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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1974年10月20日,俞平伯致叶圣陶的信写道:“有陈从周君者同济建筑系教师研究古代建筑,从朱桂莘、梁思成

等游,又能绘画,闻是张大千弟子,颇关系文献,兹属第为介,拟恳我兄为书一小笺,谅荷慨允,今奉上角花笺一枚乞于闲

时挥写,至为感荷。暠1974年11月16日,叶圣陶回复俞平伯:“陈从周闻有自绘朱色梅花寄呈,谅必收到。渠得(近来信)
兄手迹,甚欣感。暠参见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八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87、91页。

栚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从周在俞平伯的介绍下比较顺利且迅速地融入了北京“姑苏五老暠的文人圈子

(顾颉刚、叶圣陶、俞平伯、章元善、王伯祥),关于陈从周与他们之间的往来具体可参见苏州曲园修复的相关记载,比如说俞平

伯与叶圣陶之间的通信常常提到陈从周。正是在此期间,陈从周与他们之间的联系颇为频繁,更为直接的证据可见俞平伯给

陈从周的信中写道:“得云乡书,详言苏州沈伟东同志来沪商谈情况,述吾兄正论直言不胜感激……此事全靠我兄热忱毅力主

持,不敢以泛言相谢也。暠参见俞平伯:《致陈从周》见《俞平伯全集》(第九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栛 叶圣陶:《暣苏州园林暤序》,见《叶圣陶散文乙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33页。

栜 关于《苏州园林》的精细描述,陈从周的弟子路秉杰曾撰专文介绍其极为切身的写作背景,详细地总结了这部著

作的文字内容、摄影和测绘图的数量以及相关的影响。参见路秉杰:《暣苏州园林暤的写作缘起与独到之妙》,见黄昌勇、
封云主编:《陈从周:园林大师》,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栞 叶圣陶:《从暣扬州园林暤说起》,见《叶圣陶散文乙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70页。

暋

图像、词语和中国园林:陈从周之于摄影与宋词的并置

慕晓东
(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北京100084)

暋暋摘暋要:在1956年出版的《苏州园林》中,陈从周于每幅苏州园林的照片下方题上了宋词,此举乃是一项

重要的文化实践活动。首先,陈从周个人的词学修养和绘画训练创造性地衔接了中国传统艺术图文并置的内

在理路和形式。其次,摄影的画意、宋词的诗意、摄影与宋词并置的互通意境这三个层面体现了陈从周内在抒

情审美的发生机制。再次,若是以整本著作作为分析单元,《苏州园林》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图文关系,从而使之

具有成为一种特定的开放性文本的潜力。最后,通过分析陈从周图文并置的文化实践,可以发展一种新视角

和方法,以深入地思考传统中国园林背后潜在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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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197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某个时刻,
陈从周经由俞平伯的热忱引荐得以与叶圣陶相

识。栙 随后的数十年间,陈从周与叶圣陶时通音

问,往来鸿儒,终成忘年交。栚 在二人初识一个月

后,叶圣陶填了一阙《洞仙歌》赠予陈从周:“园林

佳辑,已多年珍玩。拙政诸图寄深眷。想童时常

与窗侣嬉游,踪迹遍山径楼廊汀岸。暠栛 此处,叶圣

陶所谓的“园林佳辑暠特指陈从周于1956年编写

出版的《苏州园林》。栜 “拙政诸图寄深眷暠表明《苏
州园林》的摄影具备激唤儿时生活记忆的“想童暠
功能。十年之后,叶圣陶于《文汇报》再论《苏州

园林》的五个妙处:其一,唤起童年记忆;其二,摄
影的艺术美感;其三,并置宋词与摄影的创举;其
四,其史料价值;其五,其教育方法。栞 在此特定语

境下,叶圣陶称赞《苏州园林》的第二和三个妙处

(摄影的艺术美感、宋词与摄影的并置)就是本文

的研究对象。
以摄影与宋词并置的方式呈现中国古典园

林,乃是《苏州园林》世所公认的艺术创举。当前

关注和研究《苏州园林》的文献大致分为两种类

型:第一种是描述性和回忆性的介绍,比如说,这
本著作中精美雅俗的黑白照片和情愫款款的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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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能够触发特定的抒情审美,叶圣陶等人的态度

即是明证。栙 第二种涉及分析性探索,比如说图

文的并置能够翘起福科理论支点中的“从属关

系暠,从而让图像与文字处于开放序列的状态。栚

前者重历史信息的传递和审美评价,后者重理论

议题的深度挖掘,两者无疑为我们深入探索陈从

周的创造性文化实践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路径。
不过,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上述两个研究路径

存在的相应弊端:前者缺少深度的分析,后者缺乏

坚实的历史基础。两者几乎不曾涉猎纵深的图文

并置之历史背景(无论是作者的个人治学经验,抑

或中国传统艺术史语境下的图文并置),亦鲜有之

于摄影艺术风格的分析,以及对相应的抒情体验的

论述。除此之外,如何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探讨

《苏州园林》中蕴含的复杂的图文关系,似乎也并没

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此境况下,本文试图将

陈从周个人具体而微的学术经历和中国艺术创作

图文并置的传统脉络相互结合起来,考察并置摄影

与宋词行为背后的创作动机和历史条件。在此基

础上选取《苏州园林》中照片、宋词和图文并置三种

类型作为分析对象,分别论述每一种媒介所蕴含的

抒情美典的内在机制以及潜在的文化意义。

一、双重变奏

暋暋时隔三十年之后,古稀之年的陈从周在追忆

并置园林摄影与宋词的初始动机时说道:“情以

游兴,本来中国园林就是‘文人园暞,它是以诗情

画意作主导思想的。因此在图片中,很自然地流

露出过去所读的前人词句,我于是在每张图片

上,撷了宋词题上。暠栛此番自鉴之言,若是站在创

作者的立场而言,似乎显得水到渠成;但是以今

人的学术视角而论,显然我们并不能把陈从周的

“自然地流露暠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的

创作行为。这种文化实践既非无源之水,也非横

空出世的产物,与之相反,它们恰恰建立在宏观

和微观的两股力量之上:延续千年的中国艺术

“诗书画一体暠的历史土壤,以及陈从周个人具体

的生命经验。
大约从北宋开始,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群体

承接唐代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暠的历史合法

性,逐渐开创了中国绘画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栜

在中国绘画的历史塑形过程中,图文相互结合的

题画诗便应运而生了。栞 题画诗远非只是用语言

表述那些绘制之物,而是需要通过精湛的诗艺和

醇厚的修养将画中形象视为真实存在的事物,然
后越过画作的构成元素讲述一个关于这些形象的

故事。栟 在特定的场景中,诗人会测度自身在多大

程度上离开画作,让绘画图像仅仅成为进行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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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德高望重者如叶恭绰曾经这样评价《苏州园林》:“从周陈君,博学能文,近方编志吴门园林,模山范水,征文

献之功。记洛阳之名园,录扬州之画舫,不图耄齿见此异书……适承佳楮属书,录杜诗以应,亦聊记梦痕而已。暠陈从周:
《往事迷风絮———怀叶公绰先生》,见《书带集》,1984年,第148页。与此同时,同辈友人贝聿铭,以及后辈门生李振宇等

人皆对《苏州园林》推崇备至。参见李振宇:《我所难忘的5本书———纪念陈从周先生逝世10周年》,载《中国园林》,2010
年第4期,第9页。

冯仕达:《中国园林史的期待与指归》,慕晓东译,张思锐、刘涤宇校,载《建筑遗产》,2017年第2期,第41 42页。
陈从周:《我的第一本书———苏州园林》,见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虽然唐代中期的《卢鸿草堂十志图》每张册页图画上均有题词,但是“每幅画页前的题词却文词俚鄙、谬误缺漏、

