万化$$)

'

这些基本形式# 既源于对自然万象的深入观察# 又来自艺术家的灵光一闪'

而这两种关于基本形式的起源的猜想# 或许可以用一种理论把它们统一起来#

那就是中国和日本的 (天地人三才一体) 的学说# 所以说# 一个人在自然中所

看见的# 是为他自身所是所决定的# 且给定的外在可见形式# 是其内在精神原

则的确证'

鲍伊所描述的画兰花的技法# 就是这一观点的例证'

( 兰, 竹, 梅, 菊# 在

日本艺术中被称为 (四君子) %f=HJ$@J@M=;:&' 而落笔有一定的顺序# 以叶为

先# 其次是茎# 最后是花' 构成叶的形态# 则有 (螳螂肚), (鼠尾), (浮云)'

后者表示叶子一味延伸转进于天空# 却全然不理会又长又细的叶子是否坠地'

于是# 所有的叶子# 不管事实上向上指# 还是向下指# 都被画成云纹' 对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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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 画家对兰叶的走向早已胸有成竹# 越近叶尖# 则收笔越轻# 用墨

越淡# 由此造成上述效果' 其叶交织的空间就是 (象眼) 或 (凤眼)' 较小的叶

称为 (装饰)# 这是常规命名系统的例外' 最小的叶子叫作 (鼠尾), (幼鲤之

身), (钉头)' 花茎由四片 (稻壳) 组成# 花本身则是 (飞来飞去的蜜蜂)'

在考察美术的其他方面之前# 总结我们目前所发现的# 是有益的' 在最深

的层次上# 我们看到" %)& 自然揭示自身是具有生命或生命律动的某种东西/

%'& 这同样的性质因艺术家而被贯注于成功的山水画中/ %4& 这类贯注的基础

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灵性上的共鸣/ %*& 实现这类贯注的中介是一些可感形式#

这些形式反复出现在自然和艺术之中# 以至于可以称它们为 (理想类型)'

我已经探讨了 (生动) 原则' 接着我会扼要提一下鲍伊奉为 (日本绘画审

美标准) 的另外两个原则' 第二项原则是 (绘事空) %>:=J@M=6=&# 或 (虚构)'

它与第一项原则 (生动) 直接相关# 因为它对于让画面显得 (生动) 是不可或

缺的' 各色美学家# 在推测为何一幅画作经常比它的原始素材本身更能感动观

者的时候# 将此归功于画作体现了艺术家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大致相当于

(绘事空) 原则'

第三个准则是气韵 %X??;&' 似乎在很早的时候# 中日的艺术评论家已经相

信一种天生的尊贵特质# 即古代儒家经典 *大学+ 所谓 (明德)' 在王阳明写于

)2'/ 年的 *大学问+ 中# (明明德) 首先被解释为 (万物一体)# 而这体现在一

个人对其人类同伴的苦难, 对鸟兽, 对植物# 甚至对瓦砾的同情当中' (是乃根

于天命之性# 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是故谓之 0明德1')

" 明德体现在真正了不

起的人物身上# 而以同样方式# 气韵也被视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的显著特征'

禅宗的若干现象

首先# 虽然禅宗不认为自己是某种宗教信条或哲学# 但必须指出# 它已预

设了一些基本的佛教哲学观点' 比如# 在事物当中没有永恒的实体!!!故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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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于个人生存# 乃是病态# 必须让位于对究竟实相的认识# 而实相隐藏在所

有现象后面# 它被称为 (如如), (真空) 或 (空)' 这种认识的获得# 可说成

是拥有无心之心# 或者无意识的意识' 矛盾的是# 这种禅宗的意识增强而不是

模糊了现象的意识' 我认为这归于两个因素' 其一# 东方式的冥想让感觉官能

更敏锐' 但其二# 更深层的原因是# 不管怎么解释 (事件的发生)# (事件) 都

可以被说成是个别对象的呈现# 但这不是实在的个别现象# 而是契应 (如如)

之刹那呈现# 或是 (真空) 的集中体现'

