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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画：大化流转中的人生觉解
汪涌豪

同源共体，反映最深彻的理想与情感
亲近传统诗书画的意义在哪里？它们能给
今人带来怎样的好处？这样的疑问，不少从事
文史研究的专门家和大学教授都提出过。一般
人则因生活中另有许多重要的应知应会，而对
其抱一种遥尊的态度： 或有感于它富专诣之
境，饶美之质，非师匠高、捃摭博者不能臻其极
而对其敬而远之； 或有感于它讲究尊体因格，
以入门不差为第一义，最忌肆口横出、乱绪别
创，并以此为妄诞、为野体而对其望而却步。至
于自己试着认真学、认真作的就更少了。
但另一方面， 东方卫视文化赏析类节目
《诗书画》，自 2019 年元旦开播以来，不长的时
间，赢得了无数观众。人们表现出的对传统诗
书画的喜爱，以及欲一探其究竟的热情，足证
它真实地被当代人需要着。
只是许多时候，说不大清楚这种需要究竟
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所身处时代的资讯太过
碎片化，同质度又高，以致人们很难凝聚起意
见共识、又能用足够个别性的语言来表达一己
真实的感受。更要命的是，这个时代的物性高
度发达， 以物性衡裁社会发展程度的通常认
知，很大程度抑制了人性，进而更遮蔽了诗性，
这无疑对人的精神空间构成了挤迫。 因为后
者，人们常不免感到匆忙、焦虑与紧张，没法有
充分的余裕，用宽展的心态去顾恋自己留在大
地上的劳绩；又因为前者，即使暂时让自己慢
下来，也很难有时间回光内鉴，去找寻自己的
过往，在热闹而纷扰的世界，有疗救个人心底
的荒凉。甚至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自己
最想说话的时候， 往往不知道说什么和怎么
说。有时你说得越多，越觉得空虚；你走得越
快，离自己越远，并感到越孤独。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真知己来陪伴真实
的你。 艺术的意义和价值正因此而被照亮，被
凸显了出来。传统诗、书、画从来同源共体，如
古人所谓“点画清真，画法原通于书法；丰神超
逸，绘心复合于文心”。因为它们是一体性地反
映个人最深彻的理想与情感的，往里投托着个
人孤高、失意或苦闷等各种主观意绪，隐蓄着
一己的情感经历和人生感慨；往外联通着宇宙
天地和世道时运，涵示着对更具超越性的客体
存在与生命意义的究问，故每每具有跨时空的
穿透力和非凡的感染力。

抛弃生活的浮屑，契近生活的本质
千百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所处社会形

《诗书画》节目所解读《姑苏繁华图》（局部）

态虽多有改变，有时甚至如沧海桑田，但由
喜怒哀乐构成的人的生存困境和起伏顺逆
构成的基本人性及其变异状态，从本质上来
说并无太多变化。 当今人进入由古代诗人、
书画家辟出的艺术空间，看他们如何周行冥
思，然后以一管之锋，拟万象之态，或舒缓优
雅，或痛快淋漓，将种种复杂的意绪凝定为
澄明的艺术，就会觉得其所摹状与呈现的外
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与夫对山川草木、风来
月度的体悟，对四时佳节、天意人情的歌咏，
无往而不构成一个与自己的日常世界相对
待的艺术世界。显然，这是一个能让时间慢
下来，让自己静下来，让心灵得以滋润，让日
渐荒败的情感得以复活生机的审美化的世
界。而且，与所秉承的自来的传统相契合，你
会觉得自己和它有着父与子一般的亲和关
系，故有时才吟数行，已能默识心通；相对无
言，居然心照不宣。
我们说，人要完成认识世界、审视内心
这两大任务，光靠自己是不够的，光靠实用
性知识的学习也不够，还需借助更高明的智
慧，尤其是古人经长久摸索、淬炼积得的超
越性艺术所呈现出的智慧。这种智慧经过岁
月的加持，最为宝贵，也最可体味。要之，以
物济物，哪有止限；以物质救精神，不啻缘木