不堪卒读暠,此点说明画上的题词远远没有达到诗词的标准。从宋代中期开始开始直到清代,诗词与山林绘画才真正意

义上形成了一体两面的紧密联系。比如说清代王原祁创作的同一主题《草堂十图志册》,他在第四和第十册页上题道:
“人家在仙掌,云气欲生长暠,“松翠枫丹,光涵金碧暠。显然这些题词与唐代卢鸿的作品相比显得更加典雅俊秀,其诗书

画一体的表现形式可见一斑。参见王原祁:《王原祁草堂十志图册》(故宫藏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周阳高:
《卢鸿草堂十志图导论》,见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卢鸿草堂十志图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暠(杨公远编:《野趣有声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再

比如说,孔武仲在《宗伯集》中记载:“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暠,这至少说明,在中国画论中经常

会出现一些关于绘画与诗歌并置的相关记述。
[美]艾朗诺:《题画诗》,见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卷上),刘倩等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5

年,第436 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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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阐释的出发点。好像诗人在一幅风景画面前

具有一种将自身迅速投入画中场景的天然能力。
一旦“诗书画一体暠的风气开了先河,自此以后便蔚

然成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这样的例子俯拾即

是,元代名家倪云林之作《容膝斋图》题词与画作并

举:“金梭跃水池鱼戏,彩凤栖林涧竹斜。叠叠清谈

霏玉屑,萧萧白发岸乌纱暠,就直接体现了如何在二

维平面和四维情感中创造一种理想境界。栙

到了明清时代,大约得益于文人园建造的兴

盛与山水画创作之间某种动态的发展关系,园林

绘画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艺术创作和社交活动。
与此同时,这些园林绘画也深受“诗书画一体暠创
作范式的深刻影响,或单幅配诗栚,或册页配记

文栛,或手卷栜。只不过稍微不同的一点在于,园
林绘画中增加了新的文学类型———“园记暠作为

诗文的补充。明代文徴明的《拙政园三十一景

图》大概可以集中完整地体现那套呈现中国文人

园的艺术体系,有画,有诗,有书,有记,有印,有
跋。栞 整套图册中的每一幅图配以一页文字,而
且每一页的诗文和注记分别采用了篆、隶、行、楷
等不同字体来书写。比如说繁香坞一景(图1),
文徴明题诗:“杂植名花傍草堂,紫蕤丹艳漫成

行。春光烂漫千机锦,淑气熏蒸百和香。自爱芳

菲满怀袖,不叫风露湿衣裳。高情已在繁华外,
静看游蜂上下狂暠,这些文字兼具描述画面场景

和提升情境诗意的作用,可谓诗出则景境至。
除了高雅的文人园林绘画与题词外,通俗版

画中描绘的单一园林景物或景物组合亦与诗词

成对出现。起初,园林中的某种组成要素(比如

图1

象征文人气节的梅花)专刊成书,书页的左边空

出两列,专填诗文配之。南宋时期的《梅花喜神

谱》即为一例。这本刊印于1261年的版画书籍,
其下卷中描绘梅花“烂漫二十八枝暠中的“渔笠暠,
配以诗文:“骇浪不回头,方识江湖乐。暠栟若以园

林的整体景象而论,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青楼

韵语》中,插图将题词直接放置于描绘园林的图

像之上:“灵沼文禽,皆有匹仙,园美木卷高枝。暠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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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结合绘画空间和抒情诗词的创作范式直接影响了后世营建和品评中国文人园林的准绳。也就是

说,中国园林的意境乃是依靠诗情画意相互帮衬,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承担起呈现生命意识的艺术使命。
如汤贻汾《爱园雅集图》和袁江《东园图》。
如张复《西林园景图册》以及张宏《止园图》。
如钱毂《求志园图》以及夏銮《海山仙馆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以册页呈现园林颇为流行,其表现园林的方式从杜琼到沈周,再到文徴明和张复,再传至

张宏,这一传承过程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本文选择占据承上启下地位的文徴明的画作稍作介绍,以说明园林绘画与诗词之

间的紧密关系。参见高居翰、黄晓、刘珊珊:《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宋伯仁编:《梅花喜神谱》,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页;另可参见明代高松绘制的100种菊花,亦是一页菊

花图配一首诗文(高松:《高松菊谱·翎毛谱》(影印版),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6年)。

1935年版《青楼韵语》的图录中刊印了善本的原图。参见张梦征编:《青楼韵语》,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更有

意思的是,虽然在民国三年的重刊版本中那些描绘情欲场景的园林版画删去了题词,不过却采取另一种“补足暠方式:那

些被删去的题词被单独地放置于每一张版画的对页上,此时又以另一种方式构成了图文并置。参见朱元亮:《青楼韵

语》,上海:永同印局,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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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不管是高雅的文人创作和通俗的大众

传媒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意识形态裂痕,图文并

置的传统似乎从未产生过任何的分歧。即便到

了晚清时期,版画、报纸、杂志等现代出版物蔚然

成风,图文并置的传统仍然得以保留下来。在从

“原真性暠的古代诗画转变为“机械复制暠的现代

印刷物的关键过程中,即便本雅明义理中的“灵
韵暠(aura)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但是图文并置的传

统创作方式非但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反而在《点
石斋画报》的风景刻画(如颐和园万寿山之景)中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栙

在民国时期,呈现园林图像的主要媒介逐

渐被摄影所取代。如果说之前的诗画并置等实

践只是间接地呼应了陈从周艺术创作的话,那
么摄影实践的兴盛则直接为陈从周图文并置的

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纳入摄影之后的图文并

置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将诗文直接添加在画

面上;其二,图文脱离叠加的模式,转而以上下

并置的方式存在。针对灵韵(aura)的消逝,摄影

家郎静山通过并置摄影与文字的途径重新捕捉

和凝聚了中国文人意识的最高美典(意境)。郎

静山1934年的摄影作品《春树奇峰》运用“集锦

摄影暠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具有画意的摄影。更

为关键的是,他在摄影画面的上部题词作诗,形
成了独特的图文并置形式(图2)。栚 第二种摄影

与诗词之间错位并置的先例(文字没有放在摄

影图像之上,而是放在了整幅画面的下方),可
见于1936年《飞鹰》杂志上刊登的一座凉亭与

竹林的摄影,在那幅画面粗糙模糊的摄影下方,
赫然地题上了一句“绿竹入幽径暠(图3)。恰恰

在此处,现代的摄影技术与古典的审美世界之

间萌生了互联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历史合

流之处,陈 从 周 的 文 化 实 践 找 到 了 自 身 的 汇

集点。

图2

图3暋

或许我们可以不甚谨慎地说,正是中国艺

术传统与园林呈现相关的六种图文并置的类

型,构成了陈从周图文并置实践的历史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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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虽然从明代开始木刻印刷的“低俗图像暠确实改变了文人画家崇尚的“高雅暠视觉文化,使得印章和篆刻彻底地从

那些复制再生产的作品中消失,但是,这些作品除了具有商业属性外,还具有思辨的本质,而且仍然是以图文并置的方

式出现的,比如明代印刷的《环翠堂园景图》。参见 C.Clunas,SuperfluousThings:MaterialCultureandSocialStatus
inEarlyModernChina,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4,pp.138 142;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
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毛茸茸:《人间未可辞:暣环翠堂园景图暤新考》,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

社,2014年。
郎静山、陈申编:《摄影大师郎静山》,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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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栙 当然,退一步而言,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陈

从周艺术实践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实际上,在20
世纪40年代,图像摄影与唐诗之间共享和兼容

