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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倪瓒绘画的“绝对空间”

朱 良 志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元代艺术家倪瓒的绘画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空间形式，可称为“绝对空间”。 它是“绝于对待”的，
超越人与外境的相对性；又是瞬间生命体验的记录，具有“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特点。 这是一种生命空间，
而非物理空间；虽托迹于形式，又超越于形式。 其中体现的截断联系、消解动力、超越时间和小中见大等特

点，受到画家生存哲学和艺术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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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沈周自题《古木幽篁图》云：“倪迂妙处不可学，古木幽篁满意清。 我在后尘聊试笔，水痕何涩墨何生？”
②　 夏皮罗说：“描述一种风格涉及艺术的三个方面：一为图式因子或母题，二为造型结构关系，三为一种特殊个性

的‘表现’。”（Ｍｅｙｅｒ Ｓｃｈａｐｉｒｏ，”Ｓｔｙｌｅ”，１９５３，ｉｎ Ｐｒｅｚｉｏｓｉ，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ｐｌｏｇｙ，ｅｄ． Ｄｏｎｅｌｄ
Ｐｒｅｚｉｏｓｉ，ｐ１４５． ）

③　 倪瓒《跋画竹》：“以中毎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 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或涂抹久之，它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清 阁遗稿》
卷十一）他又说：“虽不能规摹形似，亦颇得之骊黄牝牡之外也。”（《清 阁遗稿》卷十三《答张藻仲书》）本文引

云林语，若不特加说明，均引自《清 阁遗稿》十五卷本（万历刻本），由云林八世孙倪珵所辑。

　 　 元代艺术家倪瓒（１３０６—１３７４），字云林。 他

的绘画，创造了一种“绝对空间”，此空间具有非

对境、截断联系、消解动力、非时间和非计量等特

点。 这一空间模式创造的影响，明清以来溢出绘

画领域，成为中国艺术哲学中以小见大、当下圆满

思想的代表性语言。

一、 “绝对空间”的概念

　 　 云林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他的艺术

影响了六百余年来中国画乃至中国艺术的进程。
云林绘画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空间形式，虽出于晚

唐五代以来大家之脉（如荆浩、关仝、李成），但究

竟成其一家之法。 其画面目主要有二：一是山水

画，多于寒山瘦水中着萧疏林木；一是窠木竹石图

（其墨竹图也可归入此类），由文同、苏轼一脉开

出，往往只是一拳怪石、几枝绿竹，略其意趣而已。

造型简单，甚至画面有重复之嫌。 但就是这样一

种空间形式，后世无数人临仿，像沈周、文徵明、董
其昌等一代大师都感叹难以穷其奥妙①。 对其空

间的解释，如从母题、画面结构等寻找图像形成的

历史脉络和时代特征，进而上升到表意的分析，这
种风格学的研究思路，虽不无价值，但也常有不相

凿枘之处②。 云林的空间，是一个独特的生命宇

宙，受制于他的生存哲学和艺术观念，从其思想深

层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是一不可忽视的角度。
云林画具有突出的“非空间”特点。 他的画

当然是视觉中形成的“造型空间”，具有物态形

式、空间位置和运动倾向等视觉艺术的基本特点。
然而云林却视这一空间为幻而非实的形式。 他为

朋友画竹，题跋却说，说它竹子可以，说是芦苇、桑
麻也无妨，外在的物象形式并不重要，他的意趣在

“骊黄牝牡之外”③，他作画的目的是要传达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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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逸气”①。 他为好友陈惟寅作画，题诗云：“爱
此枫林意，更起丘壑情。 写图以闲咏，不在象与

声。”②不在象与声，是他一生绘画之蕲向。 如他

画一片空阔的江岸，并非为呈现江岸相貌，也不在

叙述江岸所发生的事，画中树木、江水、远山、孤亭

等虽是寻常之物，经其纯化处理，“都非向来面

目”③，成为展现其生命体验的形式。
空间在人视觉中形成，通过视觉将诸物联系

起来。 而云林创造的这一世界，显然不能仅从视

觉角度去把握。 视觉空间强调视觉源点（观察者

位置），强调在视线中构成的四维关系（长宽高及

时间变量关系）。 而云林之空间不是依视觉源点

位置来确定，其源点是飘移的。 空间序列也不依

视觉而展开，心灵的秩序代替了外在观察的秩序。
它不是焦点或散点的问题，那终究还是透视问题，
云林的空间创造是通过一个虚设的意度去整合空

间序列。 如果说这是造型空间，那应该是意度空

间。 超越视觉逻辑、尊重生命感觉是其根本特点。
如《渔庄秋霁图》（藏上海市博物馆），董其昌

认为，此为云林晚岁极品④；安岐认为，此画为云

林“绝调”⑤，此可谓云林后期之代表作品。 画面

中央近景处，焦墨画平峦上枯树五株（所谓孤桐

只合在高岗），向空天中伸展，体势昂扬，中段空

景，以示水体，向前乃是沙岸浦溆，以横皴画远山

两重，约略黄昏之景。 这当与他在太湖边生活的

视觉经验有关，站在近岸，朝暮看太湖远山，就有

这样的感觉。 而这又非视觉经验的直接呈现。
“悲歌何慨慷”（云林题此画语）———江城暮色中，
风雨初歇，秋意已凉，正所谓袅袅兮秋风、洞庭波

兮木叶下，云林于此画一种悲切，一种高旷，一种

乾坤了望眼、不意自彷徨的精神，突出“凤凰鸣

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诗经·小雅·

卷阿》）的潇洒。 意度主宰着画面空间的选择，不
是由江岸视觉源点的远望所及，只是突出树、石等

符号，略去种种（包括小舟、行人、暮色中的鸟），
虚化种种（陂陀中的沙水，也非目击下存在之样

态）。 一切皆出于意度衡量之需要，需要在苍天

中昂藏得法的高树，需要一痕山影的空茫，就尽意

为之，而题诗中所说的“翠冉冉” “玉汪汪”等，一
无踪迹⑥。 画与王云浦的渔庄实景并无多大关

系，系一种精神书写。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牟复礼 （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Ｗ．

Ｍｏｔｅ）说：“中国文明不是将其历史寄托于建筑中

……真正的历史……是心灵的历史；其不朽的元

素是人类经验的瞬间。 只有文艺是永存的人类瞬

间唯一真正不朽的体现。”⑦记录瞬间直接的生命

体验，是云林艺术的基本特点。 如他在夏末秋初

送别时所画《幽涧寒松》（藏故宫博物院；参见本期封

三），萧瑟中注入了冷逸和狷介的情怀；为一位家

乡医生所画《容膝斋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

本期封三），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人生命存在的体

察溶入其中。 通过瞬间而成的“书法性用笔”（笔
迹）和空间组织形式，记下当下的体验，创造出独

一无二的空间形式。 沈周等叹息云林之画难以接

近，正在于形式本身所载动的瞬间生命体验是不

可重复的，纵然绘画圣手，也难以临仿。
云林这种记录瞬间体验的纯化空间可称为

“绝对空间”，不是物理学中与相对空间区别的绝

对空间，那究竟还是一种物理空间形式。 这里所

言“绝对空间”，依中国哲学的概念（如庄子的“无
待”、唯识宗所说的“无依”），强调其“绝于对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逸气，当然不是画史上所说的愤懑不平之气（表现对异族统治的不满），与五代北宋以来的“四格”说也没有多

大关系，此“逸”大要在逸出规矩，超越表相，落在直接的生命觉悟和对生命真性的觉知上。
《清 阁遗稿》卷二，此为陈惟寅作画并题诗。
清吴升《大观录》卷十七：“迂翁画大抵平远。 山峰不多作树，似此高崖峭壁，具太华削成之势，大树小树，点叶

纷披，都非向来面目。 乃知此翁绘妙中扫空蹊径，有如许大手笔也。”
董其昌说：“此《渔庄秋霁图》，尤其晚年之合作者也。”（据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二十著录）
安岐《墨缘汇观》卷三。
此画云林自题云：“‘江城风雨歇，笔砚晚生凉。 囊楮未埋没，悲歌何慨慷！ 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 珍重张

高士，闲披对石床。’此图余乙未岁戏写于王云浦渔庄，忽已十八年矣。 不意子宜友契藏而不忍弃捐，感怀畴昔，
因成五言。 壬子七月卄日瓒。”
引见方闻：《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中国艺术史九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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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超越视听等感官与外境的相对性；更强调