求鱼，这就是今人自觉不自觉地会如此需要艺
术，亲近诗、书、画的原因。它俨然构成了当下
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雷德蒙·威廉斯曾用“一
个群体某个时期特别的生活方式”来给文化下
定义，当下中国和中国人对传统诗、书、画的喜
爱，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
今天，中国社会的丰富性已非过去可以想
象， 但某种程度上说也充斥着喧嚣与骚动。正
是通过亲近传统，亲近诗、书、画，许多人才得
以确认，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人原本就无须
知道得那么多，相比于那种无所不知，他实际
更期待可以拥有某种“不知情权”，为其“意味
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
而 “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
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当然，这样说绝不
意味着传统的艺术创造与真实的生活隔着山
海， 而毋宁说它们抛弃了日常生活的浮屑，比
人所经过的生活更契近生活的本质。

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更真实的自己
以节目推出的三个主题而言，聚焦十二时
辰、二十四节气和传统节日，从中就在可见中
国人最自然素朴的生存样态和精神世界，是怎
样经过的市声与烟火的熏染，成为今人了解自

己祖先最真实的形象指南。当然，经由诗人和
书画家的演绎，其特异性本质也得到了最大限
度的呈现，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也得到了最形
象生动的表达。
如果稍做展开，回到这些诗人和书画家生
活的时代，可以说古代中国基本上是农耕型社
会。这种生活形态决定了人必须对环境、气候
等自然因素有充分的尊重与顺应，由此造就悠
久的岁时文化。所谓“四时成岁，每岁依时”，据
学者考证，“四时”及“十二时辰”早在西周时就
已经形成。以此为基础，以后又有表征时间、空
间和农事相配伍的“月令”，再有“十二纪”和
“二十四节气”。由于古代先民并无意于对一年
的时间做简单的物理划分，而好将其与阴阳的
移转相挂连，且挂连的目的在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如《国语·周语下》所谓“气无滞阴，亦无
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
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这就造成其不仅
与天文、历法等古代科学暗合，更具有极强的
人文内涵。在此基础上，脱胎于早期“率人以事
神”的祭祀活动，以及此后因“嘉事”而展开的
娱庆活动的传统节日，也最终得以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之西人有强烈的空间
意识，中国人最关注时间，最知道子在川上慨
叹“逝者如斯夫”之所以触及人心，在于其道出
了人在时间中占据的地位，要远比他在空间中
所占的地位重要得多。所以，莱布尼茨的《中国
近事》 会说中国人的时间哲学要远远胜过西
方。并且严格地说，时间在中国人这里从来不
只具有客观性，不是一种等人去利用和研究的
客体，他们不像西人那样，将时间看成“标志物
质运动连续性的哲学范畴”， 而更多视作与每
个人生活感受连成一体的生命意识的共现，并
且越到后来越注意突出它的主观性。
当然， 西方文化也有对主观性时间的描
述，但这个由客观到主观的变化发生场所与中
国有所不同，基本是在抽象的思辨领域中进行
并完成的。在西方的传统里，时间的观念发展
自古希腊的理念世界，然后是中世纪专注于神
及永恒的基督教世界。由此在它们的哲学和宗
教中， 多可见到对人类生灭与存续问题的讨
论，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十章，到柏格森
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到海德格尔的《存在
与时间》，无不如此。中国人则不如此，不好作
客观分析而更重视主体的感受，更注意突出作
为一种逃无所逃的度量与界限，时间之于人的
生命存在的深刻影响。因此，在那个时代发生
的由客观到主观的变化，常常是在现世的生存
领域中进行并完成的。这一点从《诗经·豳风·
七月》，到《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管

