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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诗”本位的诗画关系论：

重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唐卫萍

一、引 言

诗画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被

视为“姊妹艺术”。尤其是在“士人

画”兴起的宋代，以苏轼为中心，提

炼出了“诗画一律”的重要命题。这

一时期也是诗人与画家在理论和实践

上开始频繁互动的时期。后世以“无

声诗史”命名的画史写作将这种密切

关系表彰到了极致。事实上，诗画关

系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入中国现代美

学家和批评家的视野，一个直接而重

要的刺激来自莱辛的《拉奥孔》。莱

辛以《拉奥孔》为对象，对于“诗画

异质”的分析有着强烈的文化指向，

借用朱光潜先生的评价：“这部著作

在表面上象只是讨论诗和画的界限，

实际上涉及到当时德国文化界一些争

论激烈的根本性的问题。”[2]这些

问题涉及对德国的古典美学资源希腊

精神如何理解、古典美学如何向前发

展、大众启蒙等诸多方面，但这个在

德国美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讨论移

植到中国诗画讨论的土壤之中时变得

不在批评和历史的层面细致地处理，

则很难激活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理论运

用活力。

相较于朱光潜、宗白华从现代

美学的构架中思考诗画关系，钱锺书

从批评的立场直接面对了如何反思中

国传统诗画观的问题。他的批评方

法，或者说，他切入诗画关系讨论的

角度是典型的“钱锺书式”批评：用

中西“互相照明”的方式对历史观点

的延展性进行反复地校验，调整批评

的准星。这种批评方式消解了中国诗

画观的特殊性，强调其与西方诗画观

的共通性。他在20世纪30到40年代

之间撰写了一系列阐述其批评观，展

现其独特的批评方法的精彩论文，如

收入《人生边上的边上》中的《论不

隔》（1934）、《中国固有的文学

批评的一个特点》（1937）、《谈

中国诗》（1945）等，[4]而最具代

表性的批评文本自然是开明书店出

版的《谈艺录》（1948），而在这

一时期发表的《中国诗与中国画》

（1940）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及文艺

内容提要：钱锺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从批评的立场直面如何反思中国传统诗画观的问题。他的批评方

法是典型的“钱锺书”式：用中西“互相照明”的方式确立和调整批评的准星。1962年他重读《拉奥孔》，对于莱
辛诗画关系的精微之处有了深刻的认识，正是在与莱辛的“对视”之中，他回望传统，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

新面目。并在此基础上，将以“诗”为中心的批评推演到极致。“诗”本位的诗画批评，一方面让诗歌的表现力获

得了充分观照，另一方面却遮蔽了大量的绘画经验，以及诗画互动的历史环节。因此，重新调整诗画关系讨

论的视点，梳理二者互动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中国诗与中国画》版本；《拉奥孔》；对视；“诗”本位批评

不再那么雄心勃勃。

朱光潜在《诗论》中指出用莱

辛的学说分析中国诗画关系的困难，

在他的美学构架中，诗歌与绘画的讨

论正如诗歌与散文、诗歌与音乐一

样，被安置在细分的艺术门类讨论之

中，占据很小的一部分。宗白华强调

这一区分对艺术科学的影响，将诗画

的“微妙分界”作为现代美学的一项

基本任务。[3]而他在处理这一“分

界”时，强调的是二者的相互补充和

融合。如果观察一下引进拉奥孔的朱

光潜、宗白华对于诗画关系的理解就

会发现，在移植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接

受了诗画异质理论对于细分艺术门类

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阐释中国诗画关

系方面着墨有限。因为一旦将其运用

到具体的阐释，至少要解决两个环节

的问题：中国原有的诗画观脉络如

何？莱辛的诗画异质观与中国的诗画

一律观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将莱辛

的诗画异质论作为现代美学的开端，

那么，中国传统诗画观的现代面目该

如何来勾画？要回答这些问题，如果

诸君，你们听见了吗？

希罗多德先生认为视觉更有力量，这是正确的。

因为语言有翅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但是视觉的快感是常备的，随时可以吸引观众。

所以，可以断言，演讲家要同这间斑斓夺目的华堂争夺锦标，就难乎其难了。

—— 卢奇安（Loucian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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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轨迹及核心观点的变化，构成了本