的写意精神已经见诸公开发表的杂志之中了。栚

如何通过自身的作品贯通于历史文化的连续气

脉,并将其精髓存有于摄影与诗词并置的创作

中,是陈从周艺术实践时下最为值得珍视的根本

原因。
因此,陈从周的功绩不在于开创了某种艺

术实践的先河,而是之于中国园林这个特定的

艺术类型,将大量的宋词并置于唯美的、清晰

的、写意的摄影的下方,使之成为一种“不具操

作性的、带有悖论的范式暠。范式的价值在于提

供某种操作模型,以供学术共同体解决特定的

问题。为什么说陈从周的图文并置实践作为一

种范式不具有操作性呢?栛 这不得不回到他个

人独特的成长教育经历中探寻相应的答案。换

言之,若是陈从周没有深厚的诗词底蕴以及绘

画基础,在他的内在意识和思维中那些随手拈

来的宋词既不会被转化成一首首“题画诗暠,也
不可能为每张园林摄影设置一幕幕语言的情

境。这就是为什么陈从周之“不具操作性的、带
有悖论的范式暠几乎要(或者更极端地说,必然

要)绝世的缘由之一。
陈从周的诗词功力最先源于年幼时候的古

文底子。即便求学初期参加了新式的学堂,陈从

周也时要习诵古文诗词,未尝荒废古文学业。当

然,陈从周真正迈入诗词行家的门槛一直要等到

1938年求学于之江大学的时候,在恩师王蘧常与

暋暋

夏承焘的词学训练中,陈从周受益匪浅,功力见

长。栜 整个40年代,陈从周唯一公开发表的学术

论文就是宋代词家李清照夫妇的年谱考证栞,而
且他的毕业论文《论李清照的词》就是依照这个

词学研究的路数展开的栟。根据当前可查阅的文

献可知,陈从周在毕业之后的整个40年代发表

在公开刊物上的研究论文不过三篇而已,讨论的

内容都是晏叔原和纳兰容若的词。栠 这足以说

明,从年少习文到建国之前的这段时间中,陈从

周主要是一位以词学研究为主的读书人。
青年时代的陈从周显然是以诗词为业,随

后转入园林研究既有学理中的必然性(园林与

诗词的内在机制具有相通之处),更有些许的

机缘巧合(各种前辈的提携,比如陈植等)。从

陈从周的杂记可以发现,他真正进入园林世界

的时间节点大约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无

论必然还是偶然,抑或偶然中带着必然,陈从

周对诗词较强的领悟能力显然是其早年研究

中国园林的安身立命之基。以此观之,20 世

纪50年代中期,刚刚接触园林研究几年的陈

从周能够敏锐且迅速地将宋词填补入园林照

片下方的行为就显得非常合乎逻辑了。倘若

再与他晚年的著名论断“研究中国园林,似应

先从中国诗文入手暠相互参照,我们更不会感

到任何一丝的诧异。栢

还有一例,更足见陈从周的词学功底与园林研

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大约70年代的时候,陈从周突

破了50年代时用单幅照片配置某句宋词的界限,进
一步把某个园林的整体意向(如网师园、畅园、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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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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栟

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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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艺术再现体系中至少存在着六种图文类型:绘画与题画诗、版画与诗词、园林绘画(或铜版画)与诗

词(或园记)、现代版画与文字的重叠、摄影与诗词的重叠并置、摄影与诗词的错位并置。当然这种总结不会是全面的,
也不可能是准确的,冒着这样的风险无非为了说明陈从周的文化实践之历史语境罢了。

胡士栋:《唐诗摄影写意》,载《中国摄影》,1946年第4期,第29页。
就操作方式而言,陈从周通过图文并置处理中国园林摄影图像的方式确实具备普适性,但事实上这种实践行

为几乎在1956年《苏州园林》出版之后就变成绝唱。这个矛盾性的语境就是本文所言的“不具操作性的范式暠。
郑逸梅也曾评价陈从周乃是一位不是诗人的诗人,这种评价大约建立在陈从周晚期诗词创作的基础上,但是就

其40年代之前的诗词而言,陈从周确实是一位合格的词家。参见陈从周:《山湖处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陈郁文:《李易安夫妇事辑系年》,见《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六期),杭州:中国文学会,之江大学文学院,1941年,

第89 101页。
王西野:《一生爱好是天然———喜读陈从周新著暣说园暤》,见《苏州市志》,1983年。
陈郁文:《漫谈晏小山与纳兰容若》(上篇),载《雄风》,1946年第6期,第22 25页;陈郁文:《漫谈晏小山与纳兰

容若》(下篇),载《雄风》,1946年第7期,第23 27页。
陈从周:《我的第一本书———苏州园林》,见陈从周:《帘青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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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与某位特定诗人(如晏叔原、吴文英、姜夔等)
的总体词境相互匹配,包含着气蕴万象的园林与宋

词的天才式类比,实乃又一宏论。栙 简言之,诗画之

于园林,好似孪生姐妹一般,有其一,必有其二,陈从

周的创作恰是以此呈现机制为立基之本。
陈从周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于新式课堂和

教会大学,不过,这并未影响他研习“诗书画一

体暠中的另外两个门类:绘画和书法。与诗词一

样,其书画的底子也打得扎扎实实。陈从周的国

画训练大约分成三个阶段。幼年之时,家中聘请

杭州当代画师袁次安先生教授其书画。随后入

两浙盐务中学,师从胡也衲先生,这段跟随老师

研墨伴读的时光对于陈从周的绘画技巧影响颇

大。栚 在高中时期的蕙兰中学,陈从周参加了国

画研究社,已经开始尝试独立进行绘画创作。陈

从周的绘画不仅刊登于蕙兰中学的校刊之上,而
且,他还将得意的画稿投寄到《浙江青年》。除了

专门的学习之外,陈从周还经常从老辈画师的口

中习得绘画之道:“予二十余岁尝奉手于竹人先

生,其时渠古稀之年矣。倾交谈艺,尝告予曰,画
画必墨底用足,不必仗色彩之力,无墨底之踏实,
色彩用之徒然也……受益至深暠栛。上述的种种

经历都为陈从周的绘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为人们熟知的陈从周常常被冠以“上

海大风堂弟子暠的头衔,确实,拜师张大千的学

画经历对于陈从周具有极大的影响栜。如果说,
在经金石篆刻名家方介堪引荐结识张大千之前

陈从周只是国画票友的话,那么,跟随张大千的

研习经历则真正让陈从周跻身具有特定影响力

的画家之列栞。虽然陈从周晚年的画作几乎不

再涉猎山水风景,转而追求一种墨兰竹菊的高

雅孤傲趣味,但在大风堂时期,陈从周还是临摹

和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山水画,只可惜存世的画

作已不多见。张大千曾在陈从周的山水画上题

记:“此亦黄山境界,峰峦起伏,云烟变幻,石涛

所谓得其情者,从周有焉暠。此点足可见陈从周

对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中的绘画可谓如数家珍,
特别 是 对 园 林 研 究 具 有 直 接 影 响 的 山 水 风

景画。
除了广博的艺术历史语境和深遂的诗画素

养的交叉共同促成陈从周的文化实践之外,还有

另一种“通论暠的思维模式对于认识陈从周的图

文并置实践也有一定的益处。虽然陈从周对于

诗画的异同有着清晰的判断和立场,不过他的内

在意识仍然坚信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或者说艺

术的共同特征)是“互通暠的栟。如果说“诗书画一

体暠的艺术创作机制是一种思维定势的话,那么,
在“通论暠模式下无意识的认同或超越性体验,就
表现为广义的审美经验的自然流露(这也回应了

陈从周自身的解释)。陈从周确信,如画的园林

摄影与宋词中的诗意分享着相似乃至相同的抒

情精神。即便是不算高雅艺术的饮食,陈从周依

然将其纳入到美的范畴内进行思考。况且,陈从

周晚年既提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诗、画、

35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曩岁于苏州网师园论园,予以诸园方之宋词,网师园可当小山(晏叔原《小山词》),畅园其饮水乎(纳兰性德《饮水词》)?
则又清人之学小山者。留园宛似梦窗词(吴文英)所谓‘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暞。(见张炎《词源》)拙政园

