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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汉字与中华审美文化之关系，学界的认知和探讨尚停留于对鲁迅“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
形美以感目”之结论的阐释，而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未能从根源处追问并验明汉字与审美文化的
血缘关系，从而揭示中华审美文化的字生性特征。中华审美文化的孕育、诞生、成长乃至生生不息，与四个汉
字（ 我们称之为“元关键词”） 密切相关： 心物一体之“人”建构审美主客体，可法可畏之“天”彰显审美境界，心
生言立之“文”诠解审美言说，亦行亦止之“道”楬橥审美规律。审美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宝中之宝，而中华审美
文化的这四个元关键词则是开启宝库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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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Meta Keywords of the Chinese Aesthetic Culture
LI Jianzhong， CHEN Shuo
（ School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 When tal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aesthetic culture，the cognition and discussions in academic world stay in interpreting LU Xun’s conclusion：
“The beautiful expression is felt by heart，the sweet sound by ears，and the beautiful form by eyes”，
failing to “get into the bottom of a tree by shaking its leaves”and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gestation，birth，growth and multiplication of the aesthetic culture of China are
related closely to four words，which we call it “meta keywords”： “Person”———the integration of
heart and object———constructs the aesthetic subject and object； “heaven”———that is imitable and
awestricken———manifests the aesthetic realm； “literature”———born from heart and expounds one’s
ideas———interprets the aesthetic opinions； “Dao”———the line and stop of the behaviors———declares the aesthetic rule． Aesthetic culture is the treasure in treasur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nd the
four meta keywords are the golden keys to unlock the treasury of Chinese aesthetic culture．
Key words： people； heaven； literature； Tao； aesthetic culture
中华审美文化与创生、记载并传播这一文化的汉字有着密切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汉字就没
有中华审美文化。关于汉字与中华审美文化之关系，学界的认知和探讨尚停留于对鲁迅“意美以感心，
［1］（ p354 － 355）

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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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结论的阐释，而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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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处追问并验明汉字与审美文化的血缘关系 ，从而揭示中华审美文化的字生性特征。 中华审美文化的
孕育、诞生、成长及生生不息，与四个汉字 （ 我称之为“元关键词 ”） 密切相关。 这四个汉字是： “人 ”、
“文”、“天”、“道”。“关键词”是英语 key words 的汉译，key words 者，words’key 也。审美文化是华夏文
明的宝中之宝，而中华审美文化的这四个元关键词则是开启宝库的金钥匙 。
提及“元关键词”一语，先须清楚“元”字的内涵。“元”有三义： 第一是“开始 ”。 比如每年的第一个
月为“元月”，元月的第一天为“元旦”，就是指开始、起初的意思； “元 ”的第二个含义是“根本”、“本来 ”
之意。在明代朱元璋之前，“元”与“原”是互通的，而为了避朱元璋讳，明代以后便用“原 ”取代了“元 ”
的“根本”、“本来”之意； 而第三个含义则是“美”的意思，汉魏之际的大哲学家王弼为《周易 》作注，将坤
［3］（ p18）
诸如“元妃”、“元配”、“美善之元 ”等，皆有美的含义
卦爻辞的“元”释为： “以文在中，美之至也。”

在内。中国审美文化的四个关键词“人”、“文”、“天”、“道”，既是最早的汉字，又是最根本的汉字，还是
蕴含着美感的汉字，因此，笔者将这四个汉字定义为中国审美文化的元关键词 。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既是“美”的创造主体，又是“美”本身。可以说“人”既创造了美，又欣赏了
美，同时也是被欣赏的对象。“人”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与“天”产生了各种意义上的联系。俗话说“人在
做，天在看”。“天”，既是人在审美创造时所效法的对象 ，同时也是人所追求的审美境界。 而“文 ”是人
类审美创造的呈现方式，“上知天文，
下知人文”体现了人类对审美创造的追求。人之“文”的创造过程，须
［4］（ p64）
”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由此
遵循一定的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道”。老子《道德经》云： “人法地，

“文”、
“天”、
“道”之间，
可见，
中华审美文化的四个元关键词“人”、
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一、心物一体之“人”建构审美主客体
人的甲骨文图形是