它是瞬间生命体验的记录，是“独一无二”的，是
无对的。 它是生命空间，而非物理空间；虽托迹于

形式（如物态特征、存在位置、相互关系），又超越

于形式。 一朵开在幽谷中的兰花，也是一个“圆
满俱足”的生命宇宙，就因其“绝对性”。 正因它

是“绝对”的，所以并无残缺，不需要其他因素来

充满；也因其“绝对”，其意象总是孤迥特立，不可

重复，无法模仿。
此“绝对空间”类似于《庄子》的“无何有之

乡”。 《逍遥游》记载惠子讽刺庄子的大而无当，
不中规矩，无所为用。 庄子说：“今子有大树，患
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

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不夭斤斧，物无害

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①“无何有之乡”有

四个特点：一、就存在本质言，这是人生命寄托之

所：“乡”即有生命故园意，也即本文所言之“生命

空间”。 二、就存在状态言，此为非物质的存在，
它是“无何有”的，如成玄英疏所云：“无何有，犹
无有也。 莫，无也，谓宽旷无人之处，不问何物，悉
皆无有。 故曰无何有之乡也。”②三、就视觉感知

而言，此为无空间方位的存在，纵目一望，不知何

居；四、就与人的关系而言，这是一种不与人作对

境的存在，它是“绝于对待”的。 这四个方面恰是

云林“绝对空间”创造的核心意义。
云林的画超越物质 （欲望）、超越形式 （知

识）、超越身累（情感），有飞鸿灭没之韵，膺淡月

清风之志。 他以洞破历史的眼看世界。 他有诗

云：“笑拂岩前石，行看海底尘。”海枯石烂，沧海

桑田，永恒并不存在，世界变化不已，沾滞于物象，
斤斤于利益，终究为世所戏。 他将强烈的历史感，
寄托于超越历史表象的努力中。 似乎他的艺术就

是为了“勘破”的，勘破世相，勘破红尘，勘破流光

逸影。 他带着这份超越意，弹琴送落月，濯缨弄潺

湲；他满负一腔凌云志，任波光浮草阁，苔色上

春衣。

云林通过一系列方式来创造他的“绝对空

间”，下面分别谈几个主要方面。

二、 泛泛：超越对境关系

　 　 超越对境关系，出现于画面空间的，不是外在

于我的物象（心对之物），不是我欣赏的审美对象

（情对之景），也不是象征或隐喻某种情感概念的

符号（意对之象），而是在生命体验中，构造出的

生命图式。 在纯粹体验中，将人的知识、情感、欲
望等悬隔起来，一任世界依其“性”而自在呈现。
就像云林在自题《南渚图》诗中所说：“南渚无来

辙，穷冬更阒寥。 水宽山隐隐，野旷月迢迢。”在

寂寥之中，远离外在喧嚣和内在躁动，如在冬日寂

然的天地中，水落石出，世界依其本相而呈现，让
感觉中的“山光月色”活络起来，虽然画面中并无

山光月色。 它的重要特点就是“对象感”的解除，
亦即“境”的超越。

云林艺术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境”。 一是心

对之境，如物、象、景等，可称为“外境”。 此“境”
是在对象化中产生的。 云林说他的画“不在象与

声”，此声色之境是他要超越的对象。 一是自在

兴现之境，可称为“实境”。 心物一体，既无心对

之境，又无境对之心。
“外境”与“实境”的区别，是由人的观照态度

不同所造成的。 因此，不存在对外在世界的背离，
诸法即实相；也不存在改造“外境”使其合于“实
境”的问题，而在于人观照态度的变化。 超越对

象化，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在纯粹生命体验

中，方可达于冥合物我的境界。
云林认为，要超越外境，就必须存有“无住”

“不系”的觉悟之心。 他画中萧散疏落、简淡冷漠

的气氛，他的寂然不动、似要荡尽一切人间风烟的

形式，都与此思想有关。 无住、不系的思想来自道

禅，又融入他特别的生命体验，成为体现云林空间

创造的思想支撑点。 云林推崇道禅的“无滞境”

①

②

《庄子》一书对“无何有之乡”多有论及。 《应帝王》：“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

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列御寇》：“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

形，发泄乎太清。”
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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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①，他有诗咏叹孤云：“烟浦寒汀雨，吴山楚水

春。 绝无凝滞迹，本是不羁人。 鹳鹤同栖息，蛟龙

任屈伸。 自嗟犹有累，斯世有吾身。”②心中有累，
因吾有身；及其无身，便无所累。 无身，不是外在

身体的消失，而是超越身心的沾系，与物同流，目
无留形，心无滞境，与世浮沉，所谓“身同孤飞鹤，
心若不系舟”③。 如其《画偈》所说：“根尘未净，
自相翳晦。 耳目所移，有若盲聩。 心想之微，蚁穴

堤坏。”④耳目所移，对境心起，人为外境所束缚，
便如“盲聩”。 若去除沾系，便有离朱之目，可洞

穿世界的表象；有千里之耳，可谛听世界微妙的音

声。 后人有以“冥冥漠漠” “思入长空动杳冥”来
评云林画，都是强调其心无所系、心境冥合的

特征。
云林绘画空间创造，一如庄子所说的“寓诸

无竟”（无竟，即无境，亦即“无何有之乡”）⑤，一
片无来由的空间，上不巴天，下不着地，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如他画中的亭子，是人居所的纯化符

号，也即他所谓“蘧庐”。 在空间方位上，它被置

于“无何有”之地，如他所说：“亭子清溪上，疏林

落照中。 怀人隔秋水，无复问幽踪。”秋水缅邈，
江天空阔，一亭翼然于清溪之上，夕阳余晖在萧疏

林木里洒落，空空落落，一无所系。 沈周式的亭中

清话在这里不见，人活动的具体空间被抽去，空亭

寂寞于天地之间，所谓“乾坤一草亭”，成为一种

艺术哲学的宣说。
宋元以来以云林为代表的绘画空间创造，循

着物象———声色———境界的渐次超越模式。 物象

显现声色，声色表现意义。 物象是具体的存在；声
色是与人意识相接（所谓耳之于声、目之于色）而
产生的，是人情感和知识投射的产物；而境界是在

瞬间体悟中，脱略声色，还归世界（不是还归于外

在物象，那还是被人的意识等剥夺的声色世界）

所创造的生命宇宙。 也就是龚贤所说的“忽地山

河大地”的敞开。 如云林画萧疏寒林，不是要彰

显树的名、形、用，表现声色的存在，如佛经上说，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

来，它通过体验创造一个生命宇宙，呈现意之清、
之独、之洒脱、之脱略凡尘（不是概念和情感的

“表现”）。 云林的树，没有光，如有光在；不在招

引，却引人腾踔。 “因君写出三株树，忽起孤云野

鹤情”，正是言此。 萧疏林木立在高地，四面空

阔，没有遮挡，下有窠石，是在说“立”意，更在说

“风”意，说从容，说潇洒，说长天中的飞舞，说空

阔中的腾挪。 李日华所谓“其外刚，其中空，可以

立，可以风，吾与尔从容”是也。 他的竹，忽依在

石边，或一枝跃出，不随风披靡，抖落一身清气。
其画要聊抒胸中逸气，此“逸气”非压抑之气、不
平之气，乃是纵逸于天地、高蹈于古今之气，不为

“连环”世相缠绕之气。 与韩愈“不平之气”迥然

相别，它恰恰是至平之气、不生不灭之气、不爱不

憎之气。
云林的无对境艺术哲学，不是对“境”的否

弃，而是于具体的“境”中成就其绝对的生命境

界，不在境，又不离于境，所谓“即外境即实境”。
黄山谷说：“法不孤起，仗境方生。”⑥他将此视为

一条重要的艺术原则。 此语来自禅宗，禅宗强调，
“心不自心，因色故有” （马祖语）、“法不孤起，仗
境方生”（希运）。 希运甚至说：“一切声色，是佛

之慧目。”⑦不离声色，不落声色。 缘境而生，于境

中超越境。
云林的绘画空间创造，不系于境，又不离于

境。 他奉行一种“泛泛”哲学，“泛泛”如江上之

鸥，无碍于世，随境宛转，不住一念，外相无系于

心，所谓水自漂流山自东。 其《恻恻行》诗云：“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二：“吕温在道州戏赠云：‘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 君看池水湛然

时，何曾不受花枝影？’”
《清 阁遗稿》卷三，《孤云用王叔明韵》。
《答徐良夫》，《清 阁遗稿》卷二。
《清 阁遗稿》卷一。
《庄子·齐物论》说：“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 忘年忘义，振于无竟。 故寓诸无竟。”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据《指月录》卷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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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真旅社，身世等行客。 泛泛何所损，皎皎奚自