很明显# 这意味着一个人正用不同的眼睛在看事物# 这样说吧# 这不同于

理智的好奇' 而不论对象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 同样的关注中有一种总体的效

果# 它对艺术家是必要的!!!现在则是出于宗教的目的'

与针对事物的无常和非实在的本性之信念相辅相成 %部分乃相反& 的是#

禅宗式的关于所有事物的同一性的说法' 但同一性如何表示# 恰在不同的佛教

典籍中是分化的' 华严宗更愿意从关系的角度# 而不是同一性的方面来表示#

他们采用了因陀罗网的譬喻# 在一个三维网络中每一节点上的宝珠都会映现其

他宝珠# 而所有宝珠的所有映现则是 (无穷无尽的)' 无论如何# 二元对立被否

定# 某种意义上# 万物为一'

对于禅体验的现象# 即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上述信念的现象# 我们该如何展

示呢- 做这件事很困难# 并且我认为# 说这个只能间接地做是有理由的' 无须

道歉# 这里和接下来# 我将用些个人经验# 因为这是我所知道的# 指向与我们

试图发现和证明的现象至少有些相像的具体事物的最好方式'

在跟禅师一起爬了一段山路后# 我们回到了他的寺院' (你会要洗澡的)#

禅师说' 我执念于不要成为困扰# 所以回答不必了' 在他确认着的呼喊中# 我

觉察到失望的迹象# 想到日本人特别好干净# 我马上转变了决定' (好的4 进

去# 我会跟着') 我去了第一个入口# 在那我脱掉鞋# 进到里面# 见他在那儿洗

着满是泥的光脚' 我走到廊道的洗池那儿# 而他过来的时候# 我正在擦干脸和

手' (把你的头伸进去4 这凉水来源于山上我们自己的溪流') 猛地一下把我的

头浸入冰冷的水中' 我退缩了# 但他再次将我浸入' (再来4 再来4) 这次我缩

得没那么急' (再来4 再来4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4) 最终# 猛的俯冲又来了# 却

没了退缩' 我已全然放下# 这时一股清冽寒凉# 畅快地传遍全身# 伴随着我此

前从未体验过的清晰活跃的感觉' 我觉得折磨我的时候欢快大笑的师傅是有趣

的' 但后来想想# 我相信这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不假言诠的 (单刀

直入) 方式# 让人排除阻碍# 直面单纯的体验 %而这里是触觉体验&' 一般来

说# 我们的感觉经验是一种做事情的复杂的信号体系' 在艺术和禅宗那里#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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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是单纯的接受' 我指出的这种现象# 不是单纯的感觉本身# 而是心灵状态#

它对于我们面前无障碍地被接受的东西是开放的'

让我转向某个意义上的这一体验的对立面# 而事实上却不是那样的' 我

曾教一位 / 岁女孩骑自行车' 我们只安排了很少的天数# 所以我催她快点

学' 我的原则有两个!!!她必须尽可能接近实际骑行状态# 这意味着我只能

轻轻扶着她/ 再就是# 不能让她摔下来# 以免使她产生恐惧感' 这样我们就

在步行道上来来回回# 自行车则大幅度地扭来扭去' 接着# 时刻到了# 在试

探性地向后一瞥之后# 她把脸转向前方# 把整个重量放在踏板上# 猛地冲出

去# 车轮飞也似的追逐着' 现在当她左右顾盼之际她会看到什么呢- 她看到

的是# 我已完全不再接触车了# 她靠的是自己' 她不再是尝试着学骑车# 而

是骑过车了' 我所指的现象是禅宗式体验" 关于一个人可以发现的他在自己

那儿寻找着的东西' 禅宗文献中有许多故事# 都是这种爆发式地进入自我掌

控状态的例证'