，一个揖让之人的侧影，象征着礼让之美，孔子云：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

“人”的意象本身就是一种美。“美”字的甲骨文如图

： 这个图形的上部羊，下部人，取“羊人为美 ”之

意象。而“羊人”的形象则来自于上古时期人们的祭祀活动 。 在祭祀活动上，人们戴着羊的头具载歌载
舞，表达他们对神灵的崇拜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充满艺术气息的神圣造型 。也有学者认
［5］
为“美”的图形是“人”头上装饰着羽毛， 而无论是“羊人为美 ”，还是“羽人为美 ”，其形象都标志着宗

教和艺术活动中人作为客体（ 即对象） 的美。现实生活中的“人 ”作为审美客体，同样具有其审美价值，
［3］（ p322）
《诗经·卫风·硕人》中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
应该是汉语文学中
最早的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鉴赏对象的诗性语言。 此外，《周易 》中乾卦的三根阳爻，其中上面的一
根爻线象征天，下面的一根爻线象征地，而中间一根爻线则是人的象征。 作为顶天立地的人，乾卦“刚
健”的意象顿时凸显于前。古人有一种比喻，谓人是“天地之心 ”。因此，从祭祀时神圣的“羊人 ”或“羽
人”，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的形象生动的“硕人 ”，再到作为“天地之心 ”的“三才 ”意义上的“人 ”，
“人”作为审美客体，在中华审美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如果说，“天”、“人”、“美”等古文字展示了人作为审美客体的正面形象 ，那么，还有一些古文字 （ 如
“民”、“臣”、“妾”等） 则展现了人的痛苦、悲剧的形象。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丑”作为“美”的对立面，同
样具有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其悲剧层面的美。 现代汉语中，“人 ”和“民 ”的概念接
近，但是在上古社会，“民”却是指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民”的甲骨文形象是

，描绘地是将尖锥刺向

眼睛的画面，奴隶主将奴隶的眼睛刺瞎一只，以标记其为自己的私有物，这就是“民 ”最早的含义。 之后
经过漫长的演化，“人”和“民”的含义才逐渐接近，现在则泛指人民群众。“臣”的甲骨文写做 ，其左边
［6］（ p118）

的括号象征着弯腰，许慎《说文解字》有“臣，牵也”“象屈服之形”。

在古代，一场战争后，胜利的一

方用绳索捆绑敌方俘虏，使其弯腰而被牵拉，这是臣最早的释义。“妾 ”和“臣 ”的原始义接近，“妾 ”在
甲骨文中写做 ： 女性双膝跪地，头上还戴着木枷。 可见“臣 ”与“妾 ”分别指正在服刑的男性和女性奴
隶。通过对“民”、“臣”、“妾”这三个汉字之原始义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远古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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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从而获得一种悲剧性的美感。
人，既是审美的客体或对象，同时也是审美文化的创造者或审美的主体。《礼记 · 礼运》： “故人者，
［3］（ p1422）

人不仅仅是在品尝美味、鉴别美音和欣赏
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美服，更重要的是在创造着“美味”、“美音”和“美服”。除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美 ”，比如山川河流、日
月星辰以外，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美 ，占据了审美文化的重要层面。
“人”作为审美主体的美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 首先，人是审美言说的主体。《尔雅 》有： “言，我
［3］（ p2573）
言说本身就是审美创造，因此，人作为言说者，自然也是审美创造的主体； 第二，人是具有独
也。”
［7］（ p521）
立人格之美的主体。《世说新语·品藻》中殷浩言：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
这句话成为魏晋人
［3］（ p1629）
“人格独立”的宣言； 第三，人是道德美的主体。《中庸 》记载： “子曰： ‘仁者，人也。’”
这里的