益。”①历史的陈迹所昭示于人的，不是对荣名的

仰慕（“皎皎”），而是放下利名的追逐，“泛泛”与
世优游。 “坐叹辛夷紫，还伤蕙草碧” （云林语），
辛夷初发如笔，北人呼为木笔花，如笔的辛夷滔滔

地说，宣泄着自己的欲望（皎皎），而路边无人注

意的兰蕙小草没有声音，没有宣说，自在地存在，
无言而足堪人怜，他所重正是这自在呈现之境。
“不知人事剧，但见青山好” （云林），他强调不以

人的欲望去征服世界，不将世界“对象化”，让一

切既定的法则、等级的序列、高下尊卑的预设，都
在西风萧瑟中落去，唯剩下人真实的性灵面向

世界。
云林反对“皎皎”的叙述性、记录性表达，其

画中“无人之境”就与此有关。 云林画不画人，所
谓“归来独坐茆檐下，画出空山不见人” （云林

语），这在画史上曾引起热烈讨论。 云林最喜欢

“荒村寂寥人稀到”（上海博物馆藏云林《溪山图》
自题语）的境界，其画中的空间是无人活动的世

界，主体消失了，故事讲述者消失了，对象也消失。
张雨评云林画为“无画史纵横气息”，不像历史上

纵横家那样，有滔滔的诉说 （即云林所言 “皎

皎”），就突出其画的“非叙述性”特点。

三、 萧散：淡化联系纽带

　 　 朱熹曾说：“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
则不成文矣。”②从天文到人文，一切创造都是在

对待与流行中完成的。 中国哲学这方面的思想有

三个要点：一是相互对待；二是在对待中形成联

系；三是在联系中有流动。 这一思想深深影响着

中国艺术的发展，如人们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是书法的根本法则，就是强调流行与对待之关系。

但云林的绘画（包括其书法）的根本特点却

是“散”，似乎云林一生艺术的努力，就在截断这

种关联。 “ 寒池蕉 雨 诗 人 画， 午 榻 茶 烟 病 叟

禅”③，这是元末明初诗人高启（１３３６—１３７４）心

目中的云林形象，云林的艺术也像他的为人，以萧

散历落著称。 熊秉明在研究李叔同书法时说：
“弘一法师的字不飘逸，相反，带有一种迟重，好
像没有什么牵挂。 他的字可说是‘疏’。”④熊先

生所说“好像没有什么牵挂”的“散”的特点，正是

云林书画艺术的根本特点。
“散”（或称“萧散” “散淡” “萧疏”等），是五

代北宋以来中国艺术创造出现的新倾向，它是与

联系、秩序、整饬感相对的一种审美倾向，与传统

士人追求孤迥特立、截断众流的思想有关。 明初

松江顾禄（谨中）感慨地说：“萧散云林子，诗工画

亦清。”⑤云林的艺术将“散”的审美倾向推向极

致。 他有“云林散人”之号，元末以来艺道中人也

多注意到其艺术的萧散特点⑥，甚至有人将他称

为“散仙”⑦。
李日华平生好云林之作，读过云林之作数十

本，他认为云林由营丘家法中传出，“萧散”二字

是其所得真诠。 但他说：“古人林木窠石，本与山

水别行，大抵山水意高深回环，备有一时气象，而
林石则草草逸笔中见偃仰亏蔽与聚散历落之致而

已。 李营丘特妙山水，而林石更造微，倪迂源本营

丘，故所作萧散简逸，盖林木窠石之派也”⑧。 他

认为山水与林木“别行”，如果画山水，必追求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 阁遗稿》卷二。
这样的观点朱熹多次谈及，语略有异，但意思是明晰的，《朱子语类》卷七十六：“两物相对待，在这里故有文；若
相离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清刘熙载《艺概》卷一概括云：“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则不

成文矣。”
高启云：“名落人间四十年，绿蓑细雨自江天。 寒池蕉雨诗人画，午榻茶烟病叟禅。 四面荒山高阁外，两株疏柳

旧庄前。 相似不及鸥飞去，空恨风波滞酒船。”（《高太史大全集》卷十五《集倪隐君元镇》）
熊秉明：《弘一法师的写经书风》，见《熊秉明全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引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这是顾禄在云林《南渚图》上的题跋。
明杨士奇《东里集》之《东里诗集》卷三《题倪元镇画》：“琴床书几一尘无，散发云林不受呼。”明张大复《梅花草

堂集》卷十五《倪伯远克葬作此诗以美二张》：“萧散倪元镇，高山在上头。 前冈松桧合，曲涧水云浮。”
王汝玉题云林《清远图》云：“清 高人一散仙，常留遗墨世间传。”（见《石渠宝笈》卷三十八引）
据张丑《珊瑚网》卷三十四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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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回环之势，故不脱整饬、联系和流动，而画窠石

林木就不同了，可以在萧散历落中出高致。 云林

多画林木窠石，所以画风萧散。 这样的看法并不

确切，其实云林的画无论山水还是林木窠石，都以

萧散为崇高境界追求。
云林萧散贯彻在笔墨之迹中，贯彻在空间组

织乃至境界追求等整个过程中。 王蒙乃云林密

友，他们一起切磋艺道，引为知己，二家并臻高致，
然取向却有不同，王蒙密而紧，云林散而逸。 王蒙

说“五株烟树空陂上，便是云林春霁图”①，他极

赞这散中的深韵。 一生崇尚云林的沈周，常常为

自己学云林不得而苦恼。 故宫藏沈周十七开《卧
游图册》，有一开为仿倪作品，上有自题诗：“苦忆

云林子，风流不可追。 时时一把笔，草树各天

涯。”他极力追摩云林萧散历落的风神，画面也疏

朗，不拍塞，一湾瘦水，几片云山，几棵萧瑟老树当

立，云林的这些当家面目都具备了，然而画成之

后，远远一观，却是“草树各天涯”———云林的萧

散没有得到，却落得个松散的结果。
云林的萧散，不是松散。 “莺啼寂寂看将晚，

花落纷纷稍觉多”②，其中有妙韵藏焉。 王行题其

《林亭远岫》说：“乱鸿沙渚烟中夕，黄叶江村雨外

秋。”乱鸿灭没，在夕阳余影里，在长河无波处，散
中有深韵。 文衡山说：“平生最爱云林子，能写江

南雨后山。 我亦雨中聊点染，隔江山色有无间。”
山色有无间，似有而非有，云林萧散的形式，成为

他的“最爱”。
他的画尽力避免牵扯系联，像故宫藏《秋亭

嘉树图》立轴，远山以折带皴画出，圭角毕露（与
传统艺术论所言不露圭角颇异），有棱棱风骨，更
有斩截之势，似乎要切断山的绵延，切断与湖面的

环抱之势。 他的山水林木之作，没有藤萝的缠绕，
没有江流的盘桓，没有山水相依，总是脉脉寒流，
迢迢远山，孤独的小亭，互不相关的疏树，没有人

的活动，没有江中的舟楫，没有岸边的待渡，没有

亭中的絮语，没有空山间的对弈，没有瀑布前人的

流连。 《秋亭嘉树》自题诗说“忽有冲烟白鹤双”，
画面中全无踪迹。 纽约大都会藏云林《江渚风林

图》，自题云：“江渚暮潮初落，风林霜叶浑稀。 倚

杖柴门阒寂，怀人山色依微。”树是稀的，潮是落

的，山色在依微间，光影在暮色里，人在寂寥中。
云林精心营构的世界，往往是你想到应该出

现的东西似乎都飘走了。 他作《林亭晚岫》，自题

云：“十月江南未陨霜，青枫欲赤碧梧黄。 停桡坐

对西山晚，新雁题诗小着行。” 但这里无鸟亦无

船，更无人在观看。 题画者赵觐说：“山中茅屋是

谁家，兀坐闲吟到日斜。 坐客不来山鸟散，呼童吸

水煮新茶。”远山中野亭，主客相会之所，客亦未

来，鸟已散去，就是这样寂然地自在。 他的画，花
落下了，云飘去了，水流至远处，浦溆荡出了岸，远
山在叆叇中踪迹难寻，萧瑟的林木，独对苍穹，草
啊树啊，各各一天涯，互相不粘附。 与王蒙不同，
云林的画不做收束的功夫，一任世界从他的手中、
眼中、心中，云散风吹去。 在云林看来，当人无可