我现在要来呈露最难的现象# 难到让人疑惑它是否是现象' 这就是禅宗的

时间体验' 所有存在的本性皆为无常# 这是佛教的基础信条# 但对无常的态度

并非单一' 飞逝的生命存在# 是导致被称为禅宗教导的 (简易法门) 的一个原

因# (简易) 是相对于 (言诠) 来说的' ).2. 年# 当铃木大拙 %+HLHX?& 抵达火

奴鲁鲁接受一位记者采访# 并被问及禅宗是什么的时候# 他轻轻拍着桌子说#

(那就是禅)' 他的确说了# 但也能够全然略去这些词# 而只是拍着桌子' 于是

这是一个完美的简易法门的例子' 理解这例子的困难是# 我们正在谈论事物的

固有特征# 而我们试图摆弄这些来造成一种表象# 再让它成为现象' 只要理解

是一件概念性的事情# 它本性上就是间接的过程' 它靠语词的方式进行# 而语

词恰是关于切近或久远的过去的# 但难以抓住当下' 实际上# 这种逻辑上的巨

大困难# 正是来自 (当下) 概念# 也可以说# 其实来自 (时间) 概念本身' 也

有心理上的困难' 我们会带着怀旧和懊悔之情绪记得过去# 我们会混合着希望

和恐惧来展望将来!!!在当下# 我们存在# 却因我们根本就不存在' 但当我们

试着把现在置于焦点# 它就避开我们'

最知名的宗教现象学家范德莱乌 %d@; _>J >̂>H8&# 这样说"

用 %体验& 一词$ 便含有一个真正持续的生命的意思$ 意即这生命是

构成一个统一体的# 于是体验就不是纯粹的 %生命&$ 因为//体验与它本

身被解释为体验的解释密不可分# %生命& 自身不可理喻//因为我们种种

体验植根其上之 %原初体验&$ 总已经不可回头地逝去$ 这时我们的关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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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向它# 所以$ 这转瞬即逝的时间$ 从未和无处是 %被给予的&( 它一定

总是被重构的( 并且对于 %我们自己&$ 即对于我们最本真的生命$ 我们不

得其门而入#

"

如果我们接受这番说法作为定论# 我们就不得不结束这里的探索' 但我

满怀希望地强调# 大家要记住# 范德莱乌是一个基督徒/ 在他自己的声明

中# 这个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现象学的实存基础' 他遵从胡塞尔的原

则# 无论基督教关于实在的观念是真理抑或谬误# 他都严格地将其置于括号

之中' 但要点是现象学家必须从体验中疏导出 (现象) # 固然在禅宗体验与

某些基督教体验之间有着广泛的共通之处# 但这不适用于主流的基督教

传统'

所以让我们确定自己的位置# 来看一看若是这样的话# 则对那个困难的现

象# 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新的进路' 只要我们是在谈论觉察和描述那作为过去生

活中的元素的现象# 我们就在从事一般意义上的理解' 我们不能质疑现在是真

的这个事实' 我们不能质疑它# 但能够捕捉它吗- 范德莱乌指出# 并且我想也

是正确的" 我们最本真的生命# 我们真正之所是# 无论如何就是现在的行动#

就在此刻' 我也相信# 当他说我们无法进入当下活动着的生命的时候# 他是对

的/ 而这种进入# 我们本来是习惯于通过内感知来尝试着做到的' 但我们能先

验地说# 不可能有其他类型的感知吗-

现在正是禅宗的简易法门进入视野的关节点' 这是让一个人全副身心投入

现在瞬间的技艺!!!它意在捕捉飞逝的生命' 并且这样做的时候# 它发现的不

是一个逃逸的现在# 而是现在时刻的永恒' 铃木大拙说过" (我举起一个指头#

这在时间中# 但永恒被发现在指尖上跳舞!!!这不是象征主义' 对于禅宗它是

一个真实的体验')

& 我相信顿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直面其 (最本真生命) !!!