文重读《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起点。

在“1947年开明版”当中，钱

锺书开篇即申明，该文立意的角度是

批评史。他首先把西方尤其是德法

美学家关于诗画关系的理论探讨，

与中国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的讨论做了一个对接，通过借用美

学家缪勒弗拉恩费尔斯（R.Muller-

Freienfels）“纯粹画”和白瑞蒙神

父（Abbe Bremond）的“纯粹诗”

概念，认为“画中有诗”和“诗中有

画”观念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画该利用暗示和联想，获得画本位

以外的功能。”[8]这一观察为其诗

画出位论做了一层铺垫。由此也引出

了文章所要辨析的问题：在中国语

境当中常常出现的套语“中国旧诗

跟中国旧画具有同样的风格，表现

同样的境界，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

思？”[9]钱锺书运用董其昌文人画

系统中的南北宗分类，很快就将这个

套语转换成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南

宗画作风的特色是否也是中国最代表

的，最有势力的旧诗的特色？”[10]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诗学论证之后，他

得出结论：“在画的艺术里，用杜甫

诗的作风来作画，只能做到地位低于

王维的吴道子；反过来，在诗的艺术

里，用吴道子画的作风来作诗，便能

做到地位高出王维的杜甫。”[11]对

此，他给出了解释： 

一切艺术，要用材料来作为表现的

媒介。材料固有的性质，一方面可资利

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

予表现以限制。于是艺术家总想超过这

种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

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譬如

画的媒介材料是颜色和线条，可以表现

具体的迹象；大画家偏不刻画迹象而用

画来“写意”。诗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

抒情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言志”，而要

诗兼图画的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

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这种“出位

之思”当然不限于中国艺术。[12]