拟之白石(姜夔)差堪似之。怡园则惟玉田(张炎)、草窗(周密)之流耳。暠参见陈从周:《梓室余墨:陈从周随笔》,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3页。
除了接受国画的专业训练之外,陈从周也阅读了相当数量的绘画史论,比如说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参见乐

峰:《陈从周传》,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5 16页。
陈从周:《梓室余墨:陈从周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9页。
根据周正平的追忆文章可知,陈从周自认生平的两位习画老师,其一是上文提及的胡也衲,另一位就是张大

千。参见周正平:《趣谈陈从周先生》,见《上海采风》,2011年,第72页。

1948年,陈从周在上海永安公司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据说这次画展产生了相当之轰动的效应。当年的具体

境况或许只有等待进一步的文献被挖掘出来才能得到更客观的描述,不过,《永安月刊》上刊登的一首王巨川颂扬陈

从周绘画的诗作《赠陈从周画史》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身处上海画坛的陈从周其个人地位与作为张大千门人

之间的密切关联(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陈从周自身的诗画才华才是其获得个人名望的主要原因):“高官猎横财,
青山都到谢家来;大风浩浩吹无尽,不道丹青霸才(君为蜀人张大千高业弟子)。南强未必逊北秀,领取禅宗付慧根;
吴带曹衣浑不管,笔端迸出美人魂。暠参见王巨川:《赠陈从周画史》,载《永安月刊》,1948年第115期,第35页。

陈从周:《园林美与昆曲美》,见《书带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75 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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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园林、昆曲内在的共通,在自然学科与人文学

科的层面上更是提出了“文理相通暠的概念。由

此可见,“互通暠的审美体验在陈从周图文并置的

实践中同样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二、抒情共振

暋暋自诞生之日起直至19世纪末,摄影经历了

迅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其本体思辨(ontologi灢
calspeculation)一直都是围绕这个新兴媒介的

核心议题。换句话说,摄影到底是一种客观的

记录技术还是一种新的艺术媒介,成为彼时学

人们讨论和关切的关键问题之一。栙 此种争辩

也渗透到了建筑学领域:一部分学者认为,摄影

与绘画等艺术形式不同,“从效应的角度来看,
早期摄影师认为照片是一种关于记录的技术手

段……通过照片这个媒介,研究者能够客观、真
实地再现建筑的本来面目暠栚。另一部分学者认

为,摄影并非一种客观记录的媒介,而是具有各

种附带的、现象学层面上的“再造属性暠。栛 这种

纠缠于摄影本质属性的辨析,同其他艺术媒介

的本质探寻一样,从未让某一种解释占据压倒

性的地位。
然而有关摄影本体论的激烈论争似乎从未

困扰过陈从周,内在于摄影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

断之间的分裂并未让陈从周偏向于任何极端的

立场。从目前披露的资料来看,20世纪40年代

拜师张大千的经历很可能影响了陈从周之于摄

影的态度。张大千曾经说过,所谓山水,就是西

画以及摄影的风景,而且张大千的作画也极为依

赖临摹名山(比如说黄山)摄影。栜 由此间接证据

可推测,张大千对于摄影的艺术态度很可能影响

了陈从周对于摄影的美学判断。
从起初的专业治学开始,陈从周便对建筑

和风景摄影表露出浓厚的兴趣,摄影图片的精

美甚至成为其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一部分缘由栞。
此处可直接推测,陈从周早年对于建筑摄影传

递出来的(审美意义上的)精美性极为推崇。另

一线索可从陈从周的自学经历来考察,他曾经

说过,《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其自学建筑的入

门材料,梁思成、刘敦桢虽分列于法式与文献二

部,不过二人却皆倚重摄影之纪录功能。栟 建筑

摄影对于古代中国建筑的现代研究具有极为重

要的客观写实价值,这也很有可能无形地塑造

了陈从周对于摄影客观记录功能的认知。故

而,从治学的初始经验而论,摄影兼具客观性和

艺术性的矛盾性几乎完全地消解于陈从周的内

在意识之中。
假如从陈从周一生的治学经历来审视其摄

影立场,我们不难发现,陈从周并不特别推崇任

何一种摄影属性。他看待摄影采取了兼而有之

的态度,一切皆以特定的境况(situation)而定,并
且这种判断不是源于矛盾性的调和,而是出于两

者的互补。陈从周一方面极为依赖摄影的纪录

功能,运用摄影的方式进行记录和叙事构成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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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Wellsed.,ThePhotographerReader,London:Routledge,2002.
JamesS.Ackeman,“OntheoriginsofArchitecturalPhotography,暠KesterRattenburyed.,ThisIsnotArchitec灢

ture:MediaConstructions,London:Routledge,2002,p.29.
法国学者于贝尓·达弥施以摄影师亚瑟琳·萨尔蒙关于诺阿伊别墅花园的摄影为例,试图说明那些摄影并非

只是呈现了建筑和园林的客观状态,更重要的是那些摄影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景点的建筑结构……建筑并不需要

嵌入一个先于它存在的景观中,而应当由它确定景观、生产景观、构成景观。这正好是亚瑟琳·萨尔蒙……试图仅仅

通过摄影的手段而达到的暠。参 见 于 贝 尓·达 弥 施:《落 差:经 受 摄 影 的 考 验》,董 强 译,桂 林: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2016年,第136页。关于摄影与建筑之间更为精细的洞见性分析可见 BeatrizColomina,“LeCorbusierandPhotogra灢
phy,暠Assemblage,1987(4):6 23.

石守谦:《谷鸣风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台北:石头出版社,2017年,第350 358页。
“余治中国建筑史,初引以入胜者,其唯日本关野贞先生所著《支那文化史迹》,《支那佛教史迹》诸书,图文并

茂……四十年来未能去怀。暠参见陈从周:《暣日本建筑史序说暤序》,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编:《陈从周纪念

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夏铸九:《营造学社:梁思成建筑史论述构造之理论分析》,载《台湾社会研究》,1990年第1期,第5 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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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的一个基本特点栙。另一方面,陈从周