“人”和“仁”发音相同，因此，古代的儒家学者便通过音训，将“人”与“仁 ”画上了等号，认为只有具备仁
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而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儒家思想，贯穿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由此可见，作为
言说的主体，作为人格的主体和作为道德的主体 ，三者共同塑造了作为审美主体的人 。
中国文化很看重作为审美主体的“我”的身份，不同身份的人，对“我 ”的称呼也不一样，在《尔雅 ·
释诂》中，表示“我”的词语非常丰富： “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 朕、余、躬，身也。 台、朕、
［3］（ p2573）
赉、畀、卜、阳，予也。”
体现了作为人格主体的“我”的重要性。孔子关于“人格”也具有一系列的
论述，冯友兰先生认为儒家哲学就是人格哲学 。孔子把人格分为了四个等级： 最高级为圣人，孔子认为
尧舜禹汤一直到周文王周公，都属于圣人的行列； 第二级是君子，也是孔子在《论语 》中提及最多的词语
之一。孔子以君子自居，并以见不到圣人为憾； 第三级是狂狷，《论语·子路》： “子曰： 不得中行而与之，
［3］（ p2508）
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认为自己如果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圣人交朋
友，那就找狂狷的人交朋友，因为狂者敢作敢为，而狷者有所为有所不为； 最下一个等级是乡愿，在《论
［3］（ p2525）
语·阳货》中，孔子说： “乡愿，德之贼也。”
乡愿就是特指当时社会上那种不分是非 ，同于流俗，言
行不一，伪善欺世，处处讨好，以“谨厚老实 ”著称的“老好人 ”。 孔子尖锐地指出： 这种“乡愿 ”，言行不
符，实际上是似德非德而乱乎德的人，乃德之“贼 ”，世人对之不可不辨。 而后，孟子更清楚地说明这种
人乃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 关于审美文化的人格理论，儒家给后人留下的最丰厚的精神遗产
是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定义，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审美文化之中“人格美”的重要内容。
人既是审美的客体，又是审美的主体，故作为审美的对象和创造者的人，同时具备“心物一体 ”的特
征。“体”，繁体字写作“體 ”，这个字形很形象地表现了审美主客体相互统一的“人 ”的特征。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体，总十二属也。十二属许未详言，今以人体及许书核之。 首之属有三，曰顶，曰面，曰
颐。身之属三，曰肩，曰脊，曰尻。手之属三，曰肱，曰臂，曰手。 足之属三，曰股，曰胫，曰足。 合《说文 》
［6］（ p166）
全书求之，以十二者统之，皆此十二者所分属也。”
段玉裁把“体”分为了四大类十二个部分，而后
人从“体”的这些属性中找到了其美学意义上的价值 ，发散出了“肱股之臣”、“手足之情 ”颇具象征意味

的词汇。而由“体”作词根引申出合成词“体貌”，“体貌 ”一词则兼具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 作为名词，
是指人的外在形貌和由此所构成的人格形象 ，这里的“体貌”表现的是作为审美客体的美； 用作动词时，
“体”就具有了“体会”、“体悟”或“体察”的意思，而“貌”的意思则是指把体会或体悟出来的东西形象地
描述出来，而这种描述可以用文字、绘画及书法等多种方式。 因此，当“体貌 ”用为动词时，描述的是作
为审美主体的美。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里说： “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
［2］（ p650）
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刘勰用人的身体各个部分来比喻文章的美，这正说明了人既是审
美的主体，又是审美的客体。当人作为主体创造审美作品的同时 ，他和自然万物也就融为了一体。“写
［2］（ p693）
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 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
就是“心物一体 ”的最好写照。 刘勰用“情往
［2］（ p695）

似赠，兴来如答”
来表述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 人们把自己的情感寄寓于自然，便是“移情于
［8］（ p128）
物”，比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就是“移情于物”的典范。
“人”，作为一个最古老的汉字，以其直观的形象和丰富的意蕴，非常精确也非常深刻地阐述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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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中关于美的产生、美的创造、美的鉴赏等要义。 因此，心物一体的“人 ”，成为构建中国审美文
化主客体的第一关键词。