批评中讨论诗画关系的代表性文本。

关于钱文的价值以及问题，80

年代以来文学和绘画研究领域陆续发

表了一些成果，也零星地出现了一些

反思的声音。[5]这些文章的关注点

基本都集中在发挥或反驳诗画是否

一律以及史料运用的细节问题上，

对钱文的理论价值及其批评视角缺乏

整体性地观照和反思。尤其是随着中

国绘画史研究的深入，在笔者看来，

绘画史的研究成果也应该被纳入诗画

关系的讨论之中，对这一关系的认识

应该有一些新的突破，因此，重新面

对《中国诗与中国画》这一代表性的

文本，对其进行重新阅读和定位就成

为讨论诗画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本

文试图通过梳理钱锺书辨析诗画的思

路来重新反思诗画关系的讨论框架问

题。

二、《中国诗与中国画》的版本

问题

《 中 国 诗 与 中 国 画 》 成 稿 于

1939年秋，乃是钱锺书应滕固之

请，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撰写的讲

稿，先是流布于友朋间，后正式刊

于1940年出版的《国师季刊》，即

《中国诗与中国画》最早刊布的版

本。而一年之后，即1941年，滕固

去世，该文收入艺术论丛之事亦随之

夭折。钱锺书应顾颉刚之请，将《中

国诗与中国画》的修订本在《责善半

月刊》上发表。前后两个版本之间除

了增删个别字句之外，并无大的改

动。1947年，该文收入《开明书店

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出版，钱锺书亦

对全文部分字句进行了修改，并增加

了一些用例。到钱锺书1978年编辑

个人文集时，对文章进行了大幅修

改，收入《旧文四篇》（1979，中

华书局）。此后该文收入《七缀集》

（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时，他

又对其中部分段落字句做了一些小的

改动。此稿历经多次修改，“七缀

集”版本成为目前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的版本。

关于《中国诗与中国画》的版

本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开明书

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出

版之时，作为主编的叶圣陶在每篇文

章之前都写了一个简短的带有介绍性

质的评语，对钱锺书的这篇文章，他

写道：“本文拈出一中国艺术批评史

上之问题。吾国谈艺者常言‘即诗即

画’‘诗画一律’。作者详征细剖以

明：中国诗画品评标准似相同而实相

反；诗画两艺术各抱出位之思，彼此

作越俎代谋之势，并引西方美学及文

评家之说，以资考镜。”[6]而到了

1985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开明书店

的纪念文集时，用《七缀集》当中收

录的《中国诗与中国画》最新改定版

本替换了1947年的旧文，而且，叶

圣陶的短评介绍文字也删除了旧版中

“诗画两艺术各抱出位之思，彼此作

越俎代谋之势”的论点。这一删除行

为当然与钱锺书对该文的修改直接相

关。但问题在于，钱锺书如在个人文

集中以新代旧，无可厚非，但出版社

在重印开明书店论文集时摒弃旧文，

同时对叶圣陶的导语也进行相应地修

改，仿佛要特意抹去旧文痕迹的做法

则令人费解。从开明书店的角度来

说，这部纪念文集本身即是汇集特定

历史时期研究成果的重要见证，保持

初始形态恐怕才更具“纪念”意义，

即便后出的文章更精彩，亦无替换之

必要。因此关于这一改动很难认定是

出版社的单方面行为，一种可能是钱

锺书“悔其少作”，提出了替换要

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

一做法都不太符合常理。而关于此文

的修改，钱锺书曾在《旧文四篇》的

卷头语做过说明：“第一篇（指《中

国诗与中国画》）的改动最多，但是

主要论点都还没有变换。”[7]这个

卷头语在《七缀集》当中仍然作为附

录予以保留。事实上，从“1947年

开明版”到“旧文版”，在观点和论

证上改动甚多。因此，梳理这两个版

本的变化，并以此来追踪钱锺书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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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句与莱辛惺惺相惜，后半句则是

自家体贴操练得来，这在他30年代撰

写的批评文章当中已经有所表达。

钱锺书阅读莱辛的方式依然是典

型的“钱锺书式”。只不过他在与莱

辛的共鸣中旗帜鲜明地拉开了与系统

理论的距离。他在莱辛设定的诗画比

较框架之下，围绕莱辛的核心观点，

运用莱辛的批评原则和观点不断地回

视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传统诗歌当

中的一部分理论重量被反射了出来；

而同时他又大量地运用中国传统诗歌

的用例，通过精细化地批评和对照，

将莱辛语境当中的诗画讨论的理论边

界拿捏得更有弹性。在批评的现场，

钱锺书与莱辛的“对决”十分精彩，

不妨截取一个场面来看。

莱 辛 ： “ 作 为 空 间 艺 术 的 绘

画 、 雕 塑 只 能 表 现 最 小 限 度 的 时

间，所画出、塑造出的不能超过一

刹那内的物态和景象（nie nehr als 

einen einzigen Augenblick），

绘 画 更 是 这 一 刹 那 内 景 物 的 一

面观（nuraus einen einzigen 

Gesichtspunkte）。”[19]

钱锺书将沈括的片语“凡画奏

乐，止能画一声”与莱辛的上述观点

对观，进而联类到唐代诗人徐凝的题

画诗《观钓鱼台图》：“一水寂寥青

霭合，两崖崔崒白云残。画人心到啼

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钱锺书认

为，沈括的“止能画一声”与莱辛所

说的空间艺术表现“一刹那内的景

象”异曲同工。而徐凝的诗，在莱辛

的映照之下，立刻显现出诗人对绘画

空间与时间的内在关系的精妙把握：

诗意是：画家挖空心思，终画不

出“三声”连续的猿啼，因为他“止能画一

声”。徐凝很可以写：“欲作悲声出树难”

或“欲作鸣声出树难”，那不过说图画

只能绘形而不能“绘声”。他写“三声”，

寓意精微，“三”和“一”、“两”呼应，就

是莱辛所谓绘画只表达空间里的平列

（nebeneinander），不表达时间上的后继

（nacheinander）。所以，“画人”画“一水”

