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卷有艺

以明代计成 《园冶 》 为代表的造园专书 ，

将技术、 知识及经验凝聚成科学化和系统化的
理论， 为后人提供参鉴的范式， 但在新加坡艺
术史学者康格温看来， 我们对 《园冶》 的理解
不可拘泥于它的工具性。 在 《<园冶>与时尚：

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 一书中， 康
格温给 《园冶》 的定位是———中国历史上首部
尊重 “空间使用者” 感官需求的建筑专书， 既
讲求 “顺乎天然”， 更强调 “应乎人性”。 这完
全是园林研究史上将园林“赋活”的全新视角。

毫不夸张地说， 再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形式
和生活方式比园林和园林生活更熨帖于中国人
敛聚的心性———作为人造的山水梦境， 园林盛
放着造园者对于安定、 自足生活的向往， 这何
尝不是追求诗情画意的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呢 ？

造园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标准， 打造有趣的生
活空间， 并视之为人生赏心乐事， 从中， 我们
能阅览出不同阶层的人生观、 宇宙观和价值取

向。 如果把苏州拙政园的主人、 官场失意的王
献臣的生平略作通览， 大概不难了解其为何通
过一个 “拙” 字来影射和移情。 “拙” 的只是
当时的世道， 但在拙政园的曲径通幽之深处 ，

必定藏匿着王献臣一颗玲珑剔透心 。 退隐林
泉， 官场之途貌似断了， 但这座园子何尝没有
给他打开另一片天地？

康格温眼里的园林， 不是水泥砖墙的简单
堆集， 它首先隶属于 “人 ”， 必带有人的意志
和情趣。 对于以计成为代表的造园群体， 康格
温用 “叠山师” 这样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来指
代。 其实， 关于这一行业的特征以及在文化史
上地位的跌升与递变， 学界也少有深究。 “叠
山” 之名， 典型走的是以偏概全的路数， 叠山
师是规划、 经营园林的大匠， 绝非把山石垒叠
起来如此简鄙， 在康格温看来， 叠山师是精晓
美学、 懂得因借体宜之道的 “得人 ”， 其专业
化、 商业化为普通匠作所不能比拟。 计成就是

这一群体中的典范， 他不相信阴阳、 地理， 而
关注天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认为一座园林的景
观须与周围的自然、 地基条件整体和谐相配 ，

其超前的思想已抛下时人太多。 简言之， 在计
成看来， 尊重自然， 顺应天成， 引领 “人” 在
园林中得到感官愉悦， 人性方面的需求也随之
得到最大的满足， 只有这样的园林， 才实现了
“天” 与 “人” 的美美与共。 恰是深究园林如
何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互动、 共生关系， 才构
成了计成 《园冶》 一作的中心价值。 出身翰墨
的计成， 也正是借由该书， 表达了文人画家所
看重的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这种强烈的
自觉、 自知、 自爱、 自观自知以及对自然的敬
畏意识， 让数百年后的我们仍能感触到一丝热
度， 并为之着迷。

康格温进而指出， 园林不仅是主人的心中
之园 ， 更是人与人之间勾连情谊的 “舞台 ”。

针对 《园冶》 的研究本就寥寥可数， 洞察其与

江南地区文人生活如何交结的研究则更付之阙
如， 于是， 他力图通过管窥园林与消费社会的
人文互动和园林生活， 在自己的专著中实现两
个层面的拓进———从 “物理的园” 到 “精神的
园”，从“作为风景的园”到“作为场域的园”———

为后学打开更广的研读空间。

事实上， 明人普遍信奉堪舆学， 这造成明
代园林书籍往往游弄于阴阳 、 风水之说 。 但
《园冶》 并不热衷于这些奇技淫巧 ， 而是强调
人和自然的有机互动， 呼吁 “虽由人作， 宛自
天开 ” 般的天人谐美 。 对于计成这种极为超
前、 先进的意识， 学界并无多言， 康格温却对
这一思想体系中散发的科学精神、 人本主义大
加赞赏。 他从而将 《园冶》 一书的价值抬升至
更高一个层级： 面对天地大美， 无言的美学感
知与情怀能引领人悟到 “四海之内皆花园” 的
境界———园林既是大自然山水的浓缩之作， 也
是染上人的感情色彩的审美群像， 计成通过叠

山理水等活动， 使得 “物境” 和 “心境” 融为
一体。 明代文人的园林生活， 其实也体现着禅
的精神实质， 即向内观省生命的本性， 在内心
里构筑出一片自在天地。 因此 ， 身在园林里 ，