又理所当然地把照片视为一种可以触发感情的

媒介,《苏州园林》的图文并置就是审美抒情的典

型代表。例如,陈从周曾经观赏由瑞典学者喜仁

龙拍摄的恭王府影像,照片中的楼阁山池和水木

明瑟顿时令其神往,“红楼旧梦一时涌现心头暠。栚

甚至,陈从周在晚年看到之前的照片,总是睹物

思情,感慨万千,对于亲人、师长、朋友的情感即

被唤起。栛

因此,无论从摄影的潜在属性还是陈从周个

人的价值取舍来看,他的摄影作品不仅客观如实

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初苏州园林的真实影像

(即照片之历史本然),更关键的是,他还赋予那

些照片以抒情美典和召唤记忆的价值判断(即照

片之现实应然),从而引导观者进入抒情的审美

境遇和记忆的体悟经历。陷入艺术和客观的二

元争论的泥潭(或者如陈从周的兼容并包),似乎

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宋词与摄影并置

的内在机制。不同的体验动机自然会直接黏附

着不可剥夺的附带属性,澄清摄影照片和宋词诗

意的艺术发生机制显然比立场判断更能说明陈

从周艺术实践的创造性。
照片颜色乃是一个相当关键而容易被忽视

的审美因素。陈从周对此具有相当清晰的总体

判断。他认为,黑白照片相较于彩色照片显得更

加素雅,前者冲淡清秀,后者多了几分市井俗气。
实际上,关于雅俗的审美判断经常出现在陈从周

的文字之中。纵然我们不能确定文人画的清雅

(相较于宫廷画院的姹紫嫣红)是否真的影响了

陈从周对摄影颜色的审美偏好(陈从周在大风堂

的作品常常是着色的工笔画),但是不可否认的

一点是,以黑白单色照片的雅俗来衡量其审美价

值,已经充分表明了陈从周之于摄影审美要素的

取向。

暋暋拍摄照片这一活动并非只是一系列机械的

积累过程(accumulation),实际上选取(choice)特
定的景物才是摄影具备蕴涵现象学属性的决定

性步骤之一。在拍摄过程中,摄影者需要对取景

角度和画面构图进行大量的创造、建构和选择。栜

摄影机镜框中景物的尺度和范围,正如真实园林

楼窗之框景,都需要匠心独运的遴选。《苏州园

林》摄影部分的第94页是关于留园揖峰轩的照

片(图4),整个画面是透过漏窗而望的一块矗立

于窗外小院的峰石。峰石稍稍偏于画面的左半

部分,峰石右侧的边界几乎占据着整个画面的中

心线(准确地说,其边界偏左一点)。峰石的左边

则松散地伸出几丛枝叶比较葱郁的竹子,峰石静

谧地挨在修竹的掩映中,还有些竹子零散地延伸

到了画面的右侧。构图平衡匀称,整体的取景意

向俨然一幅别致精美的尺幅画。照片的边框恰

好切割了漏窗的框架边缘,显然,摄影者在裁剪

画中之景时费尽了心思,精巧地顺着窗框的边缘

选取了正面的、取消透视的园林小景。栞 若是胸

中无美,焉能手巧心灵地、顺其自然地将这幅“竹
送秋声到小窗暠的庭院小景摄入照片中呢?

图4暋

55

栙

栚

栛

栜

栞

在1956年《苏州园林》以前出版的园林论著《漏窗》和古建著作《装修集录》,以及1956年后的《江浙砖刻选集》
《扬州园林》《绍兴石桥》等著作中,摄影照片甚至构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

陈从周:《恭王府小记》,见《书带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
陈从周:《爸爸的照相》,见《随宜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RolandBarthes,“ThePhotographicMessage,暠Image灢Music灢Text,NewYork:HarperCollins,1977,p.19.
在这幅摄影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窗框上的小格子、窗框的内在边框以及摄影的边框共同构成了一

个“重复的暠叙事形式,在中国园林的理论建构层面上,(通过援引德勒兹《重复与差异》等著作中的理论作为阐释的支

点)此处或许隐藏着某些潜在的研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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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陈从周不仅推崇中国传统画论的“虚实相

生暠(上述留园揖峰轩即是一例),而且还能够运

用现代摄影理论的构图原则进行拍摄。《苏州

园林》第150页的照片是位于带城桥江苏师范

附属女中的瑞云峰(图5),陈从周在距离、结构、
线条、光源、角度等拍摄技巧上皆做出了精妙的

雕琢。否则,就不可能轻易地捕获瑞云峰独有

的雄伟厚重且漏透通灵的真实姿态栙。具备拍

摄经验的摄影者或许都知道,若想拍摄一个静

物(比如说某个建筑物),如果其入框的范围内

没有常识性参照物作为尺度比较,那么,某个尺

度较大的静物被拍摄出来的效果则可能丧失了

原有的尺度感。在拍摄瑞云峰的距离选取上,
陈从周显然既未离峰石很远以致过分缩小其真

实尺度,也没有走到跟前进行拍摄以致无限夸

大仰视效果,而是选取了一个基本符合人视点

的距离来进行拍摄。通过精心选择拍摄距离的

方式,陈从周赋予照片中的瑞云峰一种巍峨剔

透的真实体积感。

图5暋

就画面的构图而言,瑞云峰占据着画面偏

左一点的位置,峰石的中心线恰好是整个画面

的三分线之一,整个构图充满了稳定感。远处

的断壁残垣和枯萎的杂草树木共同组成了瑞云

峰的背景,前者之高度顶端(除了几株乔木的枝

干伸出来之外)正好是照片画面的上下平分线,
而且峰石(加上底座)的上下平分线与画面平分

线也基本吻合。峰石和画面整体的中位线巧妙

地重合于一体,进一步加强了整体画面的平衡

感和稳重感。评判太湖石的美学标准(“瘦、透、
漏暠)主要是基于峰石形体和线条,中国的传统

文人对假山的形体美具有一种隐秘的偏爱栚。
也就是说,如何在这张摄影中清晰地展现假山

置石的表面纹理成为陈从周的主要关注点,这
也有效地验证了为何陈从周在著作中如此重视

石肌的特性栛。
除了重视图像表现中瑞云峰的形体美之外,

陈从周更通晓如何用光影的敏感、光源的位置来

强化峰石的表皮构造和山石的纹理栜。从瑞云峰

的阴影投射方向可基本判定陈从周处于相对拍

摄的背光面,此角度能够让光影发挥最大的效

果:一方面,光影让假山的纹理变得更加清晰;另
一方面,光影打在假山上,使之变得更具立体感。
整幅摄影的效果好似一张素描画,具有多个层次

的光影调子(底座的投影、底座的暗部、假山正立

面的暗部和灰部、假山上点缀的高光、背景的灰

部和天空的亮部),画面光影的深浅程度塑造了

瑞云峰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在陈从周的精细处理下,整幅照片不但没有

使人产生任何的乏味之感,反而构成了一种摄影

的“情调暠栞。拍摄的距离、角度、构图、线条和光

影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图画中瑞云峰的特有情调,

65

栙

栚

栛

栜

栞

瑞云峰的高度是6.23米,宽度约2米,几乎相当于4个成年人的高度。

JohnHay,“StructureandAestheticCriteriainChineseRocksandArt,暠AnthropologyandAesthetics,1987
(13):5 22.

陈从周将石头本身的属性看得特别的重要,曾断言:“选石者,叠山之首重事也。大匠师贵在选石,不然卒至‘纹

理不通暞。石有石文石理,不分别石之品类,不据石之文理,焉能状如真山。暠参见陈从周:《梓室余墨:陈从周随笔》(卷

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1页。
陈从周的大女儿陈胜吾跟笔者说过:“我记得当年父亲会看好天气,借助阴云拍摄景致,为了取得好的效果,慢镜

头曝光就需要一支烟的功夫,我父亲就找把椅子坐下静静地等待着,他对拍照的技巧看得很重暠。
张艺影:《审美观念与取景》,见祝帅、杨简茹编著:《民国摄影文论》,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184 185页。



第5期 慕晓东:图像、词语和中国园林:陈从周之于摄影与宋词的并置

该情调就是一种内在于摄影的艺术灵韵,亦是陈

从周追求抒情审美和身体感知的主要源泉栙。与

此同时,摄影画面的空间状态与文化心理的审美

体验之间的同构关系对于摄影的抒情美感也具

有颇为重要的意义。以《苏州园林》中拙政园的

留听阁为例(图6),这幅园林摄影没有明显的前

景,中景的组成元素包括斜出画面的参天古树、
静如镜面的水池(投射着远处的阁楼倒影)、郁郁

葱葱的树木和石矶立峰,远景则是一处前方带有

方台的一层阁楼。整个画面的各种构园要素彼

此紧密地咬合在一起,相互消解了各自清晰的边

界。不同的造景元素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俨然一幅浑然天成的理想栖居环境。此处甚至

没有任何必要分析画面的各种构成,见画即显

美,读者只要瞥一眼这张摄影,就会马上意会到

画面的审美世界(虽然这种审美世界不一定可以

用言语准确地描述出来,但是读者必然能够产生

一种独有的美的体验)。倘若观者注意到池边方

图6暋

台的接口处架起了一座小桥,通往处于远景中的

建筑物,好奇者则可能联想到,从拍摄点走到阁

楼前面到底是一条距离短小的直达路径,还是一

条围绕着水池边缘的距离较长的曲径之路? 若

是想象的路径是后者的话,那么,曲折的幽深小

径立马会出现在脑海中,观者能够瞬间感受到步

移景异的空间探索之曼妙,画里画外皆是园林空

间的悠扬余韵。简言之,摄影中模糊的、蜿蜒的、
含蓄的园林布景正好传递出中国园林审美的基

本精神———含蓄栚。
如果说摄影照片的色彩、拍摄技术以及画面

与空间的同构性呈现出来的抒情美典能够通过

直观的方式比较容易地获取的话,那么,摄影本

身所蕴含的那种独特的“历史情感的积淀暠或许

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察觉到了。在某种程度上,陈
从周与沈从文的内心意识如出一辙,他们共同分