“出位之思”的观点在《中国

诗与中国画》的首版当中即出现，是

前三个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因

其本身相当具有理论生产力，不仅是

诗画，书法和绘画、音乐与绘画、诗

和词等等，几乎都能做出阐释；而且

“出位”的概念包容性很强，一方面

能够含纳不同艺术门类的独立性，也

能展现出不同艺术门类跨出疆域的主

动性和方向性。有意思的是，日本学

者浅见洋二在讨论诗画关系时，重新

把这个观点打捞了回来。[13]但分析

钱文的逻辑，在他的论证与解释之间

显然缺乏充分地历史关联，或者说表

现出一种非对称性：他的论证试图彰

显的是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诗画批评

异质的历史事实，但他并没有进而从

历史的角度给出解释，而是从媒介的

角度强调二者相互靠拢的趋势。

到了1979年出版《旧文四篇》

文集时，他对文章进行了大幅修改，

论证重心和解释方案都有很大的变

化，具体有以下几点：其一，删除了

关于“纯粹诗”“纯粹画”与中国诗

画观同异之辨析；其二，在南北宗问

题上大力着墨；其三，摒弃了“诗画

出位”的解释；其四，引入了新的解

释“嗜好矛盾律”，随即又否定其有

效性。这些修改动作反映了钱锺书对

这一问题的认识进行了调整。尽管钱

锺书在文章开篇强调“这不是一篇文

艺批评，而是文艺批评史上一个问题

的澄清”。但实际上他的增删行为几

乎都围绕着寻求对这一批评现象的解

释而展开。从“诗画出位”到“嗜

好矛盾律”，再到否定“嗜好矛盾

律”，这种提出主张又自我否定的迂

回态度令人玩味，结合他在文章结尾

申明：“旧诗或旧画的标准分歧是批

评史里的事实。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

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

释，而不是举行授予空洞头衔的仪

式。”[14]可见，他十分清晰地意识

到并且承认，这篇文章未能疏通为何

诗画标准异质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钱锺书的

修改？又如何理解他在诗画异质这一

问题上所面临的解释困境？

三、与莱辛“对视”：重读《拉奥

孔》

钱锺书在1947年版《中国诗与

中国画》之后，直到1962年在重读

《拉奥孔》时再次回到诗画关系的

议题。[15]此时他已经出版了《谈

艺录》（1948）、《宋诗选注》

（1958），对于传统诗歌已经积累

了相当分量的批评成果，因此，阅读

《拉奥孔》不仅牵连着他的过去——

如何回望和审视旧文，也牵连着他在

这十五年间所积累的诗歌阅读和批评

经验——这些经验如何总结？又如何

在莱辛的问题域中调动？由此又何以

在批评实践中与莱辛产生真正的“对

视”？这是读《拉奥孔》所带出来的

问题。很显然，钱锺书1947年所理

解的诗画关系以及解释方案将会经受

《拉奥孔》的全方位洗礼。

莱辛在《拉奥孔》的前言中交

代，《拉奥孔》在他的写作安排中带

有搜集资料的性质，并非经过精心设

计的系统性写作，他有意地与周遭流

行的系统“理论”拉开距离：“我们

德国人一般并不缺乏系统著作。从几

条假定的定义出发，顺着最井井有条

的次第，随心所欲地推演出结论来，

干这种勾当，我们德国人比起世界上

任何一个其他民族都更在行。”[16]

他接着与著名的古典学者鲍姆嘉通拉

开距离，标明自己的研究方式：“鲍

姆嘉通承认他的《美学》里大部分

例证都要归功于格里斯纳的词典。我

的推论如果没有鲍姆嘉通的那样严

密，我的例证却较多地来自原来的作

品。”[17]在对系统理论保持疏离的

态度这一点上，钱锺书与莱辛产生了

共鸣，或者说他从莱辛这里获得了观

点支持。钱锺书并不赞成在中国古代

美学的研究当中过于强调“系统的自

觉的”理论，强调“自发的孤单见

解”亦能生发文艺理论的价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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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两崖”的排列易，他画“一”而“两”，“两”

而“三”的“三声”继续“难”。[20]

    