把握世界之时，一切的执着，一切的沉溺，一切的

计较和思量，等同愚蒙。 《云林画谱》谈及画藤

蔓：“树上藤萝，不必写藤，只用重点，即似有藤，
一写藤，便有俗工气也。 如树梢垂萝，不是垂萝，
余里中有梓树，至秋冬叶落后，惟存馀荚下垂，余
喜之，故写梓树，每以笔下直数条，似萝倒挂耳。
若要茅屋，任意于空隙处写一椽，不可多写，多则

不见清逸耳。”③存世此作可能非出云林手，但所

言之语，符合云林整体思路。 他从书法中取来

“万岁枯藤”的古法，自天垂地，萧瑟地倒挂，苍莽

中似要斩断千年的牵挂。 屋宇多多，便有世俗风

烟相，他早年画中还有零落点缀，晚年之作中基本

省略，空落落的世界里，让清气流荡。 缠绕、裹胁、
覆冒、回抱、映衬、避就、顶戴、排叠、疏密、向背、朝
揖、撑拄等形式法则建立起的关联④，那种在所谓

①
②
③

④

《春霁图》是一件流传很广的作品，今不见。 《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以及吴其贞《书画记》等均有载。
云林自题《题南渚春晚图》，见《石渠宝笈》卷八。
《石渠宝笈·重华宫》所录《云林画谱》，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容庚以此为伪，而黄苗子认为可能是真。 而我以

为伪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涉的思想符合倪云林的想法。
传唐欧阳询率更三十六法，在北宋以来书学中影响甚大，多为形式关系性原则，这一原则在绘画者也广泛存在，
也就是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存在。 据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三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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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性用笔”中外延所形成的空间张力，在此都

被颠覆，只是一任空落落地。
云林的艺术世界，极力突破“某地存在某物”

的空间序列。 落于何方、处于何位之“方位”，在
云林这里，都化入恍惚幽眇间，“方位”只在“方
寸”间。 研究界常说他的构图，延续传统一河两

岸格局，天在上，地在下，中间一亭，似为人居之

所。 但又不能过于执实看待，因他与董巨李郭等

前代山水大家的习惯构图方式迥异，“不确定的

方位”才是他构图的基本准则。 一河两岸，远近

分列，平远展开，那是视觉中的延展，云林的空间

是超视觉的心灵空间。
“疏林落日草玄亭”是云林艺术的一个象征。

暮色里，疏林下，总有一个阒寂的小亭，向上是缅

邈的江面，向远为伸展的远山。 像秋亭嘉树、江亭

山色、松林亭子、江亭望山、溪亭山色等画名所显

示的那样，似乎云林只在突出江边、林下的这个小

小的亭子。 其实，云林的小亭，是一无定的所在，
是疏林落日中飘渺的存在，是一幻化形式。 它是

人现实居所的抽象符号，被置于江边林下，与其说

是借以确定人的位置，倒不如说为了超越世相、会
同玄冥的特别安排。 正像苏轼所说的“此身已是

一长亭”①。 他的画山色在有无间，亭子也在有无

间。 这亭，如老子的“谷神”———空谷之神，是“无
何有之乡”的一典型符号。 他诗中说：“屐蹑苔衣

破，窗承树影圆。 空亭无与语，长夏曲肱眠。”亭

子强化了他寂寞的语汇。
其题画诗多有“苔石幽篁依古木”“素树幽篁

涧石隈”“古木幽篁偎石根”之类的句子，似乎他

要突出形式之间的“依”“偎”关系，但实际里他所

强化的是一种“无赖”———无所依着的关系，这几

乎成为他空间布陈的“文法”。 这一“文法”就像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那样的名词叠进，没有（或少有）介词或连词的提

领。 文衡山仿云林笔，感叹道：“遥山过雨翠微

茫，疏树离离挂夕阳。 飞尽晚霞人寂寂，虚亭无赖

领秋光。”②一间寂寞的小亭，在“无赖”中寂寞地

存在。 云林诗云：“岸柳浑无赖，孤云相与还。 持

杯竟须饮，春物易阑珊。”③无赖方是其所赖。
云林艺术追求孤云出岫之美。 他说：“慎勿

与时竞，心境似虚舟。”④如坐上一叶小舟，孤行天

下。 “处世若过客，踽踽行道孤”⑤，他时常将自

己想象为一缕孤云，在天际飘渺。 张雨赠云林诗

说：“孤云岂无托”———这真道出云林乃至中国文

人艺术萧散孤行的实质，孤云就是他们的最终依

托，他们“托于无托”中。 在云林、张雨乃至很多

文人艺术家看来，“深泥没老象，自拔须勇志。 连

环将谁解，旦暮迭兴废”⑥，人世间相互依托，互相

牵扯，利益的连环，无所不在的联系和盘桓，遮蔽

了真性的光芒。 云林着力于“无赖”境界的创造，
总是孤云、孤馆、孤石，即使是几棵疏树并立，也呈

疏离之态，独立而无所沾系。 长水无波，长天无

云，老树无栖息之鸟，溪岸无暂放之花。 这种种形

式语言，都在表现他欲从世界的“连环”中拔出的

志趣。
“一痕山影淡若无”，这是李日华评云林的诗

句⑦，也道出云林形式创造的一个秘密，就是边际

的模糊。 “物物者与物无际” （庄子语），与物浑

成，没有边际，人与世界共有一天，这是云林绘画

形式创造的重要原则之一。 在知识的视域中，物
与物有了的界限，人与世界有了判隔。 云林“冥
冥漠漠”的绘画空间创造，是“道未始有封”（庄子

语）哲学的直接衍生形式。 他往往在诸物之间的

联系处作若有若无、影影绰绰的处理。 如台北故

宫藏云林《安处斋图》，采用李成窠植法，坡冈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和人见赠》，见明成化刻本《苏文忠公全集》之《东坡集》卷十四。
见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十八。
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十。 云林生写小山竹树为蘖轩老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云林小山竹树图，款：“云
林子写小山竹树，辛亥春。”１３７１ 年。 此图的真伪待考。
《答张炼师》，《清 阁遗稿》卷二。
《次韵酬友人》，《清 阁遗稿》卷二。
此乃张雨《赠元镇》诗，《贞居先生诗集》卷二。
见周亮工《读画录》卷一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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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枯树三株，萧散历落，淡墨勾出石之轮廓，复以

淡墨晕染棱角，漫漶其边际，再以浓墨点苔，苔痕

历历之态跃现，以见浑沦之势。 这样的处理方式

是云林的常态。
他着意创造的“微茫”意境，就与此无边际哲

学有关。 南田说云林画“总在微茫惨淡处”。 云

林说，其取境在“微茫烟际望中无”，在“源上桃花

无处无”，缥缈闪烁，无从把捉。 他要在一片空无

的世界中，让梨花萦夜月，柳絮入虚舟。 他对僧人

画家方崖说，他画中的物，似幻非真，他的追求只

在“虚空描不尽，明月照敷荣”———微茫的光穿过

生命的窗影。 他以微茫之思，寄出尘之想，融进天

地寥廓之中。 其画关心树影、云影、花影、月影，热
衷描写苔痕、藓斑、鸟迹、鹿迒。 其诗心敏感脆弱，
风林惊宿雨，涧户落残花，油然心动；芳气初袭蕙，
圜文复散池，忽起惊魂。 其《悼项山清上人》云：
“幽旷山中乐，飘摇物外踪。 梵余闲憇石，定起独

哦松。 花落春衣静，云垂涧户重。 依依种莲处，林
暝只闻钟。”①这是一首少见的悼亡诗，着意烘托

微茫空渺的世界，空花自落，静水深流，松风自吟

哦，莲花出清芬，悠远的钟声，一如梵教的深深教

诲。 云林的缥缈，不是笔墨的缥缈，也不是用思的

不可捉摸，而是深邃的空茫的智慧，表现的是对人

生的透彻觉悟。 之所以重微茫，是因他需要一双

迷朦的眼，淡化这世界对他的钩牵。 他需要一种

无分别的形式，来敷衍他去留无系、不有不无的

纯思。

四、 寂寞：消解动力模式

　 　 淡化关系性，与之相应的是，作为空间构成因

素之一的运动趋向也随之消解。 云林创造的寂寞

空间，与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动力模式迥然不同。
康有为说：“古人论书，以势为先。”②我国在