即范德莱乌所说的关于现在的原初体验'

不幸的是# 这里我不能带着体验的权威性来谈论' 我将会拿两个熟悉的禅

宗公案做基础# 试着用上述语汇来刻画顿悟的特征' 第一个是让中国禅首度达

到完全表达的慧能的要求# 他对一个来向他求教的和尚说" (显示你尚未出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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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来面目')

" 第二个是关于宋代居士官员赵?的' (一天办完公事后# 他发现

自己悠闲地坐在官署里# 突如其来的一声惊雷# 在他耳边炸响# 他意识到自己

顿悟了') 随后便赋诗一首"

默坐公堂虚隐几$

心源不动湛如水#

一声霹雳顶门开$

唤起从前自家底#

&

如果我们把慧能的要求 (显示你未出生时本来面目)# 和赵?的诗放在一

起# 后者读起来像是前者的答案' 此诗表达的是# 总已经在那儿的自性被意识

体察到' 在另一则公案中# 问题是体认无生和了达无时间性 % (何不体取无生#

了无速乎-)&# 对此的回答是# 体认就是无生# 了达就是无时间性'

' 这相当于

说# 真正自我# 或者我们所称的真正的主体# 可以说就是其活动' 换言之# (体

即无生# 了本无速) 的说法是指# 现在时刻就是我们的所是或本体# 而我们的

真实主体或自性# 既是现在# 也是永恒'

现象学的比较

经过这番太过松弛和不充分的努力# 指出一些日本艺术和宗教中的关键现

象以后# 我会把它们联系起来' 某些两者都有的重要现象# 来自一种共同的哲

学立场# 我们可以简称它为 (自然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 使人想起 (万物一

体)# (自然) 暗示对 (一体) 之义的非人格化解释'

在禅宗现象学中# 这意味着对 (不二) 的顿悟' 喜龙仁在其 (禅宗与绘画)

一章# 引用了五祖弘忍的话"

此真法皆如实$ 与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 豁能自觉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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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 !敏" *悯+ 此二见诸徒辈//观身与佛不差别$ 何须更觅彼

无余#

"

喜龙仁说对 (不二) 的顿悟是"

运用在艺术活动领域的$ 为最高级的观念' 最纯粹的灵感作出定义,

认识者成为了他自己的认识对象$ 艺术家则成为他赋予形象和他构思的东

西$ 而如果他拥有合适的外化形式$ 他会用图形和符号作象征来传达某些

东西$ 包括生命永恒之流的火焰$ 抑或形态凋败之际的无可奈何#

&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哲学原则# 可称为 (自身同一性) %?F>;6?6S&' 作为哲

学原则# 它不是现象' 然而# 一个人的意识状态# 若由对这意识的真实性的亲

切证知来支配# 这意识状态对于那人就是一种稳定的现象' 那人可以是僧侣或

居士# 也不管他是或不是一个艺术家' 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 这内在的条件便

成了 (气韵生动) %精神回响和生命律动& 的基础# 而对于观赏者# (气韵生

动) 则是作为现象存在于作品当中' 这不能从技艺的角度# 但可以用技艺的成

功运用来描述# 而它也能被洞悉和辨认'

第二个哲学观点对禅者是很平凡的# 即经验性存在的无常# 以及在生灭迁

流中把握它# 必须是通过直觉而不是反思' 仅仅通过充实地活在现在时刻# 就

能做到这一点# 但奇怪的是# 生命并没有变成一串无间断的刹那' 相反# 无时

间性的永恒价值的现象# 乃是凸显于这活的现在, 活的当下' 我们已经看到#

在水墨画中# 这永恒的现在是如何最生动地被领会和被呈现的' 在禅者和艺术

家的体验中同时出现的现象的自身同一性# 被大量本身又是艺术家的僧侣所强

调' 韦恩瑞特 %T@?;8J?M56& 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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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唐朝 !3)0).(2 年"$ 有一位佛教修行者就在崎岖的雾蒙蒙的悬崖

上$ 入定冥想' 凝视出神# 而他迫使自己在其中过隐修生活的寺院$ 则坐

落在中国偏远地区的群山中的云深处# 他想要创造历史$ 但他唯一的想法

是他身边的美$ 一种因为与世隔绝而能触动内心和弦的美# 在一种压倒性

的愿望的驱使下$ 他拿起笔画下了面前的景色$ 于是第一幅山水画诞

生了#

"