子·四时篇》《逸周书·时训解》 中都可以看到。
并且，不同于西人将之更多地与哲学、宗教相
挂连，它更多地与诗和艺术结合在一起。唯此，
法国作家尤瑟纳尔才由衷地感叹，中国文学对
时间的感叹，对人生无常的感叹，是西方文学
少有的。其实不只是文学，作为将“空间意识时
间化”的书画艺术，也同样如此。
所以，经由对反映上述主题的诗、书、画的
赏会， 人们不仅可以对传统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以及表达这种日常生活的艺术有初步的了
解；如果够用心，还可进一步增进对其背后所
蕴蓄的中国人的传统，以及中华文明的基本特
质的认识， 知道古人之所以关注四季阴晴，摹
状雨丝风片，并流连名山，啸傲林泉，非为游
赏，或非仅为游赏，其最想发抒的，其实是对这
个生生不息、新新相续的大化流转中人生的整
体性的觉解。相对应地，他们重视“体调”“气
格”“神韵”和“风骨”，以为上述诸事之于诗、
书、画的展开无一不可缺。诗赖玄心妙会，但仍
当以法度为主。书画也如此，出入处须见本源，
起讫处必有章法。而综括三者，又应区分善用
与不善用。善用法者，如美人天成，虽铅华妆
饰，而丰神体态与骨肉色泽无不匀整，至于浑
沦一片如锦绣之段丝理秩， 难一一寻其出处，
非摹形临状者可以幸致； 不善用者则事事反，
欲有长进，必当于多读书、多看勤作中求之。最
怕才识之无，便欲伸纸，一如乱发垂鬟，不加膏
沐，斩芦断竹，以充笙簧，是断无可能成就真正
的诗与艺术的。
总之，传统诗、书、画是人的灵气的自由往
来，它胎息于天地而无可捏造，“其用法取境亦
一，气骨、间架 、 体 势 之 外 ， 别 有 不 可 思 议 之
妙”。前者指有一段必须遵循的古法，制作入彀
而不能不烂熟于心，后者指神而明之，全赖人
各依性分，悉心体悟。你或许觉得，它们因此比
较不易识读和看入，更难仿效与学成。那么我
想说， 人从未毁于让自己感到困难的事情，而
常常毁于让自己觉得非常舒服的无意义的嬉
戏与闲暇。康德说有空气的阻力，鸽子才能飞
翔；维特根斯坦说有地面的摩擦，人才能够行
走。所有的难度，其实都是引渡你飞升向高远
的通道。这方面，中国古人在谈艺论文时说了
许多，多到不胜枚举。总结他们的意思，没有格
律，诗歌与口水何异；不谈笔墨，书画与涂鸦无
差。正是格律，赋予诗以自由；正是运笔用锋的
回藏与力行，才造成书画既力透纸背，又能气
韵婉转，格调高古。所以，初入门和尚未入门的
读者、观众，要努力啊！这样，你们日后在诗书
画中遇到的，就不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更真
实的自己。

聚焦上海电影节

“有如走路的速度”的电影，深邃而波澜不惊
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日本导演是枝
裕和首部“外语片”《真相》将与中国观众见面。
而不久前， 是枝裕和在中国 B 站的直播首秀，
在影迷中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一度有
16 万人同时在线。直播中，是枝裕和对影院观
影与网络观影的区分及对前者的期待，唤起不
少影迷的同感；对《刺客聂隐娘》的推崇、对影
—正如
迷提问的回答，坦率中透着独到观察——
他那些“有如走路的速度”的电影。如果看过是
枝裕和迄今为止的 17 部电影， 会发现他并非
一位只关心、只会表现亲情的导演，他的影像
风格也并非一直是平淡温馨的。在其前后期那
些影像风格与情绪堪称迥异的电影中，如果说
有什么一以贯之的话， 那就是他不仅关心故
事，更关心真相。

追问生活的真相
是枝裕和 1995 年的电影处女作 《 幻 之
光》，大胆而忧伤，影像黑暗、散发着孤独而寒
冷的气息， 与后期明亮温暖的影像有很大不
同：影片中，由美子的丈夫在一天深夜突然自
杀，深爱丈夫、婚后生活幸福的她，在邻居的介
绍下改嫁到遥远的小渔村，但再婚后平静和谐
的生活弥补不了她对前夫突然自杀的疑问。在
《下一站，天国》（1998 年）中，当年 36 岁的导
演，通过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故事，继续追问生
命与情感的真相，其中有着对付出的情感在生
命中的沉淀的领悟：“50 年后我才知道，我是别
人的幸福的一部分。”该片对生命与情感、生命
与记忆的哲思之深， 表现手法之自然与从容，
至今令观者感佩。在柏林电影节上向观众推荐
该片的李安， 对影片的评语是：“非常特别，非
常安静，非常干净。”
《距离》（2001 年）这部曾获金棕榈奖提名、
但很少被提起的影片，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与闪
回， 反映了一起造成 100 多人死亡、8000 多人