东汉时就形成比较成熟的“书势学”，此可谓书学

第一法则。 书论中讲“书法如兵法”，讲 “一笔

书”。 绘画也讲“一笔画”，在形式内部造势。 书

家像制造矛盾的高手，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

落之，必欲起之；将欲转之，必故折之③，都是为了

造就这“势”———内部的动能。
在西方艺术理论中，动能被视为视觉艺术的

基本特性。 贡布里希认为，造型艺术的视觉空间，
弥漫着无所不在的动力因素。 他认为，空间不是

一种物理存在，而是一种心理形式，在人的心理作

用之下，视觉空间孕育着动能。 在建筑艺术中，
“土石与毗邻的水体及天空构成的一处景观，在
这个范围内不同物质之间可以测量的距离就是物

理空间的显现。 除此之外，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

也决定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可以通过从一个光

源达到一个物体的光能的数量，或者一个物体对

另一个物体产生的吸引力的强度，或者一物体运

动到另一物体的时间来描述”④。
然而，云林一生艺术似乎都在努力消解这动

力。 他执意创造一个寂寞的世界，让萧散形式间

失去互相关联、彼摄互动的吸引，阴阳摩荡的

“势”随着相互关系的缺位而无着落，咆哮的激流

消逝于静静的浅滩，喧嚣的浪花归于不增不减的

静水，各各一天涯的形式构成因素冷然相对，一任

水自漂流云自东。 其绘画的空间，可以说是“无
动能的视觉空间”。

“戚欣由妄起，心寂合自然”。 “寂”，是云林

绘画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董其昌题云林《六君子

图》（今藏上博）说：“云林画虽寂寥小景。 自有烟

霞之色，非画家者流纵横俗状也。” 恽南田认为

“寂寞”二字是云林画的命脉⑤。 云林的画通过

苍莽简淡、秀润天成的笔墨，运用一些程式化的形

式符号（如疏树、远山、空亭），创造带有强烈云林

色彩的独特空间图式，体现出寂寞、萧瑟、冷逸的

气象特点。 从存世的《五株烟树图》（今藏故宫博物

院）、《六君子图》《溪山图》（今藏上海博物馆）、《枫

①
②
③

④
⑤

《清 阁遗稿》卷二。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五。
笪重光《书筏》说：“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欲起之；将欲转之，必故折之；将欲掣之，必故顿之；将欲

伸之，必故屈之；将欲拔之，必故擪之；将欲束之，必故拓之；将欲行之，必故停之。 书亦逆数焉。”
贡布里希：《建筑形式的视觉动力》，宁海林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２ 页。
《南田画跋》：“云林通乎南宫，此真寂寞之境也，再着一点便俗。”“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



　 第 ３ 期 朱良志：论倪瓒绘画的“绝对空间” ６９　　　

落吴江》（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江亭山色》（今

藏台北“故宫博物馆”）、《紫芝山房》 （今藏台北“故宫

博物院”）等图中可以看出，云林在戮力营造寂寞

的精神氛围，表达生命的忧伤和超脱的情怀。 在

他这里，“寂”大体有四层意思：
第一，寂，是世界的本相。 云林说：“山意寂

寥知者少，匣藏无使世人闻。”他从本真角度来理

解寂寞。 他画中萧瑟的林木，漠漠的寒流，近乎绝

望而无所之之的流连，其实就是要归于这本真。
其“寂”与佛道二家哲学有关。 《维摩经》卷三（罗
什译本）说：“法常寂然，灭诸相故。”《华严经》卷
二（实叉难陀译本）也说：“佛观世法如光影，入彼

甚深幽奥处。 说诸法性常寂然，善种思惟能见

此。”①像云林的《秋庭嘉树》 《林亭远岫》 《溪山》
等图，几乎就是这“常寂”的形式语言。 他的画是

“静”的。 他说：“寂寥非世欣，自足怡静者。”②此

寂静不是环境的安静和心情的平静，而是于非时

非空的静寂中显露本真。 即老子说的 “归根

曰静”。
第二，在“寂”中息念，“息”，就是动力的消

解。 “息”也是云林艺术的关键词之一。 其诗云：
“息景无狂驰” “息景穷幽玄” “聊此息跻攀”，
“息”是他画中的“制动”因素。 漠然相对，各各自

在，抖落一切尘染。 像《容膝斋图》等在近乎绝望

的形式空间中，表达不爱不憎、不有不无、不增不

减的“息”的思想。 他的道园是息兵之地，将狂澜

止息于静所，所谓“萧然不作人间梦” “幽栖不作

红尘客”。 人内在幽暗的冲动，在此化为静静的

沙岸、若隐若现的云天。 他的画是泠然风涛之静

所、鼓枻银河之天区，渺无人迹，心可寄之。
云林推宗一种“不应”的哲学。 我们知道，心

物感应说是中国哲学乃至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易传》将感应之“咸”卦作为下经之始，《乐记》
将心物感应作为大乐产生之本源，《文心雕龙》将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作为

诗兴的根本。 云林的思虑与此完全不同。 张羽题

其《林亭远岫》说：“洒扫空斋住，浑忘应世情。 身

闲成道性，家散剩诗名。”他的艺术是“不应”的，
决绝于“应世”之情，如庄子所谓“不将不迎”。

第三，寂有“空”意，是谓“空寂”。 云林追摩

的画中高致“寂寥”一语，本《老子》，其二十四章

云：“寂兮寥兮，独立不改。”王弼注：“寂寥，无形

体也，无物之匹。”寂，无声也；寥，无形也。 寂寥，
即无声无形的空灵境界。 云林的画总给人云去亭

空的感觉，空荡荡的江面，空无一人的孤亭，缅邈

而空阔的远山，真是“别无长物”。 他的画将“简”
的境界推到极致。 画梧石秀竹，就是一两株疏桐、
几片竹筠，傍着孤立的湖石。 山水面目更是如此。
颇值玩味的是，明初以来著录云林之画者多矣，但
说到云林的画面，像张丑、李日华、董其昌、卞永

誉、吴其贞、恽南田等，往往所述仅只言片语，因为

可以描述的画面布局实在太简单了，不像描述黄

公望、王蒙等的作品要费很多笔力才能说清。 云

林空间创造中的空寂，不是追求画面的疏朗和留

白，而涉及云林的整体艺术哲学观念，本质上是即

幻即真哲学的体现，也就是他所说的“乃幻岩居，
现于室内”。

第四，在“寂”中追求活泼，这也是云林寂寞

艺术的突出特点。 虽然他的画尽皆寒山枯木，但
并不是为了表现“休去，歇去，寒灰枯木去，冷湫

湫地去，一条白练去”，云林的空间创造仍然落实

在对活泼的追求，是一种没有 “生香活态” 的

活泼。
“天风起长林，万影弄秋色。 幽人期不来，空

亭倚萝薜。”这是元代画家曹云西的一首小诗，这
首小诗反映出的趣味，与云林最是接近，几乎可视

为云林一生艺术追求的凝聚。 董其昌说：“云林

画，江东人以有无论清俗。 余所藏《秋林图》有诗

云：‘云开见山高，木落知风劲。 亭下不逢人，夕

①

②

中国佛学也秉持此寂然为本的思想。 天台智顗《摩诃止观》卷一上说：“法性寂然。”卷七上说：“法性不动而寂

然。”在佛教，寂然乃不染于法，不起念。 延寿《宗镜录》卷八十二解释止观学说云：“夫云何一心而成止观？ 答：
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观。”
《清 阁遗稿》卷二《寄穹窿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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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澹秋影。’ 其韵致超绝， 当在子久、 山樵之

上。”①云林萧散古木、空亭翼然的境界，与云西异

曲同工。 高启《题云林小景》诗说：“归人渡水少，
空林掩烟舍。 独立望秋山，钟鸣夕阳下。”明赵觐

题云林画云：“天风起云林，众树动秋色。 仙人招

不来，空山倚晴碧。”②只是稍微改动了云西之诗。
以上所举云西、云林及后人评云林画的四首

诗，反映出元代以云林为代表的艺术的一个重要

特点，就是在静寂中追求生命的活络。 就像明俞

贞木《倪云林画》诗中所说：“寂寂小亭人不见，夕
阳云影共依依。”静绝尘氛的空间，像《渔庄秋霁

图》（今藏上海博物馆）、《松林亭子图》（今藏台北“故

宫博物院”）、《容膝斋图》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等，几乎将一切“活趣”等荡去，真是“寂然”了一