即便是借助了莱辛的目光，钱

锺书对于“一声”“三声”的关联

解读都是极富洞见的。钱锺书认识

到徐凝“三声”说的分量，忍不住又

多提了一句：“一向徐凝只以《庐山

瀑布》诗传名，不知道将来中国美学

史家是否会带上他一笔。”[21]这个

话头还可以再顺着往下讲一讲。徐凝

的《庐山瀑布》牵扯到诗歌史上著名

的一桩公案，也可借着莱辛再重新考

量一番。宋人陈舜俞在《庐山记》当

中记录，徐凝与李白对着庐山同一处

飞瀑各留有诗句，徐凝的《庐山瀑

布》云：“今古常如白练飞，一条界

破青山色”。李白有《望庐山瀑布》

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22]苏轼当时正边读陈舜俞

寄送的《庐山记》边登庐山，读到此

节时，失笑不已，即应开元寺僧之请

作七绝一首，嘲讽徐凝作“恶诗”：

“帝遣银河一泒垂，古来惟有谪仙

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

诗”。[23]苏轼所不喜徐凝者，觉得

他学白居易而流于浅易，气势上更是

不如李白之开阔豪迈。而据《庐山

记》载此处地理风貌：“香炉峰与双

剑峰相连属，在瀑水之旁。迁莺谷在

其东北，水源在山顶，人未有穷之

者。”[24]可见，徐凝几乎是实写眼

前所见之景象，李白的“遥看”视角

所呈现的瀑布仿佛从天上流泻，正与

“黄河之水天上来”“唯见长江天际

流”类似，也是符合远观的视觉原理

的，而徐凝的视角就是一个画家再现

和剪裁风景的眼光，仿佛将眼前景物

拉过来贴在了一个玻璃片上观看，甚

至还有画家“一笔”划破青山的动

作，但有趣的是，徐凝写的是划破青

山的颜色，瀑布、青山的声色动作立

刻凝固成一幅画的状态，这种表现丝

毫不输于“欲作三声出树难”的匠

心，这个匠心就是用诗句表达出从

视觉上处理时间和空间的自觉。苏

似乎是文字艺术的独家本领，造型艺术

办不到。[26]

文字艺术不但能制造颜色的假矛

盾，还能调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创辟

新奇的景象。[27]

莱辛在草稿里也提起绘画无法利

用比喻，因而诗歌大占胜著，但他没有把

道理细讲。[28]

莱辛讲“富于包孕的片刻”，虽然是

为造型艺术说法，但无意中也为文字艺

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29]

在钱锺书这里，重心很鲜明地

落在诗歌之上。他所看到的是，不仅

造型艺术所短者，文字艺术能够大大

优于造型艺术，即便是莱辛所定义的

造型艺术所长，表达“包孕最丰富的

片刻”这一点上，诗歌以及文字的表

现力都不遑多让。将这些批评放在诗

画关系的框架当中来衡量，钱锺书得

出结论：“莱辛承认诗歌和绘画各有

独到，而诗歌的表现面比绘画‘愈

广阔’。假如上面提出的两点有些

道理，那末诗歌的表现面比莱辛所想

的可能更广阔几分。”[30]这是他在

《拉奥孔》中得到确认的最重要的结

论。总结起来，钱锺书在《拉奥孔》

当中确认了两点：其一，从批评中孕

育和滋养理论发现的根苗。其二，诗

歌表现力广阔。这两点认识投射到

1947年的《中国诗与中国画》时，

对他的诗画认知结构和批评方法进行

了微妙地“润色”，如同一阵清风拂

过草面，风过之处，原先稳固的观点

也开始发生摇摆。由此我们就能理

解，为何他在修改版中放弃“诗画出

位”的解释，以及对矛盾嗜好律的迂

回态度，他在批评中收获颇丰，对于

快速进入系统的理论解释当然不会满

意。而他对于诗歌的态度，启示我们

在回头再一次梳理《中国诗与中国

画》之时，对其观点形成的逻辑和解

释困境有了新的认识。

四、“诗”本位批评结构之下的

解释困境

轼同样也做了一首：“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比之徐凝就

显得平面化了。总之，徐凝的诗所表

达的情趣，既非诗歌传统中的言志、

也非抒情，而仅仅只是呈现了观看。

如果说李白的遥看所见，是诗忠实于

眼睛，那么徐凝对这种经验的表达在

忠实于眼睛之外，更有了入画的自觉

意识。这是他最可贵的地方。钱锺书

所举诗例是徐凝的题画诗，也在用诗

歌来巧妙地传达对于文字与绘画之间

的关系的理解。这不禁让人对徐凝充

满了遐想，也对中国古典诗歌充满遐

想，是不是能从这类诗歌当中生发出

不同于莱辛的“诗画关系”理论表

达？

钱锺书在徐凝这里的停留就好像

打开了古典诗歌的一道缝隙，已经有

光线隐隐透露出来。再回头去看钱锺

书与莱辛的“对视”，中国的诗画传

统当中这些零零星星的表达开始显现

出一些分量。钱锺书通过莱辛发现了

徐凝的新面孔，进而发现了古典诗歌

的新面孔。这正是令他感到兴奋的地

方。而更令人兴奋的恐怕是这个分量

到底有多重？

和莱辛很不一样的是，拉奥孔是

莱辛不断回视的对象，代表是对绘画

雕塑之类的空间艺术的不断回视。而

钱锺书回视的文本是在时间中绵延的

诗歌艺术。通过这样一种持续地“对

视”和校验，让钱锺书充分领略到莱

辛对诗画关系展开辩论的精微之处，

尤其是让他对中国传统诗歌在造型上

的表现力“刮目相看”，并引导他做

出自己的判断：

   

