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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潇湘图》与禅宗文化
胡 军
（嘉应学院 美术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 要：
《潇湘图》是五代董源的作品，
也是其风格的代表。全图表现出禅宗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这种境界的形成跟
禅宗的思维方式有关。画家目的是想“通过记录并来唤起自己的一种心境”
。想要的是最终形成的如文人绘画那样超然于物
理事实的图像，而非真正的视觉中的自然。画家对画面视觉的形成过程就是把心中形成的
“图像”
付诸于表现的过程。山体
表面散布的，排列成半球状形的墨点，
是画家对山上树木的意化表现。他觉得视觉中的自然与他心中的那些富有禅意的观
念以及与他最终实验出的水墨技法形成了概念上的一致性。他为他头脑中那些无形体的观念最终找到了再现的形状。禅宗
的艺术领悟方式，被他无意识之中转到绘画上面来了，
这与宋元以后的文人画的精神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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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以禅喻画，把
山水画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之祖为王维，北宗之祖
为李思训，他说“禅家有南北两宗，唐时始分：画之
二宗亦唐时分矣。但其人非南北耳……文人之画，
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
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而来”。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董其昌虽然在名义上把王
维奉为南宗之祖，但事实上却是把董源放到了这
条线的顶端。这在后来董其昌及其追随者的实践
中也能说明这一点。原因很明显，就是董源的绘画
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境，正好契合了北宋以来兴起
的文人画的审美要求。
但是还处于写实阶段的五代绘画又怎么会反
映出文人画要求的审美境界呢？对于这个问题，历
来研究者都少有论及，即使偶有谈到，也都以一句
“无意中而得”，而草草带过。其实这与当时盛行的
禅宗有关，与禅宗思维有关。本文即欲以董源《潇
湘图》为例，就其风格与禅宗文化之间的关系，做

一个仔细的探索。

—、
画面视觉表现与禅宗文化
《潇湘图》，五代董源（937-938）所作，这张画
可以说是董源风格最终成熟的代表。按谢稚柳先
生的推断：
“其中着色山水《溪岸图》是前期风貌，
以及作为过度期的着色山水《龙宿郊民图》，都与
后来的《潇湘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制”。[1]89
在《潇湘图》中，对山体的处理方法在当时尤
为特别，山形层层延续后叠，既增加了空间连续的
印象，又强调了模糊的形象和空间幻觉，让画面图
像取得了视觉上的融合。使人感觉朦胧的空气中，
景物平淡而幽深，境界苍茫又清远。在这里，以往
无比优越的“线”
“色”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墨色
成了无上佳品，随自然的微妙变化，水墨作出了丰
富的呼应。细小的墨点点出平缓的山体上各个山
包上的树丛的轮廓，概括得异常简洁，却又使满山
的树木微妙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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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美妙而迷离的画面，会让你自然而
然的静下心来，忘却身边的一切琐事，任由心灵脱
体而出，漂游于美丽的大自然中。毫无疑问，画中

“无所求”的精神。面对这样的
家所追求的“无欲”
水墨画，会使你的心慢慢地静下来，让自己从繁杂
的俗世中抽身而出，逐步使心境达到一种平静和

这种空灵澄莹的和谐静穆，就是最高的禅境，画与
自然气息已经达到了深沉的默契。画面之所以能
够让我们体味到这种境界，其实就在于画家在禅

安宁的境地、达到心灵虚静，精神专一，无幽不测。
“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空旷虚无、无边无际的宇
宙，又把这个宇宙小到人的内心之中，一切都变成

宗的影响下，通过画面表达出一些禅宗美学观念。
（—）意境
画面向我们传达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隔”。禅

人心的幻觉和外化，于是‘心’成了最神圣的权
威。”[3]133“这其中的静是主体主动追求的积极的
‘静’，能使审美心理机制处于最佳状态，是主体心

宗的修为重在“隔”
，常把“机锋”藏于平常的生活
琐事之中，从不喜欢直抒胸臆的表达，喜欢传达一
种
“雾里看花”的效果。这与董源画中传达的朦朦
胧胧“近看几不类物像”的感觉是一致的。就像禅
宗的“打迷”，没有确定的外像，靠你自己去感悟和
体会。这也就是明代董其昌之所以对董源倍加称