切，没有飞鸟，没有云霓，水中没有渔舟，亭中没有

人迹，甚至没有一片落叶在飘飞，画面似乎被“凝
固”了。 真是：“当万有俱寂之时，有些事情发生

了，一朵浪花出现了”。 这正是禅语“无风萝自

动”所表现的境界。 云林自题《良常草堂图》：“一
室良常洞，幽深古太茅。 风瓢元自寂，畦瓮不知

劳。”风瓢元自寂，意同于禅家“无风萝自动”，寂
寞的世界里，照样有飞花入座香。

明汪砢玉说：“水墨不难于苍古，而难于穉

秀，故春之始阳，花之犹含；女之早娇，香色态趣，
冲然媚人，请以此观云林笔，莲峰鹤岭中人。”他

以云林为“莲峰鹤岭中人”，以寂寞的空间创造，
追求无边的春意。 云林说：“尸坐以默观，静极自

春回。”③他的空寂的追求，不是寂然而灭，风林的

高旷，汀渚中的涵玩，远浦的收放等，均是意趣之

宇宙。 他的寂寞是“花落庭前树，风吹溪上舟”，
画中虽无舟，却见虚舟天河竞渡；他的画是“源上

桃花无中无”，虽无桃花，却有万般馥郁。 其画的

绝对空间，是心灵腾挪的世界。 在凝滞之中，意度

在流，在长天无物中，身云在飞。 无托中的有托，

不动中的自动。 他的画诠释了禅家“飞鸟不动”
的真义。

“无风萝自动”，是理解宋元以来中国艺术的

一个重要原则，它由道禅哲学影响而产生，深刻地

影响着文人艺术发展的进程。 我在以前的研究

中，将此称为“让世界活”，以此区别于“看世界

活”的艺术创造方式。 云林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

艺术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云林的绘画空间，

是一种“无动能的动力空间”。

五、 苔影：抹去时间痕迹

　 　 元郑元祐（１２９２—１３６４）评云林画说：“倪郎

作画如斫冰。”④云林作画，就像造一个无上清凉

世界，清净无尘，又冷逸清寒。 看他的画有一种扑

面而来的凉意。 初接触他的存世之作，你会觉得

这些作品可能都作于秋冬，因为画中分明都有或

浓或淡的冷寒气氛。 但细究会发现，存世云林画

迹很多作于春夏以及江南还笼罩在暑气余威的初

秋时节，真正作于秋末和寒冬的作品很少。 面对

葱绿的太湖两岸风光，处于温热的气氛之中，云林

只是纵横淡写秋声，一味突出荒寒寂历的境界，力
图抹去时间的痕迹。 前人评其画云：“写得云林

一段秋。”⑤这不是画家表现能力的单调，与他深

邃的存在思考有关。
他的《岸南双树图》（又作《古木竹石》）⑥，题

作于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二月晦日，是一个早春季

节。 １３５２ 年，云林因避乱离开无锡，至吴淞甫里

住友人家，次年早春告别友人，作画并题诗以赠，
诗云：“甫里宅边曾系舟，沧江白鸟思悠悠。 忆得

岸南双树子，雨余青竹上牵牛。” 画惟作疏树两

株，挺拔有力，后有数片寒竹，勾染后点苔，气氛清

逸。 整个画面给人萧疏清冷老辣的感觉，完全没

有江南春来之时的葱绿和柔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见《画禅室随笔》卷三。 江兴祐校点本《清 阁集》卷三，以此诗为云林所作。 故宫藏《林亭远岫图》上录有卞同

题云：“云开见山高，木落知风劲。 亭下不逢人，斜阳澹秋影。”只有“斜”一字之别。
据李日华《六研斋随笔》卷一著录云林《耕云图卷》之题跋。
《冬日窗上水影》，《清 阁遗稿》卷二。
《侨吴集》卷五。
云林《南渚图》钱仲益之跋。 据《味水轩日记》卷二引。
今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上有陈仁涛和张大千收藏印，画塘有文徵明题跋。 曾经缪曰藻《寓意编》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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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其《林亭远岫图》，题作于癸丑（１３６３）
夏五月初十。 虽是盛夏，画中却是枯槎当立，学营

丘法，以湿笔画出的碎枝，更见冷寒之状。 远目遥

岑，也是气象萧森。 颇有他评李成画所言“林木

苍古，山石浑然，径岸萦回，自然趣多” 的特点。
图中有元末明初高启、顾敬、吕敏（字志学，藏此

画者）、王璲（汝玉）、王行、张羽、顾弘、卞同、陈
则、金震、徐贲、俞允等多人题跋，几乎都将此视为

秋景。 这些题跋，似也不是有意的误读，是对云林

画中萧瑟清逸境界的恰当感受。 题画者不可能不

知道作画具体的时间地点，但他们没有觉得有任

何不恰当的地方，因为不仅云林深知，一般倾向文

人艺术观念的论者也知道，文人画妙在骊黄牝牡

之外，而不是表面的形式。
至于他的传世名作《幽涧寒松图》 （藏于故

宫）也是如此，“秋暑”中送一位远行的朋友，天气

燥热的初秋，云林却将其处理得寒气瑟瑟。 他的

代表作《渔庄秋霁图》 （今藏上海博物馆）画秋天之

景，自题诗有“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画面完

全没有成熟灿烂的秋意，惟有疏树五株，木叶几乎

脱尽，一湾瘦水，一痕远山，灿烂翻为萧瑟，躁动归

于静寂。
云林画中的题识往往喜欢作清晰的时间交

代，甚至详细注明在何地、因何事、为何人画，交代

自己当时的处境，或分别，或追忆，或席间信笔，
时、空都是具体的。 而他的画面空间却极力荡去

一切时间印记的刻痕，除去某人在某个时刻出现

于某地的叙述，往往是一片石，几片竹，枯木参差，
寒水淡淡，远山隐隐，全无某地存在某物的具体，
没有某个特定时刻的际会。 在他的“无人之境”
中，似乎一切叙述都交给了冷逸。

云林的艺术，是在作“时间的遁逃”。 其一，
其绘画空间极力抹去时代痕迹，他的画是非叙述

性的，超越记录一般事件的特性，以一种“普遍性

的符号”表达他的纯思。 荒野之中的茅亭（云林

将早年画中的屋宇简化为野外空亭，就与时间超

越有关），不泛一丝涟漪的水面，若隐若现的远

山，可以出现在任何时代。 人们评其画，常言其于

暮色之中、秋风之时，其实云林的努力在没有朝

暮、没有春秋，脱略景物随时间变化的节奏，呈现

不来不去、无生无灭的生命本相。 其二，无瞬间

性，也即没有任何标识活动性的符号出现。 造型

艺术的特点是捕捉一个最具张力的片刻，将其表

现出来，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通过希腊

雕塑对此有详细分析。 而云林艺术却是非叙述性

的，荡去化静为动的瞬间性特点，一任其寂寞。 没

有人在亭中，没有鸟在天上，没有舟在水里，没有

远山泻落的瀑布（这是中国山水画最喜欢使用的

符号），一切表示特定瞬间的图像因素尽皆弃去。
其三，无变化特征。 云林画的空间，是一个非变

化、无生灭的世界，既不枯朽，也不葱翠；既不繁

茂，也不凋零（如云林画萧瑟寒林，地上没有落

叶）。 他尽可能删汰可能造成过程性表述的语义

暗示。 其画中几个主要符号，古拙无用的散木，永
不凋零的竹（竹为长春之花，他画竹赠人，谓“此
君真可久”），亘古不动的假山，以及永恒的远山

（其诗所谓“世情对面九疑山”，世情瞬息万变，而
山永远端然不动），都以其“不老”、不随时间流动

而成其程式化符号。 在他看来，“千载事还同”，
成住坏空都是表相，他要表达一种不变的真实①。

云林绘画非时间性思想受到庄子“不将不

迎”、佛教“无生法忍”哲学的影响，但根源还是来

自他直接的生命感觉。 他的生平绝唱《江南春》
诗写道：

汀洲夜雨生芦笋，日出曈昽帘幕静。 惊禽蹴破

杏花烟，陌上东风吹鬓影。 远江摇曙剑光寒，辘轳水

咽青苔井。 落红飞燕触衣巾，沉香火微萦纷尘。
（《清 阁遗稿》卷六）

在一个微茫的春天，春花落满衣襟，春风扑面，杏
花春雨江南的温润将人拥抱。 为何这温柔的梦

幻，转眼间归于空无？ 人的生命如此美好，感受生

命的触觉如此敏感，追求无限性延伸的动力如此

强烈，然而就像这倏忽飘去的春，一切都无可挽回

地逝去。 人徒然地将种种眷恋，一腔柔情，付与落

花点点。 那历史上的种种兴衰崇替，也如这春风

① 李日华题云林诗云：“寒沙细细插江流，木老陂荒葭菼秋。 书卷不离黄犊背，钓竿只在白 洲。 千秋战垒孤烟

没，三楚精灵落日留。 自笑平生臂鹰手，尽将雄思写矾头。” （《味水轩日记》卷四）木老陂荒葭菼秋，一种枯朽

的、凝定的存在，一个不在时间维度中展开的不变之物，成为云林笔下永恒的“矾头”（此指山水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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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然。 那不世的英雄，如今安在？ 即使有累世的