诗歌描写一个静止的简单物体，也

常有绘画无法比拟的效果。诗歌里渲染

的颜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画家感到彩

色碟破产，诗歌里勾勒的轮廓、刻划的

形状可能使造型艺术家感到凿刀和画笔

力竭技穷。这当然不是否认绘画、雕塑自

有文字艺术无法比拟的独特效果。[25]

写一个颜色而虚实交映，有时还进

一步制造两个颜色矛盾错综的幻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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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莱辛的视角，钱锺书将中

国诗画异质的问题设定为反驳“中国

传统里最标准的诗风和中国传统里最

标准的画风是完全一致的”。而论证

的关节点在于对王维在诗坛以及画坛

地位的认定问题。他依托苏轼的评价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

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

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将杜甫和

吴道子放在诗画关系相对应的两极

上，又依据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将王维

放在“标准的画风”的位置，当身兼

诗画二任的王维被引入杜甫和吴道子

这一对关系中比较时，他的结论是：

“在画的艺术里，用杜甫诗的作风来

作画，只能做到地位低于王维的吴道

子；反过来，在诗的艺术里，用吴道

子画的作风来作诗，便能做到地位高

出王维的杜甫。”[31]这个结论就像

一个漂亮的等量代换公式，逻辑上是

成立的，但省略了相当多的历史环

节。以此逻辑，书法和文章是否也可

进行这种类推？而钱锺书只需证明王

维不是“诗圣”就可以完成这个论

证。问题的重心从诗画关系的比较估

价转移到了诗学估价。这一论证模式

错开了诗和画这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

的交锋点，将二者的关系统合进“标

准”之中，将诗画两极关系的互动、

窄化为诗歌内部的风格和地位之辩，

更进一步就会导向诗画优劣论。在笔

者看来，即便是极端的“诗画一律”

论者也很少会以这种设问角度进行假

设、推演和代换。问题本身就存在一

个结构性地缺陷，在以诗为主体的讨

论框架之下，绘画的历史首先就是缺

失的，被遮蔽的，或者说未经反思

的。绘画历史的缺失当然就会带来解

释的障碍，这个问题本身是指向历史

的，却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以逻辑

来弥补缝隙，在提供解释时就会出现

不能与历史相合的状况。钱锺书与系

统的理论拉开距离，进入了批评史，

但批评史的知识同样需要检验，那就

是需要回到诗歌与绘画互动的历史，

用互动的环节来检验诗画标准到底是

如何纠缠在一起的。视点的落点，不

仅要聚焦文学，也要聚焦绘画。诗与

画的相互检验才构成了批评的准星。

在此也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苏轼评价王维的壁画“亦若其

诗清其且敦”，钱锺书发挥了清人纪

昀的评价“终有嵌押之痕”，认为苏

轼评价王维画风既用“清”，而又添

“敦”字，并无实指，有“凑韵”

之嫌。[32]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假如

“清敦”二字用于评价诗歌，恐怕不

会招致非议。阮璞非常敏锐地指出，

苏轼此处“清敦”正与其评陶渊明

“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异曲同

工，此处“敦”具“深厚之意”，

在绘画史中对应的正是“重深”的

风格，“敦”的实指，阮璞没有采

用“用墨深浓”之说，而认为是从

“山水画造景重叠深邃”而言，[33]