二、可法可畏之“天”彰显审美境界
“天”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分别如下：

［6］（ p1）

这是一个张开双臂的人，头上顶着一片天。许慎《说文解字》： “天，颠也。 至高无上，从一、大。”
许
慎虽然没有见到过甲骨文的“天”，但他对“天”的解释，第一句话“天，颠也”与甲骨文义相合，而第二句
“从一、大”却说不通： 因为“大”是人的正面形象，头上所顶着的并非是“一”，而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片
“天空”———这一点，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表现得很清楚 。
现代自然科学范畴里的“天”有严格的定义，它属于独立于人之外的宇宙，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
然而，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天”之构形可以看出，古人眼中的“天 ”和“人 ”是一体，这也是中国审美文化
“天人合一”的字源学基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天 ”的含义做了总结，提出了“五
种天”，它们是： 一、物质之天，就是与地相对的天，即天空，高处； 二、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
的天、帝。这种理解，在史书中常见，神话传说中也很多； 三、命运之天，这种理解揭示了天有着人所无法
抗拒的力量； 四、自然之天，自然之天和物质之天不一样，它侧重于指自然的运行，并具有自己的运行规
律，比如天性； 五、义理之天，这里说的天是指哲学意义上形而上学的天，即天理，是宇宙的最高原则，这
［9］（ p54 － 55）
种原则超过了自然之天。
中国汉字的“天”有多重含义，冯友兰把天的理解细化、分类，使天的概
念不再神秘、混乱。笔者考察“天”的五种含义，发现马友兰对“天 ”的这五种解释都与“人 ”息息相关，
没有哪一种“天”是脱离了人的意义而独立存在的。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张“法天”，即以“天”作为准则或者说人要效法天。 老子《道德
［4］（ p64）
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认为天地是自然的，自然是最美好的，
而人为的事物则破坏了这种美，因此人不能胡作妄为，而要效法自然。 这是老庄道家哲学的重要思想。
［4］（ p13 － 14）
这里的“不仁 ”不
为什么人要效法自然呢？ 《道德经 》第五章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
是指不仁慈，而是指不偏不倚，无所偏爱，没有私心。“刍狗 ”就是指祭祀用的用草扎成的狗，当人们把
刍狗当贡品祭祀天地时，将其恭敬地供上，待祭祀完成以后，就将刍狗丢弃在田间地头，任其风吹雨打自
生自灭。无论是先前的祭祀，还是祭祀后的丢弃，这一切的过程都是在祭祀者无所偏爱的状态下自然而
然发生的，而天地对待万物就如同祭祀者对待刍狗一样 ，这就叫“天地不仁”。
道家人法自然的另一个美学命题是“上善若水”，这句话出现在《道德经》第八章。 老子认为最高的
“善”就像水一样。因为水往下流，往最低最脏的地方流，并能化肮脏为洁净。 同时，水是最柔弱的物
体，然而它却能够击穿最坚硬的物质，“水滴石穿”。老子认为看似最柔弱的事物其实是最坚强的 ，看似
最坚硬的事物实际是最软弱的。老子甚至认为活着的生命都是柔软的 ，只有死去的生命才会变得坚硬，
故他说：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
［4］（ p185）
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最常见元素之一，水对
人维持生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它也是最具有牺牲精神的事物，因此老子认为“上善若水 ”。 从
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道家的美学观是“法天地、法自然”的。
“乾卦”是《周易》的第一卦，象征“天”。纵观乾卦的爻辞，描述的是龙的六种状态：
初九： 潜龙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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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3］（ p13 － 14）

上九： 亢龙有悔。

《乾卦》的爻辞表面上说的是龙，实际上也是叙述了人一生的六种状态 。 人的一生往往如爻辞描述的那
样，经历着初始———成长———壮大———鼎盛———衰落的过程。 而在《乾卦 》和《坤卦 》的“象传 ”中有这
样两句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的逻辑是： 天如何，地如何，
人如何。可见，《周易》也是一部讲“法天”的书，可“法”之“天”成为中华审美文化的最高境界。
［3］（ p2522）
孔子
道家“法天”，儒家则是“畏天”。孔子曰：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认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才能够被称之为君子。 当孔子最爱的大弟子颜回去世之后，孔子非常痛苦，说：

“天丧予！ 天丧予！ ”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孔子还说过：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3］（ p2526）
言哉？”
他认为上天虽然并不说话，但是春夏秋冬照样交替轮回，自然万物依然蓬勃生长。 这就
是天的神秘力量之所在，因而儒家主张“敬畏天地”。
而在南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化则是在“问天 ”。 屈原在《天问 》中提出： “鲧何所营？ 禹何所
［10］（ p77）
成？ 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屈原的问天，体现了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彰显了一种人文
境界。而在中国的民间，老百姓也发出了自己的“天问 ”。 正如西方人在情绪激动时说出“My God”一
［8］（ p220）
样，中国人在激动时会情不自禁地说“我的天啦！ ”杜甫《新安吏》有：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
杜甫在这里劝慰离别的人不要再哭泣 ，以“天地无情 ”来抨击最高统治者，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关汉卿《窦娥冤》那段著名的台词：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也是一种民
间的“问天”。可见，中国民间的“问天”表面是在质问天地，实际上是通过对“天”的质疑来反抗专制统
治，抨击统治者的昏聩和无法无天，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民本思想 。通过“问天 ”来“问人 ”，
也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一个传统，它给天赋予了新的含义。