享着“抒情考古学暠的基本精神。栛 他们的内心都

具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抒情面向,总是试图从日常

经验的工艺美术品中触发诗兴。栜 20世纪50年

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建设强调生产性,古典

园林作为一种士大夫的消费玩赏之物并不符合

社会的整体风向标。陈从周亲眼目睹了自己珍

爱的园林和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任其坍塌衰

败,不免心生涕零。陈从周无法在物质空间层面

上抢救它们(虽然他确实通过呼吁的方式挽救了

不少名园),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凭借摄影媒介

及时地将它们记录下来———或许,唯有通过这种

手段才能些许减轻陈从周内心的焦虑、惶恐与

悲痛。
对于陈从周而言,在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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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拍摄之物的材 质、细 节 等 角 度 读 出 其 他 信 息 的 例 子 可 谓 数 不 胜 数,比 如 说,建 筑 写 作 者 弗 兰 姆 普 敦(K.
Frampton)就特别注重从作为视觉媒介的建筑摄影中探寻所谓的“触觉体验暠(tactileexperience),他相信关于建筑物的

照片能够传递出超越客观纪录的另类信息。参见 KennethFrampton,“A NotesonPhotographyandItsInfluenceon
Architecture,暠Perspecta,1986(22):38 41.

朱良志:《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9 60页。
在追忆其师沈从文的《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一文中,汪曾祺使用了“抒情考古学暠来概括沈从文研究文

物所倾注的专业情感:他后来“改行暠搞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

关……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

作“抒情考古学暠。因此,用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暠来描述陈从周园林研究的精神寄托大约也能符合基本的事实。
唯一的不同在于,沈从文研究的是服饰、陶瓷等工艺美术,而陈从周的着力点在于园林和古建筑。实际上,沈从

文与陈从周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交往,而且在给陈从周的信中,沈从文还试图与陈从周切磋和讨论园林史的起源问

题。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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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那些捕捉了光线与化学物质的结合物便承载

了一种“预期的乡愁暠(anticipatorynostalgia)栙。
预期的乡愁不仅仅指向一种简单的乡愁和对往

事的追忆,更是追忆所触动的一线灵光。这份灵

光的来源乃是过去,其投射却是未来,它具有一

种魔力,足以激发困于现实(现在)的人们之于未

来的想象,创造“在未来也会被追忆暠和“回到未

来暠的种种期许。那些黑白的园林照片蕴涵着弥

散的灵感、被忽视的预言和错失的机会,所有这

些因素的内在意义必须要等到现在的此时此刻

才能豁然开朗。然而,它们在此时此刻却又无从

实现,只能以回忆的方式诉诸未来。栚 通过园林摄

影,陈从周自身的抒情考古精神以及过去的乡

愁、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期许瞬间如星丛般地缠

绕在一起。此处,内心的情感与时空的交错变幻

同时凝结在园林摄影的画面之中。
与此同时,那些园林影像还恰巧折射出隐

秘其中的“宁芙暠(Ninfa),一种关于回溯的记忆

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栛 记忆在此过程中承

担了主要功能。记忆是一种通过映射方式来召

唤某些过去真实存在的虚拟印象,知觉(percep灢
tion)则是一种真实的印象,记忆与现实场景的

知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观看照片行为的本

质就是将记忆这种意识流动的虚拟状态转变成

一种知觉的体验。通过将照片作为媒介,陈从

周在自身的内在意识中凭借记忆机制唤起了此

时此刻的现实感受。在这个过程中,那种现实

感受的知觉体验可以牵引出两种意识效应:一
种是 “似曾相识暠(D湨j湦vu)的体验。面对园林

的摄影照片,观者忽然意识到此刻的感受经乎

在之前的某一刻也曾经经历过。换言之,陈从

周依赖于此时此刻的、似曾相识的知觉获取了

一种园林历史存在的可能性(thepossibilityofa
fullyhistoricalexistence)。栜 另一种涉及激发诗

意的基础要素———知觉。宋词作为一种诗歌形

式,其发生机制凭借知觉(perception)作为刺激

的基础,唯有以此为起点才能进一步分析诗意

的抒情机制。以美学家朱光潜的诗论而论,除
了以知觉作为前提条件之外,触发诗意还需具

备两个要素:情趣(feeling)和意向(image)。栞 陈

从周之于宋词的自然流露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

种移 情 (empathy)的 过 程,以 情 (feeling)观 物

(image),由物入情。一旦与苏州园林的影像发

生了视觉接触,主体的内在情趣即可被唤起,物
我相望而同一,观画而思情,情趣涌动,意向出

没,诗境呼之欲出。栟

园林摄影具有激唤特定情感的功能,宋词

自身也具有特定的抒情美典,若是抛开两种媒

介的分离状态,将它们看成一个文本单元的话,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体验呢? 下面我们选取《苏
州园林》中一张同时呈现摄影和诗歌的页面进

行分析(图7)。这是一张关于拙政园内部枇杷

园入口的摄影,其下配置的宋词是“庭院深深深

几许暠。若是按照诗词理论进行现场还原的话,
场景大概如此:陈从周站在枇杷园的门口瞭望

园中之景,不料只窥得一隅。院门深处的庭院

大小、宽窄、深浅、疏密程度等皆不可知,非得深

入其境地步履丈量,否则不可得其真味。于是

在此境况下,陈从周内心的好奇之感和联想之

情同时涌现出来。通过特定词作蕴含的文化历

史想象作为触发媒介,“象暠与“情暠相互结合,形
成了一种诗意的境界。在《蝶恋花》中,北宋欧

阳修写道:“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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栛

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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栟

栚 王德威:《沈从文的第三次启悟》,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台北:麦

田出版社,2017年,第165页;第175页。
[意]吉乔奥·阿甘本:《宁芙》,蓝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PaoloVirno,D湨j湦vuandtheEndofHistory,DavidBrodertrans.,NewYork:Verso,2015,p.50.
此处征引朱光潜的诗论,一方面是由于《诗论》不光是朱先生的重要作品,也可说是现代中国诗学研究的划时代

著作;另一方面,从一本回忆录中可以得知,朱先生大约极为欣赏陈从周的园林美学研究,“朱先生的记忆力近一二年明

显有衰退……那是1983年的秋天……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写了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暠。虽

然朱光潜采用了克罗齐等西方理论来佐证中国诗论,但是,在根本的意义上陈从周与朱光潜持有相似的美学观念。参

见吴泰昌:《我认识的朱光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这种双向的过程既是朱光潜所谓的“即景生情,因情生景暠,也是陈从周在《说园》或其他文章中不厌其烦地陈述

中国园林美学机制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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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高楼不见章台路暠。
某个深锁闺房的女子,其心灵被重重束缚,辛酸

凄楚,望君而不得,苦不自禁。宋人李易安酷爱

欧阳公的词句,承袭旧意,新作之词道:“庭院深

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柳梢楼萼渐分明,春
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暠,则充满了凄冷寂寥的

愁绪。栙 在此文化语境中,不难想象陈从周情感

寄托的本底之源。观者若是具备了相应的文化

知识,一旦读懂了“深暠字的涵义,那么在视线扫

视那个曲径通幽的画面的时候,隐藏于记忆深

处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暠便可能呼之欲出,一同

体会那种共享的(当然,也可能是迥异的、带有

个人烙印的)历史情感,反之亦然(先看摄影而

后再看宋词,两者之间的审美机制总是处于相

互验证和强化的关系之中)。况且,“庭院深深

深几许暠除了表达哀思的情愁外,更蕴涵着上文

已经探讨的探幽含蓄之意,这恰恰又是中国造

园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之一。

图7暋

在拙政园梧竹幽居这个景点的摄影中(图

8),陈从周以“得其环中暠来描述摄影图像。“得
其环中暠并非属于表达情感的诗作文学,而是一

句判断诗词优劣的标准,它出自唐朝司空图《二
十四诗品·雄浑》中“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暠之语。
陈从周似乎在试图告诉观者,品鉴摄影和诗词需