功名，还不是飘渺无痕。 云林坐在清晨的静室，一
缕茶烟，漾着他如雪的鬓丝；几朵浮云，飘来几许

缱绻，将他推向寂寞的深渊。 在熹微的晨曦中，忽
听到取水的辘轳声声凝噎，布满苔痕的古井里，暗
影绰绰，似丈量出历史的纵深。 云林的 《江南

春》———这一引发后来吴门艺术家深沉阔大咏叹

的轻歌①，不是破灭之歌，而是人生命价值的反思

之歌。
苔痕是最能体现云林这方面思考的一个符

号。 云林是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视苔痕的艺术家之

一。 胡宁题其《山郭幽居图》说：“千年石上苔痕

裂，落日溪回树影深。”②这真是对云林艺术精湛

的概括，它道出了云林艺术追求“瞬间永恒”境界

的实质。 苔痕历历，寓示时间的绵长，而落日余晖

下的清溪回旋、树影深深，则是当下的鲜活，云林

的艺术大要在弥灭时间的界限，将当下的鲜活糅

入历史的幽深中。 奚昊题其《溪亭山色图》说：
“朝看云往暮云还，大抵幽人好住山。 倪老风流

无处问，野亭留得藓苔斑。”③在他看来，云林的

“风流”，在“野亭留得藓苔斑”中。 苔痕是一个与

时间相关的符号，它寓示时间的绵长，而人却要在

当下此在“出场”，时间的有限与无限构成张力，
云林的艺术于此作时间的遁逃。

苔痕如一种覆盖物，所谓“苔封”———封存了

时间，封存了人与世界的种种沾系。 “苔封”突出

不变性，任凭世态风云变化，我只在亘古不变中葆

有初心，封着真实，封着永恒，封着春花秋月。
“苔封”更强化其画中寂寞无可奈何的气氛，云林

诗所谓“斋居幽阒无人到，屐齿经行破藓封”，在
苔封中听天地的声音。 他题《春林远岫图》说：
“我别故人无十日，冲烟艇子又重来。 门前积雨

生幽草，墙上春云覆绿苔。”不去掀起苔痕封起的

世界，因为其中掩藏的幽暗冲动，会给人带来绝

望。 苔痕更泯灭了知识的纠缠，长满苔花的老屋，
是这样生动地呈现出人生命的无奈和清澈。

苔痕强化了云林绘画的高古情怀。 中国艺术

中的“高古”，不是对往古的追逐，而是无古无今

的超越情怀。 云林以他萧疏的笔致、荒寒的境界、
寂寞的气氛，复演了一个高古纯粹的真实世界。
所谓“苔生不碍山人屐”“点点青苔欲上衣”“黄昏

蹑屐到苍苔”“苔石幽篁依古木”，等等，他要到地

老天荒的超越境界中寻找生命真实。 青苔历历，
潜滋暗长，人在与时间悬隔的世界中拾步，所谓

“积雨琴丝缓，沿阶藓碧滋”“阶前生绿苔，参差松

影乱”“鹿饮荒池水，蜗耕石径苔”，一如他晚岁避

居的蜗牛居，总是迟迟、舒缓地打开生命的细径，
一如蜗牛在布满苔痕的小径中耕种，这与“竞”
“疾”“逐”的蝇营狗苟世相迥然不同，无声无息，
自在圆满。

他将这苔痕梦影都归于历史沉思：“余适偶

入城，本是山中客。 舟经二王宅，吊古览陈迹。 松

阴始亭午，岚气忽敛夕。 欲去仍徘徊，题诗满苔

石。”④心意落在苔石上，言其恒定，不为世移。 无

争斗之欲，无竞进之思，不让朝三暮四的世界污

染。 他的“辇路苔花碧，御沟菰叶生”诗句，意味

深长，王朝和威势，那样的喧腾，也随风吹雨打去。
他有诗云：“石间有题字，苔蚀已难辨。”立碑而纪

功扬名，经历世变，而连碑文本身也为苔痕剥蚀，
真是“铜砣荆棘” （西晋索靖语），曾经的喧闹，曾
经的名声，曾经的情仇爱恨，都在历史的风烟中消

逝。 他过一位友人旧居，曾与友人雅聚的追忆萦

然在目，而今主人已逝，旧宅没于苔痕中。 他写

道：“女萝垂绿翳衡门，野水通池没旧痕。 有道忘

情观物化，清言如在想人存。 凄凉江海空茅宇，惨
淡烟埃委石尊。 一奠山泉荐芹藻，古心寂寞竟谁

论。”⑤凄凉江海，是无边的永恒；而曾经的一灯如

①

②
③
④
⑤

吴门沈周、文徵明、唐寅、文嘉等在云林《江南春》诗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的江南春诗，并有多种形式的《江南

春图》的出现。 云林《江南春》诗万历刻本所录不全。 详细的考辨见谷红岩博士论文《江南春》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３）。
胡宁跋云林《山郭幽居图》，《珊瑚网》卷三十四。
据《珊瑚网》卷三十四著录。
《己卯正月十八日与申屠彦德游虎丘得客字》，《清 阁遗稿》卷二。
《同通书记过郑先生旧宅》，《清 阁遗稿》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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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已熄灭，曾经的居所茅宇已空落，只留下石上的

几缕烟痕，人生如雪泥鸿爪，如芭蕉雪影，都无执

实，无可留驻。 诗中漫溢着抚慰人生之意。
王蒙题云林《五株烟树图》 （今藏故宫）云：

“云林弃田宅，携妻子，系舟汾湖之滨，日与游者，
皆烟波钓艇、江海不羁之士，回视乡里，昔日之纷

扰如敝屣，真有见之士也。”云林这试图抹去时间

之痕的绘画空间，与他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具有

深沉的历史感。

六、 蘧庐：重置无量空间

　 　 云林的绘画艺术空间，似专为“一花一世界、
一草一天国”的哲学思想而创造的。 云林有一首

著名的题画兰花诗：“兰生幽谷中，倒影还自照。
无人作妍暖，春风发微笑。”他通过一朵兰花图，
演绎了传统思想中自性圆满的哲学。 一朵空谷中

的兰花，在寂寞的处所，没有人来欣赏它，没有人

给她温暖，它照样自在开放，云林虽然少有专门的

理论论述，但他的思想极富穿透力，他通过其艺术

表达，将这一艺术哲学思想的精要突显出来。
云林绘画“绝对空间”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不

可计量，它是“无量”的，不“以人为量”，而“以物

为量”。 以物为量，脱略人的知识、理性，让世界

纯然呈现。 顾阿瑛不无幽默地说，云林的画是

“作小山水，有高房山”———高房山是当时极负盛

名的前辈画家高克恭（１２４８—１３１０）。 这位玉山

园主的意思是，云林的画虽然多为小幅（传云林

生平不作大画，传世之作的确可以印证）①，没有

多为大幅巨障的高房山乃至中国山水画史上的大

叙述，没有那种千里江山的气势，但照样有磊落不

可一世的风神。 浪漫的杨铁崖评云林说得好：
“万里乾坤秋似水，一窗灯火夜如年”———万里乾

坤，无限之空间；夜如年，绵延之时间。 一窗灯火

者，当下存在之短暂；秋水者（“乃见尔丑”，此用

《齐物论》意），存在空间之渺小。 云林绘画的微

小空间有吞吐大荒的高致，瞬间体验中有涵括千

古的情怀。
“云林小景”已然成为画史上的熟用语。 这

是一种特别的图像语言，他的画常常是老树一株，
疏叶凋零，丛筱石坡，各有幽致。 老杜诗曰：“乾
坤一草亭”；云林有云：“天地一蘧庐”②，二者意

即一也。 后人就有评云林的疏林空亭之作为“万
里乾坤一草亭”③。 在老杜和云林看来，正如庄子

所言，人生等寄客，世界只是人短暂的栖所，是一

“蘧庐”（云林画的亭子，就寓有此意），世界留给

人的是有限的此生和无限的寂寞。 云林的寂寞艺

术，指出一条超越的道路，不是选择远离尘俗，而
是要在胸中起一种超越之志，像他的 《容膝斋

图》，画陶潜《归去来兮辞》文意，容膝者，极言人

的有限性，人在世界上占有的时间短暂、空间渺

小，即使有华屋万间，也只是“容膝”；即使有百年

之寿，也等同朝菌，一如这江边的空亭，寂寞而可

怜。 但在妙悟的心灵中，一亭，则是缅邈的历史和

无限空间的交汇点，一粒微小生命也可同于荒穹

碧落，作傲岸之游。 他有诗云：“古井汲修绠，空
斋 素弦。”———古井，无风波之谓也。 空斋，亦
如其画中空亭，无人可与语，无所沾系也。
（ｇēｎｇ，意为维系）以素弦，素琴（所谓无弦琴）淡

