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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论

喜龙仁的苏轼书画理论译介研究

吉灵娟，殷企平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瑞典收藏家、艺术史学家喜龙仁译介苏轼书画理论，阐释苏轼绘画创作理论，如悟道、无我、常理等核心概念，并评价苏

轼在中国古典绘画艺术领域的权威性，以及苏轼研究对于海外汉学界艺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构建了西方汉学界对苏轼的初步

认知，引起了海外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文人绘画的普遍兴趣。 他借用跨艺术诗学的研究方法，为西方艺术史、文化史的学科提供

了科学的研究范式，不仅有效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而且为海外汉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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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龙仁在中国建筑史及艺术史领域最早受

到关注，学界对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古董收藏、
古建筑、美术史和敦煌学的相关领域。①近几年也

有学者开始关注喜龙仁对中国绘画艺术译介的

贡献。 例如，殷晓蕾在《２０ 世纪上半叶欧美文化

圈的宋代画论研究》一文中，就回顾了喜龙仁在

译介北宋文人画家方面所作的贡献。 喜龙仁分

别从“山水与诗画”和“史学家和理论家”的角度，
译介了荆浩、米芾、郭熙、苏东坡和沈括。 他的

《中国画论》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１９６３）一书

将“宋代画论”当作全书的重点进行译介，并认为

苏轼对北宋书画艺术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对文人

画的推进。 ［１］（Ｐ．１７）张帆影在《“彩莓者”的探索：
喜龙仁的中国绘画研究之路》一文中指出，喜龙

仁在译介中国绘画艺术方面的最大贡献，体现为

它发生在西方世界亟需建构中国绘画知识谱系

的语境之下；换言之，喜龙仁是恰逢其时的探路

者，为西方艺术史框架之下的中国古典绘画艺术

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２］（Ｐ．１３２）由于上述

研究主要聚焦于喜龙仁关涉宋代画论的译介，而
对苏轼译介部分缺乏具体的阐释，因此我们有必

要深入考察喜龙仁对苏轼书画理论的译介，尤其

是他围绕苏轼文化造诣和绘画旨趣所展开的阐

释，以及他关于苏轼画论与诗歌关系的研究，否
则就不足以全面呈现喜龙仁的贡献。 可以说，喜
龙仁有效地弥合了西方对苏轼诗歌翻译的不足，
拓展了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诗学与古典绘

画艺术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视阈，并对后来苏轼在

西方的译介和传播发挥了开拓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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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龙仁苏轼书画理论译介的核心概念

在西方汉学界，较早关注到苏轼，并对其艺

术成就产生浓厚兴趣的，当属喜龙仁。 在他之

前，虽然已经有英国外交官李高洁 （ Ｃ． Ｄ． ｌｅ Ｇｒｏｓ

Ｃｌａｒｋ）翻译并出版了《苏轼诗选》，还有翟理思（Ｈ． Ａ．

Ｇｉ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９３５）编写了《中国绘画史导论》 （Ａｎ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Ａｒｔ，１８９６），以及《古今

姓氏族谱》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８９８）①，但对

苏轼绘画艺术的关注度并不高。 喜龙仁对苏轼

的研究，是从专业绘画理论角度展开的，其方法

不同于翟理思。②更具体地说，喜龙仁的理论译介

主要聚焦于绘画主题和绘画精神，前者以墨竹和

山水为主，而后者则以“无我” “常理”和“悟道”
为主。 这是西方学者首次从图像本身出发，结合

文本（诗歌和散文），来探讨中国绘画的基本精神和

绘画要领，与之前翟理思的陈列式译介相比，要
详细得多，深入得多。

（一）墨竹

在欧洲汉学界，喜龙仁最早关注到中国文人

墨竹创作与文人社交的关系。 １１ 世纪后半期是

中国文人画发展的重要阶段。 绘画理论与实践，
主要是由环绕在苏轼周围的一批文士共同完成

的。 这些人物包括黄庭坚、米芾、文同、李公麟

等。 他们认为宫廷为主导的绘画艺术，“精谨有

余，意味不足，大失画道” ［３］（Ｐ．５６）。 这一发现为

喜龙仁研究苏轼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在墨竹创作理论方面，苏轼提出：“故画竹必

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
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
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画竹必先得其