要超越具体的形象,不能仅仅注意到三个相互叠

加的、物理的洞环,也不能只看到环中框架的树

干(以框景而赋之)。“得其环中暠更意味着体悟

“虚空之境暠。换言之,由实在的物象进入到虚空

的意象。这句文学批评范畴的诗词其实既强调

了“虚空暠的玄妙,也暗示了“艺术之美在于虚实

相生暠,这些又恰恰构成了陈从周园林理论的核

心观点。难道陈从周只是抛出一句关于品画、赏
园的标准,就没有借助词语抒发和传递任何的情

感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张摄影的题名是

“梧竹幽居暠,即便“梧竹幽居暠并非任何的诗词,
但是在梧桐修竹下静谧地栖居和生活,不恰是陈

从周所崇尚的理想生活吗? 或者说,中国园林的

真谛不是恰恰隐藏于“梧竹幽居暠的抒情生活方

式中吗?

图8暋

在一张看似没有多少信息的页面中,实际上

那些摄影、宋词甚至景点的名称之间隐含着丰富

的关系,并且各种关系蕴涵着潜在的多元体验。栚

它们既独立地承担着各自的媒介属性,同时又相

互结合、相互强化着彼此的审美机制。无论是园

林本身,还是关于园林的摄影、视频、画作、木刻

等再现图像,抑或诗词中的意向(imagery)和摄

影与宋词的联结体,它们共同塑造了一种同构、
互含的关系。在整体意向的形塑过程中,由各种

媒介提供的复杂知觉具有被转变成无限想象力

95

栙

栚

何广棪:《李易安系年校笺》,台北:里仁书局,1980年,第40 44页。

ChristopherBurnett,“NewTopographiesNow:SimulatedLandscapeandDegradedUtopia,暠GregFoster灢Rice,

andJohnRohrbacheds.,ReframingtheNewTopographies,Chicago:ColumbiaCollegeChicagoPress,2013,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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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力。栙 那些素雅、形式感强烈、空间匀称、迷
人的园林摄影触发了陈从周的内在情感,与根植

于内心意识且凝结于宋词中的内在情感发生了

奇特的共振,凭借它们唤起的无意识的、无预设

的想象力,从而进入了一种生命流注的忘我状

态,一种不可阻隔的超我经验,一种融天地万物

的瞬时性超然。栚 这就是陈从周内心期盼的理想

境界。在此中,通过将时间与空间中存在的一瞬

间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能够于刹那中见终古,

微尘中显大千,有限中寓无限。栛 正是这种抒情

精神中具有的强大的、审美的、超验的力量,让陈

从周笃信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代宗教的有效性,
从而坚定文化艺术之塑造人格的特殊功效。归

根结底,陈从周的内在体认逻辑可以概括为:在
艺术和文化的层面上,以诗意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包含着一套具体的、普世的价值体系,它们能够

在国家荣誉、民族认同、真理、道德、生命、行为等

方面发挥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栜。

三、图像、词语与中国园林

暋暋上面讨论的审美机制其侧重点在于摄影与

宋词两个媒介之间具有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关

系,我们还可以将追问的问题反转:在同一页面

中的各种再现媒介是否说明了图像与词语之间

一定是同构的关系呢? 实际上,宋词与摄影之间

可能完全是无关的、疏离的,甚至是否定的。不

同的读者在文化素养和社会阶层上可能存在差

异,他们(她们)的思维和意识对于特定的文本单

元会有不同的情感反应。栞 当然,虽然诗画同源

占据着中国绘画批评的显学地位,但是诗画之间

的区别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栟 即便征引众所周

知的论点———绘画是关于空间的艺术,而诗歌则

是关于时间的艺术,也足以说明两者存在着诸多

殊异之处。静态的二维画面与动态的四维意识

流必然具有某些不可弥合的意向间隙,只是这种

间隙到底处于何种程度罢了。假设两者传递出

两个不相容的极端叙事,也并非意味着图文并置

的审美效果必然会面临崩塌,与之相反,处于极

端的矛盾与对立的叙事模式甚至比相互强化的

叙事模式更具体验的张力。

我们从《苏州园林》中选取一张拙政园中部

的西面入口的摄影(图9)。整个画面构图稳定,
取景均衡,比例和谐,布局紧凑,高低错落。画面

中部的亭台楼阁和假山树木相得益彰,俨然一幅

精心绘制的画作。当观者仔细端详这幅摄影的

时候,好像站在了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入口,从
中窥探到了一片崭新的廊环仙境。根据摄影图

像展现的场景,我们至少可以清晰地获取7个甚

至更多层度的空间元素:照片的边框,三级台阶,
门洞边界的墙体厚度,西半庭下的平台、栏杆,中
部的水池、月到风来亭、假山,远处的梧竹幽居。
倘若某位读者不熟悉拙政园的空间,在这幅摄影

中显露出来的园林景致不是纵深的三维空间,而
是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非透视效应。摄影画面中

的月到风来亭和更远处的梧竹幽居亭之间的空

间距离好像被缩短了,读者看到的空间被画面中

间的栏杆遮挡住了真实的空间深度。这幅摄影

中的园林景物更像是一个拼贴的装置,假山、亭
子和树木似乎被压缩到了一个空间界面上,水池

甚至处于消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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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eYu,TheReadingofImageryintheChinesePoeticTradition,NewYork: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87,pp.3 4.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见陈国球、王德威编著:《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暠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40页。
朱光潜:《诗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见陈国球、王德威编著:《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暠论述与中国文学研

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6 116页。
[法]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关于中国诗画之异同的精彩论述,见钱钟书:《旧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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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暋