我引用这个是为了某种相关性# 尽管它也许不是很精确' 我想韦恩瑞特头

脑中想的可能是吴道子 %TH C@=15:;&# 赖世和与费正清说他" (被认为是首位

了不起的山水画家# 其始创的气韵生动, 书法入画的风格#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

画坛# 而他也以佛教人物画见称于世')

& 在第一幅吴道子风格的绘画诞生的事

件中# 我们看到# 输入此刻的绘画过程的# 是融合或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

第三原则就包含在基于这个秩序的绘画中# 即 (自发性)# 这在禅宗和艺术

当中都很普遍' 兰登.瓦纳说" (在把墨水书于纸上的绘画实践中# 禅宗艺术家

发现了一个可以称为 0无我1 的原则 %不是我在做这个&# 而这打开了一道让必

要的本真性涌入的大门' 在自我无法控制绘画之际# 意义必须控制' 这个原

则$$跟道教思想有关# 它不相信滞碍大道流行的人为干预')

' 对禅宗修行者

来说# 这个自发性原则塑造了所有的行动# 而不只是艺术'

自发性原则联系着这样的问题" 作为人类个体存在意味着什么' 成为一个

特殊的客体# 不同于成为个体的主体' 我不是用 (主体) 一词仅指内在体验的

私人性# 而是指一个行动的创造性中心# 一个由此突入未来的起点' 相反的观

点# 则把人类看成与周围的自然界相比是有着非同寻常能力的# 尽管如此# 能

力没有例外# 都是被因果法则支配的# 而因果性掏空着任何现在时刻的创造性

意义' 但什么能成为主体超越因果事件的基础呢- 把我的评论限制在一个视角

上# 因为这跟我们所定位的对禅宗和艺术来说是普适的那些原则有关# 我会说

这是 (可构想的) %不是 (可论证的)&# 它奠基于人类自我的存在# 后者又奠

基于一种能力# 这能力在并非由因果事件流支配的意义上# 是超越的# 又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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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因果事件流发生作用的意义上# 是内在的'

跟别的原则一样# 我得重申这个哲学视角不是现象' 但正如我们所见# 体

验不是某种现成给予我们的东西' 体验# 特别是指体验的现象# 是持续不断的

联结的结果# 并且我们参与这种联结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我们的理论' 而被无我

精神 % (不是我在做这个)& 所支配的艺术家# 跟体会到他的自性就是万物之中

的佛性的禅者# 相当清楚地展现着# 在现象学分析中# 他们看上去是同一种

现象'

日本绘画和禅宗的现象学相似性即其所是# 它们之间有何相异之处- 充分

的研究已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 我将简短地评论以下两点差异' 第一点是心理

方面的本性' 两者背后和两者当中的驱动力相当不同# 彼此独立' 艺术家渴望

的是美!!!观赏美并创造它' 禅者的渴望则涉及两条路# 标示相同而含义不同'

这是一种对于特殊类型的知识的渴求!!!即关于他自己的本性的知识# 这知识

将建构关于它自身存在的有意识的领会' 抑或# 这是要去完全实现他当前潜在

所是的冲动# 而他知道这只能通过 (明心见性) 来做到' 第二点差别是哲学方

面的' 禅宗体验受制于关于实在的一些特定观点# 但绘画不是' 在禅宗那儿#

的确一个人必须超越理论词汇达到体验的实在# 而相反# 在自发的创作中# 的

确一个艺术家可能体验一种转化中的澄明' 但作为艺术家# 哲学上的联系是否

必要# 是遭到质疑的'

总而言之# 也许我们可以总结说# 虽然传统的日本绘画和禅宗都各具特色#

但禅宗体验和对于日本绘画的创作者和观赏者两方面的体验# 显示了根本上的

结构相似性' 在一个人的体验中# 禅宗带领他用艺术表现他的宗教体验/ 而艺

术家在他对美的理解和创造中# 也许会发现他自己通晓超越# 并被引领着让自

己献身其中# 而这是通过艺术的作用'

!译者, 吴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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