三、心生言立之“文”诠解审美言说
文的甲骨文是 ，这个图形描绘的是一个张开双臂的人，胸前有文身，所谓“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
［11］（ p996）
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 ”。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身是人类最早的审美创造。 在没有笔和
纸的远古时代，人们通过在自己身体上刺上花纹的方式 ，发表自己的审美作品，故“以文身之纹为文 ”是
“文”的最早含义。作为“文身”的“文”字，因而也具备了三大特征： 第一，“文 ”是可以被感知的符号或
图画，我们今天称之为“文本”； 第二，“文”是人所创造出来，并且发表在他自己的身上的； 第三，这种发
表的符号或图像具有规律性，也具有一定的审美感。通过这三个特点，“文 ”的含义逐渐地发散，成为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之“文”的词根。
今天的“文学”分成了多学科多门类，比如文学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等，而这种分类看似为现代学术
分科的结果，若追根溯源却与“文”的词根义 （ 文身之纹为文 ） 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文是人创造出来的，
文来自于人，来自于人的心灵，因“文自人”我们有了“文学心理学 ”； 人有人体，文有文体，“人体 ”在前，
“文体”在后，“文体”因与“人体”有相似之处故可相互类比，因“文似人 ”我们有了“文学文体学 ”； 天下
之性人为贵，文的价值和意义是表现人和歌颂人，以人为最尊贵，故文学是人学，因“文贵人 ”我们有了
“文学人类学”； 文学要以人为本，为人服务，因“文为人”我们有了“文学伦理学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
所进行的文学研究，若要追根溯源，均与“文身之纹为文”相关。
在从“文身”之“纹”到“文化”之“文”的演变过程中，《周易 · 贲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贲卦由象征
山的艮卦和象征火的离卦组成，形成“山下有火 ”的意象。 而中国审美文化之根就在“贲卦 ”的卦辞中：
［3］（ p37）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刚柔交

李建中，等

第1 期

中华审美文化的四个元关键词

51

错，天文也”是说天地万物始终处在刚柔交错的变化之中； “文明 ”在这里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主谓
结构的词组，“文”是主语，以火的意象指代“文明”、“文化”，“明 ”是谓语，即“光明”、“灿烂 ”，合起来的
意思就是“文是非常灿烂鲜明的”； 而“止”的表面意思是指“停止”，引申为“最高的标准 ”，意为“达到最
高标准为止”，“文明以止”的意思是“人类文化的灿烂要有一个崇高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就是艮卦的形
象： 高山；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察天的规律，以明察时令的变化；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察人
类的文化，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天下，使天下更加文明。而“文化”一词的出处，就来自“人文化成 ”。 文化
的使命就是用人类自己所创造的包括审美产品在内的文明来化成天下 ，这是中华审美文化的重要内涵。
［6］（ p425）
即相互交错的花纹，而“花
许慎的《说文解字 》对“文 ”的注解如下： “文，错画也，象交文。”
［10］（ p147）
屈原赞美
纹”也是许慎所处的东汉的人们对“文”的解释。屈原《桔颂》：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桔子的颜色一半青一半黄，杂糅在一起，花纹灿烂无比。而我们今天所言“文章 ”写得漂亮，其词义之源

头可追溯至屈原的诗句： 虽然《桔颂》的“文章”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章”，但“美（ 漂亮） ”之本义是相
同或相通的。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 一曰形文，五色是也； 二曰声文，五音是
［2］（ p537）

说明文章需要形、声、情兼备，才能够顶天立地。 刘勰又在《风骨 》篇
也； 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2］（ p514）
云：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 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他认
为只有文采和风骨兼具的文章，才能如凤凰一样，“藻耀而高翔 ”。 可见，到了刘勰所处的时代，“文 ”的
含义已经从“花纹”延伸到了“文章”的范畴。而刘勰的《文心雕龙 》也给“文 ”下了定义： “心生而言立，
［2］（ p1）
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作为天地之心的人诞生了，语言就被创立了； 而语言出现以后，文章、文
学就被彰明了，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 而刘勰这句话，则包含中国审美文化的三个关键词： “人 ”、
“文”和“道”，不可谓不高明。
当作为文章的“文”出现以后，中国古代文学便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众
多，且不说我们熟悉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仅仅列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作品体
裁即批评文体，就包括了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的论说体，以曹植《与杨德祖书》为代表的书信体，
以陆机《文赋》为代表的辞赋体，以刘勰《文心雕龙 》为代表的骈俪体，以钟嵘《诗品 》为代表的诗话体，
以萧统《文选序》为代表的序跋体等等，真可谓是“文备众体”，也是“文”这个元关键词对于中国文学理
论及中华审美文化的贡献。