假如某位读者恰好熟悉拙政园中部的空间

布局,他(她)在某个早春或者深秋徘徊游荡在摄

影的空间之中,通过自身的脚步和身体移动实际

体验过园子的曲径通幽。摄影画面中呈现的空

间纵深似乎仅有十几米,而实际上的空间深度大

约100米。此时,对于观者体验的空间a、摄影中

的空间b以及拙政园的实际空间尺度c来说,(可
在图录中有关拙政园的平面图中获取),c是远大

于b的,而a则是一个飘忽在b与c之间的状态。
我们再将注意力转到摄影下面的宋词上:“小院

深明别有天暠。这句宋词突出一个“深暠字,集中

表达了空间含蓄之意和曲折的层次感,甚至还带

有一种时间性的身体移动的想象,传递出一种空

间状态d。一旦d类空间与之前的a、b、c类空间

概念发生关系,那种独特的混合体验随着读者的

介入就可能应运而生。再看图9右边的那张摄

影,画面中部郁郁葱葱的高大树木簇拥着前景中

的假山,只留下中上部的天空静默地开敞着。下

方的宋词“石笋埋云暠非但没有削弱摄影中的画

面信息,反而进一步拓展、扩充了整个摄影的维

度。此处,图9右侧的摄影与宋词并置的再现机

制与左侧完全相反,摄影与宋词处于相互补充、
相互充盈的状态。

如果我们跳出一个单独页面中存在的摄影

与宋词相互强化或者矛盾的再现机制,把《苏州

园林》这部著作看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图像和文字

组合而成的整体,那么其中包涵的图像、文字和

中国园林之间的再现关系就能够得到更加淋漓

尽致的体现。简而言之,《苏州园林》的主要内容

包括两大部分:文字部分和图录部分(摄影与宋

词的并置位于图录部分)。文字部分主要由四个

小节构成:中国园林的简史、苏州园林的社会经

济背景、拙政园和留园的叙事文字(可相当于古

代园记,此部分值得重点留意)、苏州园林的艺术

特点。图录部分则包括一整套摄影组合和相关

的平、立、剖的测绘图。
这部著作至少包含六种甚至更多种不同的

图文关系。比如说:关于拙政园空间的描述文

字体现了一种空间状态 A,这种空间状态根据

古代园记的叙事模式指向了一种具有方位概念

的独特空间类型(由陈从周独特的传统思维方

式和写作模式所决定),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动

态、弹性、整体的拓扑性;拙政园的整个摄影集

合代表了一种空间状态B,这些照片突出了一个

个局部的、分离的、静态的、确定的空间场景组

合;在每张摄影下方的宋词指向了另一种空间

状态C,它侧重于流动的、过程性的“非客体暠;
后面的测绘平面图更是代表了一种西方建筑学

再现技术下的空间状态 D,其特点是精确性、客
观性和稳定性。栙 纵观整本著作关于拙政园空

间的描述,可以总结出这四种绝然不同的空间

状态,读者若是选取某一个部分进行阅读的话,
便会得到某种特定的空间信息。若是读者采取

一种整体性的阅读方式,不断穿梭在摄影、测绘

图、文字和宋词之间,那么不同的空间状态 A、

B、C、D(甚至还有 E 或者 F)就会交织在一起,

16

栙 这些观点来自于作者尚未发表的文稿《方位、绵延和开放性:一份关于1956年版暣苏州园林暤时空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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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呈现中国园林空间的时候处于一种相互

矛盾、对立和模糊的关系之中。
如此之类的例子想必还有很多隐藏在《苏州

园林》的图像与文字的并置之中,研究者似乎不

可能将其穷尽,这反而从侧面暗示了两个关联

点:一是不同的读者由于经历、学识、思维等独特

性能够在图文关系的再现机制中以完全不同的

方式打开这部著作。《苏州园林》有潜力变成一

个永远处于被解读的、总是呈现不同信息的开放

性文本。陈从周作为这部著作的编写者其主导

性地位随时面临着被瓦解的可能性,《苏州园林》
一旦被出版,就与陈从周的本身意图存在着相互

分离的趋势,而造成这种开放性的缘由,除了作

者“无意识暠的创造性实践之外,处于动态身份的

读者介入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栙 另一个关联点

是,通过图像和文字等媒介呈现的中国园林到底

与真实的中国园林之间存在着多大程度上的错

位。实际上,在《苏州园林》中,任何一种媒介都没

有试图(或者说没有绝对的效力)控制其他媒介的

再现机制。接近真实的苏州园林可以经由各种不

同的体验方式进入,文字不能单独地体现苏州园

林的真谛,同理,摄影、宋词或者平面测绘图亦然。
那个原真性的园林状态(beingofChinesegar灢
dens)在《苏州园林》的复杂再现系统中根本不存

在,总是处于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园林反而恰恰蕴

藏在各种文字和图像的延迟和悬置的效果中。从

这一层面上可以说,《苏州园林》的开放性是由图

文错综复杂的再现与那个被渴求又求之不得的唯

一园林真理之间的间隙所决定的。栚

简言之,《苏州园林》的历史意义在于拯救

性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苏州园林相对客

观的信息,但是这部著作的现实意义却远非如

此。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再现偏差和弥合,加之

读者的独特体验模式,使得《苏州园林》似乎永

远处于未完结和开放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不

仅限于媒介自身,也不仅限于读者,而是处于

两者的互动中。若无读者的主动性则书本便

会静止,它的意义只会成为某种历史工具书;
若无陈从周的创造性书写,这部著作注定无法

展现出多维度的魅力。无论蕴含在这部著作

中的图文关系是和谐的或者矛盾的,相关的或

者疏离的,平行的或者交错的,似乎并没有从

根本上规训和限制《苏州园林》的阐释体系,那
些看起来有些混乱和模糊的再现关系反而能

够让我们以一种既抽离又浸入的姿态重新审

视中国园林。或许真正的关键点在于,在不同

的刺激和反思之下,读者的身心能够同时遨游

在亦真亦假的园林中,能够以自身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信息碰撞中想象、感知和体悟那涌动

着生命真 谛 的 中 国 园 林。若 是 关 于 《苏 州 园

林》的带有迂回的理论言说和阐释在某处时空

交错点上能够偶遇陈从周先生的初衷(即园林

本质与生命意识的互构关系),那么,大概这也

构成了回顾这本尘封之作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四、结暋语

暋暋汉学家列文森(JosephR.Levenson)曾经在

梁启超的传记中说过,一个学者在自身的历史点

位中很难获得充分的自觉性和自我认知,同理,
之于陈从周的研究亦然。因此,本文重构了陈从

周艺术实践的合法性基础并且分析了摄影的美

典机制以及图文之间的若干种关系。当然,陈从

周的思想价值远不止于某一个研究点,甚至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陈从周的理论有潜力成为一种动

态的园林思想。这并不是说陈从周触及了每一

个园林的面向,而是说陈从周关于中国园林的理

论的某些潜在价值仍然处于有待继续探究的状

态之中。以此观之,《苏州园林》可能提示了一个

更为宽泛、更为严肃的文化议题:中国园林以及

当下风景的营建如何交织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

纠葛之中?
对于中国园林与外部话语的复杂关系,我们

完全可以说让传统中国园林永远地存留在历史

文献中(以考据式的历史研究或特定史学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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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形式而存在),使之与现代话语之间保持着

必然的距离,让其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发挥着应有

的潜在价值。当然,我们还可以(正如过去几十

年学界所不断践行的那样)让中国园林变成设计

操作的实践基础,通过形式转化和概念等价的实

用主义方式让中国园林的历史价值得到最大程

度的发挥(即便这种操作带有着相当程度上的被

迫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还存在其他路径吗?
是否还可以让处于传统的中国园林以更加创造

性的姿态介入时下的讨论之中呢? 是否存在着

一种创造性的姿态,它既不缘于历史的间接性,
又不缘于现实的直接性,而是以迂回的方式介入

两者之间? 回顾六十年前的这部园林经典著作,
重启关于陈从周图文并置实践的研究的目的恰

恰在于,以全新的视角审视陈从周园林世界中隐

秘的创造力,通过传统媒介进行某些合乎逻辑的

延伸与建构,以期挖掘一种面向未来研究和实践

的可能性。

Image,WordandChineseGardens
JuxtapositionofPhotographandLyricbyChenCongzhou

MUXiao灢dong
(SchoolofArchitecture,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ThemonographofSuzhouGardens,editedandwrittenbythearchitecturalhistorianChen
Congzhou,waspublishedin1956.Oneachphotographhehaswrittenalineoflyric,whichis
consideredavitalculturalpracticeinthefieldofChinesegardens.Thepaperhasfirstlydiscussedthat
thesystematicjuxtapositionofphotographandlyricwith mechanismofChinesetraditionalartsis
basedonChen暞sindividualadeptnessonpoetryandpainting.Then,ithaspointedoutthatthe
particularaestheticsisembeddedinmanifoldmediumsinhisspiritualworldincludingphotograph,

lyricandjuxtapositionofphotographandlyric.Thirdly,ithasfoundthatthismonographisnotjust
onlyahistoricalmeasurementanddocument,butalsohasthepotentialtobeanopenandinfinitetext
intheaspectofrepresentationofChinesegardens.Lastbutnottheleast,intermsofreconsidering
Professor Chen暞s legacy,the author attempts to propose that Chinese garden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sshouldbefurtherprobedintotodevelopthoseveiledintellectualrangesinnew
perspectivesandmethods.
Keywords:ChenCongzhou;暋photograph;暋lyric;暋image;暋word;暋openness;暋Chinese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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