中毒的恐怖事件给世人与当事人家庭所造成
的伤害，其中既有对人性脆弱与孤独的揭示，
也有对那些与制造罪行的人有着紧密关系的
人的提醒与诘问：在将自己打造成“受害者”
的形象的同时， 自己对犯下罪行的人又有过
多大程度的换位思考呢？ 影片中对妻子堕胎
两次全无知晓的丈夫、 在丈夫回家寻找最后
的救赎时将其赶出门的妻子， 在某种程度上
都承担着作者无言的、诘问的目光。
从 2004 年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奖的 《无
人知晓》开始，是枝裕和的影像不再昏暗和
带有实验意味，开始将悲哀、伤痛与勇敢编
织进日常的明晰与质感之中。被妈妈为再嫁
而抛弃的 12 岁的明， 带着弟弟妹妹在公寓
楼的出租屋中艰难求生，最小的妹妹因意外
死去。 这是发生在东京的真实社会事件。是
枝裕和通过表现事件中的大人如“孩子”，而
明、京子、茂、小雪四姐弟如同“成人”般的坚
忍，谴责了自私而不负责任的大人在社会中
制造的悲惨。2006 年的《花之武者》是是枝裕
和首度挑战古装片的作品，这部田园牧歌般
的武士复仇故事，所表达的却是对“武士道”
精神的否定。“我想樱花之所以能平静地凋
谢，是因为知道来年还会再次开放；否则的
话，它不会甘心死去的。”这一珍惜生命的话
语， 在影片中由一个疯傻的人物讲述出来，
不啻是对武士道精神的一种双重否定。由
2008 年的《步履不停》所开启的家庭温情叙
—与之相接续的是在 2015 年中连续推
事——
出的《海街日记》和《比海更深》，都以近乎没
有“故事”的家庭琐事，描写失意的主人公与
家人的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中所感受到的
情感、在彼此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形式与风格的探索
大概与此类作品对现代人所具有的疗

愈效果有关，这几部影片成为影迷心目中是枝
裕和的标志性作品。其实这一时期他也表现过
其他主题，并且在形式与风格上进行了新的探
索。
譬如，《奇迹》（2011 年）， 通过父母离异的
儿童对“奇迹”的企盼，表达新的铁路线给人
们带来的希望，堪称巧妙。2013 年的《如父如
子》，以充满现实感与人性化的笔触，探讨了
血缘与亲情的关系， 看完以后令人感到温情
满怀，是对亲情与人性美好的一曲赞歌。在看
多了东野圭吾等日本作家的推理小说的观众
看来，2017 年的《第三度嫌疑人》的悬疑度大
概近乎无， 但役所广司的精彩表演堪称值回
票价。深受观众喜爱的偶像明星精彩演绎“天
生”具有犯罪因子的罪犯，这一大胆之举为影
片增添了微妙的人性深度。2018 年获得金棕
榈奖的《小偷家族》，重返对血缘与亲情的辨
析，但对底层生活的残酷与“被抛弃感”进行
了暗藏波澜的表现， 暗合日本当下贫富差距
不断加大、社会阶层隔离所造成的普遍弥漫的
挫败情绪。
2019 年是枝裕和远赴法国拍摄的《真相》，
是其所热衷于探讨的家庭问题的“法国版本”：
强势而自私的母亲，母女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与
互相伤害，然而借助文化差异，是枝裕和慷慨
展示了女性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强大、自我、
对人生充满掌控感。

人物的“真实可感”
2018 年 9 月 15 日，与是枝裕和 10 年间合
作了 6 部电影、被称作“日本国民奶奶”的树木
希林因病去世。2005 年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之
后，树木希林曾多次公开谈论死亡，她说：“如
果人死后会成为宇宙的灰尘，至少要变成一颗
美丽且发光着飞舞的尘埃。那个，是我最后的
欲望。”其顽强不屈的生命力，与其在电影中所