四、亦行亦止之“道”楬橥审美规律
“道”的金文图形画作 ，其形象是一个十字路口，旁边有一个人头，还有一个脚趾，展示了一个人
站在十字路口给人指路，因而“道”最早的含义就是“指导”。后来由“指导 ”进一步引申，又有了“说话 ”
，左上角是一个双人旁，表示“行动 ”，左下角为“止 ”，表示脚趾，也有
的意思。“道”的小篆体写作
“停止”的意思，右边则是一个人的形象。这个图形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 在道上有两种行动方式，一种
是行走，另一种是停止。 纵观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儒家偏重于“行走 ”，主张“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
朽，忧国忧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道家则主张“停止”，道法自然，因而要通过“无为”而顺应自然。 可见
“道”字的形象蕴含了一种张力，这种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两大主要哲学，成为了其思想
的重要来源。
［6］（ p75）
《说文解字》云： “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
可见“道”之本义实为形而下之“道路 ”。 而审
美意义上的“道”则更多地具有形而上的哲学内涵。 作为“道路 ”的道，具有三层含义： 第一，起点与终

点，即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而它的引申义则为本源与终极。所有哲学和美学的思想理论，都不能回
避如下命题：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人活着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第二，凡道路
皆有边界和轨迹，而引申到哲学和美学层面，则是“规律和规则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运行规律，任何
一种文化活动都有其规则。这就好比要在道上行走，不要逾越道路的约束，不要违反规则。 第三，在道
上行走有各种方式，即行道之方。而从审美主体的层面来讲，所行之“道”可引申为“作为审美创造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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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技巧”。而好的方法和技巧，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定的审美规律，因此“方法和技巧 ”与“规律
和规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传统的太极图，由白眼黑身的阴鱼和黑眼白身的阳鱼组成 。阴阳鱼此消彼长，相互做着永恒的
［4］（ p110）
游动。而这就是中国审美文化“道”的最根本规律： “反者道之动。”
这句话出自《道德经 》第四十
章，其意为： 循环往复的运动变化，是道的运行规律。这句话既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 ，也是儒家解
读《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 当然，“道 ”的规律不止于此，正如《道德经 》第一章所言： “道可道，非常
道。”最高的道，最高的技巧，最微妙的事物，实际上是不能说的，一被说破就不再是真正的“道 ”了，这也
是中国人对于审美之道的最高明的体悟 。
中国传统美术讲究“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传统书法的“计白当黑 ”，也是“大音希声，大道无形 ”
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学也注重这种“留白”，讲究“空白之美”或“无言之美”，《红楼梦 》中林黛玉临死
前的一句“宝玉，你好……”，留给读者以无尽的遐想。然而，即便是老子和庄子，一边说“不可道 ”，一边
却也洋洋洒洒的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和七万字的《庄子》，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 如果庄子和老子
“不道”的话，他们的思想也无法传递绵延至今了。 而且，庄子的“道 ”成就了先秦时期最美的散文，即
《庄子》三十三篇。《庄子》中以寓言的形式提到了许多审美创造的技法 ，包括解牛之技“观知止而神欲
行”、捕蝉之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斫轮之术“不徐不疾，得手应心 ”和制琴之法“心斋坐忘，以天合
天”等等。从庄子的这些寓言可以看出，审美的创造还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而审美主体必须通过一定
的修炼才能掌握这种规律。
中华审美文化，“人”作为审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心物一体 ”的； “天”作为最高的审美境界，既
是可效法的亦是可敬畏的； “文”则是人“心生言立 ”的审美创造，是对审美文化的创生、记录和传播； 而
“道”的亦行亦止的特性，揭示了审美规律和艺术技巧。 四个汉字共同构成中华审美文化的核心观念，
成为中华审美文化的元关键词。元典时代的汉字具有全息的特性，往往一个汉字就蕴含了中国文化的
全部信息，因此，这四个元关键词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正如太极图中的阴
阳鱼，在永恒的游动中整体性地呈现出中华审美文化的运行规律及普遍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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