即“重深”关联的其画面空间布置特

点，当然也是其绘画风格的一部分。

评价绘画虽然挪用了“清敦”这样的

诗学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清

敦”为带来与诗歌类似的体验的视觉

风貌提供了一种可描摹和把握的美学

概念。但在绘画和诗歌当中，“清

敦”的体验发动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即便是分享同样的美学概念，一旦进

入批评的环节，还是会回到构思和表

达的特殊性上去，而非单纯在美学概

念上做文章。当然这其中肯定有经验

交叉的部分。“凑韵”之说依靠的是

诗歌的形式经验，而并没有触及到对

于绘画的批评。而回到诗画互动的历

史来看就非常清楚。士大夫开始大规

模参与绘画活动的北宋，才是诗画互

动最为热烈的时期，也正是这一时

期，诗歌美学的概念开始大量地在绘

画领域流通，这个流通是有生命力

的，并非简单地贴标签。王渔洋的神

韵派和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并非最佳辨

例，而苏轼在吴道子和王维之间做出

选择的时刻，对于诗画关系的讨论来

说才是真正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瞬

间。[34]

令人拍案的是，对于自己的偏

向，钱锺书并非没有察觉，在《读<

拉奥孔>》的结尾，他以自嘲的语气

表现出带有反思意味的复杂态度：

“莱辛承认诗歌和绘画各有独到，

而诗歌的表现面比绘画的‘愈加广

阔’。假如上面提出的两点有些道

理，那末诗歌的表现面比莱辛所想的

还要广阔一些。当然，也许并非诗歌

广阔，而是我自己偏狭，偏袒、偏向

着他。”[35]钱锺书的这段自白非常

耐人寻味。在《中国诗与中国画》的

不断修改之中，《拉奥孔》促使他对

诗歌“回过头来另眼相看”，对于诗

歌表现力的挖掘越来越精细，而对绘

画观念的理解和运用仍嫌不足和简单

化。他能对写景诗的视觉性把握得非

常精细，将之都归结为诗的表现力，

对诗人的视觉发现却习焉不察。文学

家和画家在描写时，观看行为是共同

的，所以二者肯定有大量的交叉部。

这也是为什么画家和诗人的“眼睛”

能够相互借用的根源。只要能够观

看，就随时都有可能被借用。敏锐的

诗人和画家完全能够在视觉上相互印

证，并转化到各自的表现领域当中。

关键的点在于是否“自觉”。像钱锺

书解读的徐凝就具有这种自觉，在诗

歌当中自觉地表现出画家眼睛的在

场。这种做法不仅是“扬长避短”，

更是“取长补长”。而这种视觉发现

的经验，正是诗人与画家开始相遇的

起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诗人与画

家的相遇乃是其视觉经验的相遇产生

的共鸣。

余 论

《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论证在今

天看来仍有诸多可供讨论和反思的问

题，但其呈现出了诗画异质论在中国

诗画背景中的接受特点。一方面将诗

学领域对于诗画关系的理论偏向推演

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从诗歌的角度

呈现了诗人对于视觉的描绘。进一步

说，站在诗歌的立场上充分地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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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视觉性。

实际上，以诗歌为主导的批评偏

向反映的不仅是钱锺书个人的诗画趣

味问题，毋宁说反映了文学界批评群

体在面对诗画问题时的典型倾向。当

然也与惯习和强势的诗歌传统有关。

《中国诗与中国画》因观点鲜明，体

系性更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

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等书

当中对诗画关系、画论颇具启发性的

历史梳理和探讨。总体来看，文学家

对于文字艺术的处理和审美经验显然

要远远超过对于视觉或者说造型艺术

的经验，因而在涉及到绘画的批评中

能做到像诗歌批评那样精致的研究并

不多见。因而一到批评的领域，审美

经验的偏向马上就暴露出来了。莱辛

也曾经说过：“至于艺术批评家的情

况却不同，他的话有多大价值，全要

看它运用到个别具体事例上去是否恰

当……所以如果每次把论断运用到个

别具体事例上去时，都很小心谨慎，

对画和诗都一样公平，那简直就是一

种奇迹。”[36]“奇迹”并不是批评

家追求的目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诗本位的批评结构在处理诗画关系时

需要重新调整焦点。更确切地说要走

出诗歌美学框架的笼罩，避免将诗画

关系置换为诗学观念之争、诗画优劣

论等问题。当然，调整焦点并不意味

着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从二者互动

的历史中把握这一问题的理论向度和

实践活力，而从目前实际的研究情况

来看，从绘画的视角展开诗画关系的

讨论却是多多益善！

注：
[1]卢奇安：《华堂颂——谈造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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