[4]23
灵探寻流动生命规律的最好途径。”
让人“进入
一种单纯、光明的状态”，也就是虚静和顿悟禅定

颂的原因。可以说，董其昌看重模糊约略的表现，
正是源于董源《潇湘图》风格中表现出的这种禅宗

唐诗中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以王维为首的唐代
诗歌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绘画上，虽说从王维到荆
浩都有表现，但应该说都注重了意境而无笔墨，直

“隔”的意境。
另一个意境就是“寂静”。“寂静”是禅宗修为
的基本前提，也是禅宗追求的最高境界，寂与静都
是“悟”
后到达的最终心灵之态。只有在“寂静”中，

的美感境界。
水墨的运用反映了在禅宗“无心外之物”等精
神的观照下，自唐以来的传统士大夫心灵由外在
而逐渐转向内心的选择趋势。这种心态的转换在

到董源《潇湘图》中的水墨运用才彻底抛弃了“钩

主体心灵才能达到一种绝对化的自由，才能“心无

折”之法及造型的“线”，而且在以前水墨的基础上
再次减弱了墨色彼此间的对比，完全破坏了以前
绘画所力求的画面清晰度，从而使禅意与水墨达

外物”，才能宁心静性地去观照物象，了识诸法性
空的般诺实相。为什么我们说面对董源的 《潇湘
图》，会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寂静境界呢？日

到了一种两者之间最完美的结合，充分体现了禅
宗精神追求的那种淡泊无求、朦胧的审美意境。难
怪徐建融教授说“唐以前相当于主体化自由‘追

“静”的艺
本一位叫藤原定家的茶师曾对体现“寂”

求’客体化自由的象征期，五代宋时，主体化自由

术要素用作诗的方式做了如下的界定：
“看遍普天

与客体化自由的‘匹配’已经达到理想阶段的古古

下，不见红叶花。浦边小渔村，秋夕伴落霞。” 闭
上眼睛，想象这首诗的意境，难道不正是如面对董

典期……”[5]202

[2]35

源的画吗？远山横睡，秋夕晚照，江水悠悠，薄雾朦
胧。
（二）笔墨
纵观《潇湘图》，几乎整幅画中都用淡淡的、淋
漓的水墨来完成。这就从另一面更加促进了画面
禅宗意境的形成，而水墨本身也同样体现了禅宗
的一些美学观念，表现出禅宗的一种崇高的精神
境界。
水墨的精神本源于道家，老子云：
“五色令人
目盲。”
所以要用“阴阳”二色来超脱于万事万物特
定的固有色彩，这就避免了五颜六色对视线的干
扰，从而让心能够抱专守一。道家的这种精神与禅
宗是一致的，在禅宗看来，五颜六色的外界事物色
相也就相当于尘世的欲望。所以淡淡的水墨即使
一种笔墨表现，也是一种心境。透过它可以看到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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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画面视觉形成与禅宗文化
源于上文的分析，也许会令人对传统山水绘
画风格演变的过程产生怀疑：难道传统山水绘画
早在五代就已经程式化，变成文人在书斋之中表
达主观自由心灵的象征？当然不是。从记载董源画
宫女
“青红锦袍，当门而立，使得冯延已误以为真”
等记录来看，当时绘画的总体风尚仍是趋于写实
的，注重形似，注重用色。在山水画方面，虽然由于
时局的动荡，形成继魏晋以来第二次士大夫文人
向山林大逃离的现象，促使了山水画在五代取得
了继魏晋以来的第二次大发展，山水画技法基本
上走向成熟。但总体而言，五代山水的笔墨也还并
未脱离“再现自然”这一审美要求，这是历史的局
囿。《画荃》里说“董巨峰峦，多属金陵一带……从
来笔墨之探奇，必系山川之写照”，
“董源坡脚多有