然，无声无息；空亭萧瑟，寂寥无形。 云林修来妙

悟之长绳，来汲此无波之井水；置一空亭，听天地

之音声，由此而成就圆满俱足之生命。
他赠陈惟寅诗云：“无家随地客，小阁看云

眠。”④他和惟寅一样，都是无家随地之客，被

“掷”入世界中，超越有限，具“无滞之身”，才有江

湖万里之天。 云林的画———他的窠木竹石和山水

小幅，虽也可追溯到晚唐五代大家笔墨和题材的

踪迹，但其载负的内涵则是出自云林一己的生命

体悟，无论是江亭望山、林亭远岫、秀石梧桐，还是

懒游窝、容膝斋、蘧庐、安处斋等作品，几乎都是为

①

②
③
④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云：“沈石田仿倪云林小景，上作嵯峨高岭层叠而下，林树劲挺，笔笔露刷丝蟹爪，真
杰作也。 有题句云：‘迂倪戏于画，简到更淸癯。 名家百余禩，所惜继者无。 况有冲淡篇，数语弁小图。 吴人助

清苑，重价争请沽。 后虽多学人，纷纷堕繁芜……’”
《蘧庐诗并序》，《清 阁遗稿》卷三。
明华幼武《为吴子道题云林画》，《黄杨集》卷下，明万历四十六年华五伦刻本。
《六月六日卢氏客楼对雨一首呈维寅》，《清 阁遗稿》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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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超越而作，带有坚定的生命信心，几乎有一种

“准宗教性”内涵，寂寞的、神圣的、清澈的、高迥

特立的情志寓于其中。 赠惟寅诗中所说的“好转

船头去”一句，是云林生命的醒悟，他要换一种思

路，换一种活法，他的绘画空间形式，就是这一新

思路、新活法的标识。
“小阁看云眠”的审美心胸，是云林艺术哲学

的精髓，也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以小见大”思想

的精髓。 “小阁”者，容膝也，言人之处境。 云眠

者，一如云林诗所说，“因同白云岀，更与白云归；
白云无定处，岂只山中住”，所谓身同白云与尘远

是也。 优游不迫，从容东西，虽小阁中，可披览江

湖之事，可驰骋天下之怀。 这里的“看”，非外在

之览观，乃是与世界优游，也即前文所言对境的解

除。 云 林 转 过 的 “ 船 头 ”， 关 键 在 改 变 一 种

“看”法。
儒家“万物皆备于我”哲学和道禅与物优游

的理论，成为云林“小中见大”哲学的思想基础。
李日华曾见到云林《西神山图》（图今不存），作于

早年。 李日华录其诗云：“谁言黄虞远，泊然天地

初。 回首抚八荒，纷攘蚍蜉如。 愿从逍遥游，何许

昆仑墟。”①他早年于兄长倪文光的道观玄文馆学

习，就深谙“蓬莱水清浅”的道理，就知道飘渺的

神灵其实就在当下直接的体悟中，在生命的践履

中。 他一生好名物，精鉴赏，但点滴推崇的是平凡

的生命、清洁的精神，一碗茶，几卷书，清洁所，几
高人，就可逍遥终日。 他尽散家中之物，如佛道之

“苦行”，也是如此。 他画中出现之物，无华楼丽

阁，无宝船香室，只是一片萧瑟的景，寄托翛然

的意。
身为江南三大雅集主人、世有家财的云林，深

领“小阁”的妙韵，欣赏小花的缱绻。 看他的画，
如仅知其寂寞、萧疏、冷逸，似显不够，这里更有充

满圆融、放旷高蹈和从容潇洒，他的《容膝斋图》，
不是展现居所狭小的难堪和渴望垂怜的环顾，主
题就落在优游和从容，没有凄然可怜的情愫，洋溢

着生命的欣喜。 他的画真可谓无一物者无尽藏，
有花有月有楼台，未出现于画中，即在此画中。 也

就是云林念念在兹的“源上桃花无处无”。 他的

画，如佛教因明学的“遮诠”，是佛教逻辑上的否

定命题，通过其特别的空间布陈，表达类似于“遮
诠”———说一物就不是一物———的思想，所谓花

非花、鸟非鸟是也。
他为好友张以中画《良常草堂图》 （图今不

存），题诗云：“身世萧萧一羽轻，白螺杯里酌沧

瀛。 逍遥自足忘朋宴，漫浪何须问姓名……”②一

个偏僻的处所，一个简单的世界，只要心灵通透，
白螺杯里，自有沧瀛之广大，逍遥而自得圆满。 他

为一位姓孙的朋友画《雪林小隐》，题诗云：“天地

飘摇一短篷，小窗虚白地炉红。 翛然忽起梨云梦，
不定仍因柳絮风。 鹤影褵褷檐上下，鹿近散漫屋

西东。 杜门我自无干请，闲写芭蕉入画中。”③读

这样的诗，似乎能读出其江亭望山、林亭远岫、清
溪亭子之类作品的用意，他写萧瑟的境，其实是

“闲写芭蕉”———生命短暂，如“中空”的芭蕉，权
当作短暂寄托的“绿天庵”。 他在此幻景中，粉碎

柳絮纷飞的牵扰，直入红炉点雪的彻悟。
云林常以至简之法表达至深之思。 张丑《真

迹日记》载云林于 １３６１ 年所作《优钵昙花图》，题
云：“十竹已安居，忍穷如铁石。 写赠一枝花，清
供无人摘。”上有多人题跋，其中杏村主人题云：
“云林刻画称神手，不写人间万卉花。 窃得一枝

天是种，懒涂红白自清华。” 由 “万卉” 压为 “一

枝”，不是量上的减损，而是当下圆满哲学使之

然。 北宋林逋诗云：“山水未深鱼鸟少。”云林也

追求这样的境界，林逋节制的表现方法对他有很

大影响。 世俗喜欢宣泄，喜欢滔滔地宣说，而他则

提倡节制、收敛、迟滞。 他的笔意迟迟，有一种欲

语还吞的效果，如秋末冬初时节，天地在敛收。 云

林将此称为“啬”道（此来自老子哲学），他将可有

可无的符号删去，删出一个清晰的、雅净的、不使

人目迷五色的空间，如清秋中的高天、雪后的

①
②

③

《六研斋二笔》卷二。
此画为以中所作，以中之祖父为张监（鹤溪），有二子张经（德常）、张纬（德机），其《水竹居图》上就有张纬之题

跋。 张以中与云林为友。
《清 阁遗稿》卷七，《题孙氏雪林小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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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涧。
云林的小画图中，有大腾挪。 安岐就曾评其

画说：“晚年一变，遂有关家小景，古宕之致。 尝

自谓合作处，非王蒙辈所能梦见。”①张雨说他：
“居然缩地法，挈入壶公壶。”②云林有诗云：“餐
霞非腥腐，物化自修短。”短长之别、大小之辨，都
是溺于外物、溺于尘俗之想，人与世界的沟壑，是
心灵所造成的。 去除这一计量的考虑，一朵小花，

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 云林有诗云：“吹笙缑

岭月，理咏舞雩风。”前一句说道教境界，后一句

说儒家气象，所谓“喟然点也宜吾与，不利虞兮乃

若何”（云林诗句）。 都是说人的性灵优游。 他有

诗云：“手攀月窟蹑天根，已识乾坤即此身。 安乐

窝中方寸地，浩然三十六宫春。”③关键是方寸之

地中腾挪，心安即满足，乾坤即己身。

Ｏ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Ｎｉ Ｚａ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Ｚｈ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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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岐《墨缘汇观》卷三。
《题元镇为作天池石壁图》，《贞居先生诗集》卷二。
《清 阁遗稿》卷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