扮演的角色如出一辙。 是枝裕和电影中的人
物，大多具有这种融演员的生活实感与角色的
—譬如阿部宽在《步履
生命力为一体的感觉——
不停》《比海更深》中所扮演的失意的儿子与父
亲的角色；福山雅治在《如父如子》《第三度嫌
疑人》中所扮演的表面强硬、内心无助的精英
分子；中川雅也在《如父如子》《海街日记》《小
偷家族》中所扮演的不求上进但对家人充满爱
心的平凡男人的形象； 井浦新在 《下一站，天
国》《距离》《空气人偶》中所扮演的沉默青年的
形象等；这些人物，很容易在不同阶层与背景
的现代人中唤起共鸣。
其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很具有代表性：拥
有丰富生活智慧、对下一代充满爱心的“奶奶”
与“外婆”（树木希林所扮演的几个角色）；爱心
充沛、自身毫无所求的独立女性（《海街日记》
中的大姐幸）；“高攀”精英阶层但保持着独立
平等的女性判断力的家庭主妇 （《如父如子》
中的野野宫绿）； 在残缺家庭中夹缝求生，坚
强忍耐、成熟懂事的少女（《海街日记》中的浅
野铃）……这些形象在电影中的光彩都超过了
男性。在是枝裕和看来，人，比故事重要，这也
是他的电影常常波澜不惊、 却总是能打动人
心、唤起共鸣的原因。
这些人物的动人之处，在于他们是芸芸众
生的代表，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通过人
物的“真实可感”来打动观众，是一种诉诸“同
理心”的创作方法。在其早期作品中，是枝裕和
采取的是一种梦境般、 呓语般的表达方式，对
电影主旨的传达近乎隐晦。《幻之光》中，女主
角对前夫之死的感受直到片尾才真正表达出
来，她对现任丈夫所说的“你那样爱她，怎么可
能爱我”， 所表达的正是人生情感的难解与丰
盛之处；在《下一站，天国》中，渡边先生选择了
与妻子坐在公园里的那个安闲的下午作为自
己最幸福的记忆，而妻子选择的却是与在战争
中死去的未婚夫坐在公园里时的记忆……李
安说他第一次观看这部影片时，对是枝惊为天

任 明

人。从该片在简陋的拍摄环境中所营造的质感
与氛围来说，导演确实堪称才华横溢。片中的
主人公年轻、朴素而性感，恰好是青春的美好
与生命的脆弱的象征。
天地有情。是枝裕和说这是他最尊敬的侯
孝贤导演常常写在色纸上的一句话。和侯孝贤
一样，是枝裕和相信“作品也好，感情也好，早
已蕴含在世界之中”。
在他的电影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冬天海风
的湿冷（《幻之光》）、与世隔绝的湖边所萦绕的
安静与危险的氛围（《距离》）、炎夏中独自在家
的孩子被遗弃的小兽般的气息（《无人知晓》）、
夏日山坡上蝴蝶飞舞的美好（《步履不停》）、雨
滴落在指尖上的清凉感（《空气人偶》）、火山灰
落入家中的厚重感（《奇迹》）、吃煎饺与和牛火
锅时不同的热度与滋润感（《如父如子》）、在一
座靠山而年代久远的大房子里流动着的空气
（《海街日记》）、未带睡衣在妈妈家洗完澡后的
感觉（《比海更深》）、春天的可乐饼与夏日的凉
面（《小偷家族》）……这些是具有“灵韵”的时
刻；在电影结束之后，它们常常与观众自己的
人生融为了一体。
这种天地有情、 万物有情的柔和与信念，
使得是枝裕和虽然是一位思想堪称深邃的导
演，但其作品中的一切却总是显得那么波澜不
惊。 他不希望观众从他的电影中学到什么，而
是希望观众在看完电影以后，能够以一种新的
眼光去看自己的人生。
而这新的眼光到底是什么，是枝裕和其实
—“恰恰在所谓的主题之外，方
是不在意的——
才存在着电影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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