碎石，乃建康山势”，
“董源小山石谓之‘矾头’，山
中有云气，此亦金陵山景”。[6]8 这些有关董源山水
绘画特色的记载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这就造成

图式还是很模糊的，只扮演着一种“隐喻”的角色。
假设他要是生活在宋以后的话，我们的讨论也许
到此就要结束了，因为他要想表达出这个心中的

“写实取之于外物，造境取之于心。然则
一个问题：
既取象于外物，何得而能肇创于心灵？这是心物之
[7]9
矛盾也！”
对此，前人有过解释，典型的莫过于唐

“画面”的话，直接借助于后来形成的山水笔墨程
式便可以了。然而对于处于五代之时写实观念下
的画家来说，这个表达肯定要从视觉中的自然开

张燥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法及白居易《画竹

始了，自然中某一地某一时刻的特殊景象往往会
成为诱导因素，使隐藏于潜意识中的禅宗意境图
像化。

歌》中“不根而生从意生”的论画理论。但这些解释
看似提供答案，却又往往会让人如坠云雾而不知
所云。随着现代研究方法的拓展，对此问题，笔者
认为从视觉心理学角度入手，也许能够得到较为
合理的解答。分三点论之：
（一）心中禅宗意境画面的形成
艺术是一种思维活动的表现形式，任何艺术
形象的形成都不可能无中生有，都是特定思维的
结果。董源绘画风格的形成首先就是跟禅宗的思
维方式有关。
禅宗思维不是理性的逻辑思辨，而是感性的
形象体悟，它的特征在于“止息思维，扫除概念。唯

（二）视觉中自然的变异
作为南唐闲散官员的董源，有管理园林之便，
想来一定可以经常有机会闲走于南京郊野，经常
处于山林，常常会面对余晖夕照，渔舟唱晚的朦
胧、模糊的自然景致；而佛家禅宗境界似乎正可以
用这种朦胧的氛围来表达。这就为他头脑中那些
无形体的禅宗意象在自然中找到了可依托之物。
也可以说，在这种状况下，画家的主体心灵——
—那
颗禅心与自然达到了某种契应，也就是艺术创作

心净土，以心造境”。
“这种思维方式最合适在进退

中的心理与外物的自然感应。
我们知道，由于工具及条件的限制，传统绘画

维谷的两难境地中而使人得到解脱。大抵凡是好
禅之人生活多有不如意之处、凡是禅兴盛之年代

都是在室内完成的。所以在对自然外表的塑造中，
记忆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人们在回忆的过程

多为社会动乱之时，这才突现‘悟’的重要性。禅宗
所谓的‘悟’的前提是对对象的‘离’，而‘离’的实
质含义，又是对象的充分获得”。[8]52 这里要“离”的

中，人的记忆往往会根据心理的需要而对表象进
行选择，加工。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选择中
注重的是物象特征与主观心灵的契合。也许画家

“离”的目的就
对象就是指客观现实或概念形式、

仍会认为他在真实的反映自然，而事实上已在通
过自我逻辑的作用，把表象融入头脑之后又重新

是要在主观上绝对自由的状态下，心灵达到对一
种体现禅宗境界的外物的获得。这种境界其实不
可言说，不可表达。但一定要言说一定要表达时，
“呈象立意”
的画面描述就自然成了最好的载体。
这种形象性思维的方式对传统文艺的影响体
现在诗上，突出表现的便是王维的山水诗，他用文
字来创造画面，用画面来传达境界。反过来说，他
为了表达出他所理解的禅宗境界，首先在脑海里
形成了这样一种富有禅意的画面，然后又用文字
对这个画面进行了描述。
“诗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与
唐，
由
‘玄言’到‘山水’愈来愈禅化，禅化的特征便
是
‘形象思维’。然而，此形象乃是抽象化的感应形
象，乃直觉状态的形象，即顿悟式的形象，犹如抽
[9]16
象的山水画一样。”
这种形象性思维的方式对传统山水画的影响
和诗的形成过程一样。我们可以说，在唐以来的诗
和禅的影响下，董源的脑海中肯定也有着这种富
有禅意的画面存在。当然这样建立起来的心中的