哪怕它是人工构筑的山水， 片石勺水、 丛花数
竹， 也能达到进退自如的放逸境界， 这便造成
文人园林， 从骨子里来说 ， 更是文人的心园 ，

是他们安放灵魂的心灵居所。

在凝聚着中国先民智慧的各项文明造物
中， 园林算得上异物———山、 石、 树、 池、 兽
等能被目视和摸触， 但蕴含于这些实体外观中
的气韵只能为心灵所感味 ， 因此 ， 它才兼有
“文化” 和 “美化” 两个层面的旨趣 。 小小园
林， 圈起来的何止地理空间， 分明亦可见造园
者的心胸———对于爱美且善于造美者来说， 万
千园林， 既是风物， 更是胸臆！

（作者为书评人）

我国著名古建筑
园林艺术家陈从周诞
辰 100 周年， 他的很
多艺术观念今天仍然
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比如这句 ： “不知中
国画理 ， 无以言中国
园林。”

数千年来的艺术
长河里 ， 作为二维平
面艺术的中国画与作
为三维空间艺术的古
代建筑之间 ， 的确存
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虚” 与 “实” 相互渗
透 ， 相互借鉴 ， 相伴
相生， 美美与共。

万千园林，

是风物，更是胸臆
———评艺术史新著《<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

潘飞

中国古代山水画担当建筑
效果图时， 才达到繁盛； 而中
国特有的建筑形式， 亦随山水
的画境而演变

有着空灵、 悠远意境的山水画， 代表着中

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水平。 然而， 少有人知： 山

水画在发挥着建筑效果图这一功用时， 才达到

繁盛之貌。

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 唐代张彦远的

《历代名画记》， 就曾提及 20 多位画家皆有画台

阁、 层楼、 宫阙、 台苑之擅。 比如开启 “青绿山

水” 画派的隋朝画家展子虔。 他的 《游春图》 历

来号称 “唐画之祖”， 反映了中国隋唐时期山水

画的风格和水平。 尽管画作中的山 、 水 、 树 、

石等元素只有轮廓， 并不写实， 但对建筑环境

的整体营造， 令其更像是一幅建筑设计的效果

图。 自隋唐开始， 封建王朝进入鼎盛时期， 为

彰显国力， 统治者热衷于大兴土木， 这些都给

擅长画建筑的画师们创造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

对带着山水元素的设计图的需求之盛， 直接激

发了山水画的兴起。 《历代名画记》 对阎立本

的评价是 “擅美匠， 学杨、 展， 精意宫观， 渐

变所附”， 大概意思是， 阎不仅精通美术， 还对

宫殿建筑的设计很在行， 是成功跨界的山水画

家兼高级建筑设计师， 官至工部尚书的阎立本

亲自参与设计图的绘制， 熟谙于山水， 久而久

之， 从阎等人开始， 建筑设计中的山水渐渐从原

来的宫观效果图中独立出来， 开始以单纯的山水

画而自居。

山水画同样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的演

变。 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园林的发展， 就

是以山水的画境为骨架的。 造园和绘画虽是两

个并行的艺术门类 ， 但彼此间的关系紧紧缠

织。 山水画与园林建造， 都基于人们想要亲近

自然的愿望。 或许是无比向往园林中也能横生

画意， 古代的造园家往往兼具画家的身份或修

养。 试想， 若非良好的艺术积淀， 造园大师计

成为高官严嵩修建别墅庭院 “积香炉” 时， 就

不可能把严大人扔给他的两句宋词 “梨花院落

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风” 筑出满目风情。 除

了计成， 明朝的张南垣早年的学画经历， 多半

为其成长为造园名家而添彩。 再如唐代诗人王

维， 不仅创作了 “画中有诗” 的山水画、 “诗

中有画” 的山水诗， 而且还筑建了诗画结合的

物质实体 “辋川别业”。 著名画家石涛也以造园

设计著称于世， 其设计的扬州片石山房被誉为

“人间股本” ……所谓 “善画者善园， 善园者善

画”， 历来如此， 有了游刃有余的美学基础， 哪

怕一块石头、 一根树木， 在造园者的手上也平

添了几分灵气和奇趣。 “画中有园林， 园林又

似画” 一语， 把中国画和园林之间的逻辑关系

说得再生动不过了。 说园林 “似画” 仿佛又限

制了园林美感的格局， 倒不如说， 园林本身就

是一幅容纳天与地的画， 可以为其他浪漫的发