塑造了它，形成了一个“第二自然”。于是“第二自
然”
与真实的自然在无意中就有了一定距离。这段
距离就是进行艺术化的空间。对于董源来说，也是
这段艺术化的空间使他风格的形成成为了可能。
在这段艺术化的空间中，他心中那隐喻着禅意的
“画面”与“第二自然”取得了融合，最终形成新的
“图像”。所以当你面对画家前后不同风格的作品
时，千万不要认为每一幅风格的变动的目的是在
想不断适应客观的自然，真实的情况是他在想适
应心中的不断变化的那个标准的“图像”。他们真
实的目的都是想“通过记录并来唤起自己的一种
心境”[10]18，而非真正的视觉中的自然，虽然有些画
家他自己并不会那么认为。
（三）画面上效果的表达
画家对画面视觉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把上文
最终形成的“图像”付诸于表现的过程。著名的美
国学者罗越教授认为董源“画上的点子并不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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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塑造形象的，只是非实质性的附加装饰物”
。这
个观点似乎有些不妥，山体表面散布的，排列成半
球状形的墨点，应该都是画家对山上树木的意化

“北宗”，但却被米芾等人欣赏，被董其昌硬拉
归于
到“南宗”
，并赋予其领袖地位的原因。画家“对表
象进行了一种特殊的‘处理’，创造了一种与原表

表现。作为五代时的画家，在受到工具和技法双重
限制下欲真实细致的表现远处山体上的球形树
头，
显然并非易事。况且身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画家

象等效的感性形象。”[13]92 他为他头脑那些无形体
的观念最终找到了再现的形状。现代心理学研究
表明“人脑智慧的无限灵活性决定了将这种模糊

肯定知道，完全顾及自然细节是既不可能也没有
意义的，概括性的处理才显得非常必要，勾勒每丛
树木顶端的外形那才是首选。格式塔心理学的研

的图式表达出来的可能性，将新经验感知和同化
为对已有经验的补充，在完全不同的现象之间找
[14]26
到对等并用一种现象代替另一种现象。”

究表明：
“人的眼睛倾向于把任何一个刺激样式看
成已知条件所允许达到的最简单的形状。”[12]64 但

就像“迈克尔?波多德的所谓的‘阐释视觉’中
‘艺术家不仅仅是表象的记录者，更是塑形者
说：

是在这里，直接用线明显不如用点排成线才更能
表达出树叶的琐碎及繁茂，以浓淡不同的点的密
集来表示每一个树顶及树顶的阴阳关系，才是最
佳的最终的效果。从画面可以看出，已不再具体到

和阐释者。’”[15]49 这个源于主观思想下的“塑形”
“阐释”，恰恰就是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自我心灵
必不可少的自由表达。董源最终选择点及水墨而
彻底放弃线与色彩，正是这自由表达的结果。而他

一个人或一棵树的细节，而是用不多的笔墨创作
出它们的近似形象。正如董其昌所言“不在斤斤细
巧”，换言之，这些不多的笔墨的出现，不再是为了

之所以能够在无意识中这么自由的表达，源头也
就是
“禅”。
就中国山水画发展而论，五代时山水画家在

创作出关于一个人或一棵树的全部细节的幻想，

创作中较之唐以前确实是极大的夸张了笔墨功

相反，是为了使它们成为特定的效果的“刺激物”。
概括表象建构了中国画这一非限定的艺术形式，
这种形式往往背离视觉科学和客观逻辑，但又以

能，笔墨在为客体造型的同时更加服务了主体精
神。这正是由于建立在禅宗“无心外之物”这种主
观基础上，张扬个人的能动性，提升主体精神的结

更加凝练的形态表现更多的意绪和审美价值。而
这不多的笔墨构成的极为简化的样式自身，则变
成了欣赏的对象。

果。所以《潇湘图》风格的形成，也就是禅宗的艺术
领悟方式，被董源无意识之中转到绘画上面来的
结果，而这种风格又恰与宋元以后的文人画的精

这也就是董源作为一个宫廷画家在道理上应

神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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