生提供底本。 比如， 园林的那种曲径通幽的隐

秘， 恰为古戏曲中才子佳人欢愉相逢的桥段创

设了再好不过的背景， 而这些多情男女主角的

“在场”， 也更加增添了园林的生趣和活力， 使

得这里的一山、 一水、 一花、 一木、 一亭、 一

台、 一楼、 一阁都跟随幽会于此的张生、 崔莺

莺们的喜怒哀乐的生命故事一起游舞。

计成造园意识中的 “雅”， 即不脱离山水的

画境与诗文的雅趣。 中国园林重意境， 重精神，

重诗情画意， 这种美学境界契合于中国古代的文

学、 绘画、 戏曲等艺术形态， 被赞为 “三维的中

国画” “宛如画本” 倒也不为过誉。 画家为园林

作画， 把绘画的意境和自己的生活融入园林中，

这使得山水画和园林在创作手法和思想上相互交

织。 而借助 “左文右图” 的园林画， 人们能更深

切地体味园林 “可行、 可望、 可居、 可游、 可

观、 可赏” 的美好。

有了界画 ， 那些消失在历
史云烟里的中国木质古建 ， 才
能如纸上纪念碑一样被后世铭
记、 想象和怀念

在繁复的 “画家十三科” 里， 绘画和建筑

的关系在 “界画” 这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交汇

点。 所谓界画， 指的是绘制过程中通常需要用

界尺来辅助画笔。 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常常用以

描绘建筑物或者各种精致器物。 随着绘画艺术

的发展， 界画慢慢从建筑设计图中分化出来 ，

形成一门新的画科。 界画具有极强的工匠性和

实用性———从发祥之时开始， 它的诞生就隐隐

约约带有建筑草图的影子： “尺寸层叠皆以准

绳为则， 殆犹修内司法式， 分秒不得逾越。” 难

怪堪称古代建筑行业 “圣经” 的 《营造法式》，

也把建筑的设计绘本称为 “界画”。 由于科学、

形象地载录了以建筑及桥梁、 舟车等为对象的

的古代生活原貌， 界画的使用价值、 档案价值

或许更大于审美价值。 画师们往往要将建筑的

法式内藏于心， 比如， 南宋的 “三朝老画师 ”

李嵩年轻时做过木匠， “好绘画， 颇远绳墨”，

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 承授画技， 终成

一代名家， 木匠之技帮助李嵩达到了不用界尺

而 “宫苑楼阁规矩绳墨皆备” 的境界。

及至宋至元代， 界画进入创作的黄金期 ，

其间大师辈出。 张择端那幅声名赫赫的 《清明

上河图》， 就属于界画 。 全画的 “画眼 ” ———

那座横跨汴水两岸的木结构虹桥， 浓缩了当时

汴京城的繁华， 也代表着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史

上一个辉煌的顶点 。 宋徽宗更是极为推崇界

画， 不仅把界画列作皇家画院的考试科目， 本

人也留下运用界画技巧的 《瑞鹤图 》 等作传

世。 画中飞舞的白鹤下方， 庄严巍峨的宣德门

就极尽界画功底， 几乎可以看清殿脊上整齐排

列的块块灰瓦、 飞檐上只只瑞兽的造型， 以及

檐下木质斗拱的紧凑结构。 到了刘松年的 《四

景山水图》， 人们不难发现， 南宋界画在北宋

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可以依图

造屋、 准确地掌握形象、 风格、 细部等表现建

筑之美外， 还在表现意境、 构图上充分体现诗

情画意。

“如鸟斯革， 如翚斯飞 ”， 《诗经 》 所言

的中国建筑美被界画的画师们一一给具象化

了。 也幸而有它， 早已消失于大火或历史云烟

里的那些声名赫赫的中国木质古建， 才能如纸

上纪念碑一样， 被后世铭记、 想象和怀念。 幸

存至今者， 也被各代画作忠实地显现出其作为

生命体的衍化轨迹。 比如从元代画家夏永和明

代画家安正文的同名界画 《岳阳楼图》 中， 可

以清晰地发现岳阳楼的建筑形制发生了些微变

化———在前作中为二层三檐重歇山顶建筑， 在

后作中却变为六边二层重歇山顶建筑， 这都与

现存的岳阳楼三层三檐十字脊歇山顶建筑有很

大不同 ， 其间究竟发生了怎样奇异有趣的嬗

变， 实在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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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与古代建筑
数千年来如何灵感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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