“意”，经过大量的练习，方得其 “法”。 而这个

“意”的获得，却并非易事，需要对自然外物有深

刻的领悟，“格物”方能“致知”。 喜龙仁认为墨竹

体现了苏轼的儒家思想。 他说：“苏子最擅长墨

竹与山水，这是因为竹子与水在本质上体现了柔

顺与力量的特质。 竹子在中国文人画中具有特

别的象征意义，那种生发于野地或乱石间隙的力

量，即便在料峭寒冬依然保持生命绿色的勇气，
遭遇飓风时屈伸自如、保全自我的中庸之道，这
些品格都与中国传统士人所接受的儒学思想相

符。 因此，中国文人尤爱画竹，苏子及其挚友文

同，更是画竹的行家，他们的墨竹体现的正是宋

代文人画的风骨与气韵。” ［４］（Ｐ．４３７）这样的评论

适时而恰当，因为西方人不能够理解怪石乱隙中

生发的枯竹美感意义何在。 喜龙仁能够领悟儒

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因而能将中国绘画的美学

意义与中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阐发，呈现了中国

绘画的精要，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鉴赏中国绘画

的门径。
喜龙仁在研究中尤其关注苏轼与文同（１０１８－

１０７９）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苏轼有关墨竹的绘画理

论大部分基于其对文同墨竹画的评价，并翻译了

苏轼的一首诗，作为凭证：“斯人定何人，游戏得

自在。 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 时时出木石，
荒怪轶象外。 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予最。 知音古

难合， 奄 忽 不 少 待。 谁 云 生 死 隔， 相 见 如 龚

隗。”［５］（Ｐ．１４３９）喜龙仁借此提出了一个观点：苏轼

诗歌以及诗话提供了一种佐证线索，有助于鉴赏

或辨明文同的真迹。 还须指出的是，喜龙仁还在

翻译苏轼题画诗的基础上，花大量篇幅介绍苏轼

与文同的创作互动，进而证明题画诗与画作之

间，不仅仅是内容上的相互印证，更有深层次的

文人互动关系隐藏其中。 他首次译介苏轼有关

墨竹创作的理论，这对后来苏轼在海外的译介和

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例如，美国学者傅君

劢（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ｕｌｌｅｒ）在研究中就沿用了苏轼“胸有成

竹”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在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

中隐喻的概念上：“苏轼的‘胸有成竹’提供了供

西方人探讨中国文学中隐喻的逻辑意象。 隐喻

极为重要，处于变化发展的中国传统观念对世界

直接的感知经验主要是通过隐喻手段来呈现

的。”［６］（Ｐ．７）喜龙仁理解中国墨竹是来自中国传

统文人对于生命的思考以及对道的体悟。 他认

为苏轼的理论无论是否借鉴文同，都精辟地总结

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 苏轼不仅擅长绘画，也

①

②

２０ 世纪初期的欧美对中国传统艺术领域充满了好奇心，但缺乏

可靠详实的研究资料。 翟理思的研究恰巧填补了这一项空白。
这部绘画史出版之后，英法的评论家纷纷撰文对他的成就表示

肯定。 英国对中国传统绘画极其无知，现有的文献粗糙而无章

法，资料来源缺乏可信度。 翟理思的研究依据来自中国本土的

最原始、最具权威性的资料摘选，而且他本人对中国绘画史的

了解也促使其在序言中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

实的介绍。
但在喜龙仁的研究中，也涉及翟理思的前期研究成果。 他在研

究中曾经引用翟理思有关苏轼在宋神宗死后被召回京城，并得

到皇后的接见与赏赐的轶事。 这虽然与其书画艺术成就并无

直接关系，但也能让欧洲人认识到，苏轼尽管在政治上屡遭贬

谪和排挤，他在书画艺术上所展现的非凡创造力是他能够得到

宫廷首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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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吟诗，他在绘画创作中体现的竹子的气韵，
与他吟咏竹子的诗歌相得益彰。

（二）“无我”与“常理”
喜龙仁对苏轼绘画理论的挖掘，还在于他对

核心概念“常理” “无我”的解读。 在墨竹创作技

法方面，苏轼强调“凝神执笔”，从“忘我”到“无
我”， 正 如 庄 子 所 说： “ 非 彼 无 我， 非 我 无 所

取。”［７］（Ｐ．６５）在创作中，让精神暂时离开肉体的

约束，精神融通于自然之中，自然生我，我即自

然，只有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才能摄取天地之

精粹，并将其浮现于纸面。 在苏轼看来，文同创

作墨竹时，凝神静气，因此也只有他的墨竹呈现

出“无穷出清新”的艺术气韵。 实际上，宋代绘画

的“无我”，与中国的禅宗教义、老庄哲学对待自

然的态度上有许多相近之处。 它们都要求肉体

与自然合为一体，从自然中获取灵感，来获得精

神上真正的释放。 同时，它在具体的画法上，要
求艺术家纯粹地面对客观外物，并客观地表现其

外在的具象。 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喜好不外露，但
最终通过对外在世界的客观呈现而表达出来。
这即是苏轼所提到的文同创作墨竹时“见竹不见

人”，“其身与竹化”。 喜龙仁对苏轼的“无我”说
很有兴趣，认为这可以作为了解中国绘画技法的

通道。 他搜集并翻译了苏轼的题画诗，用以阐明

伟大画作的诞生需要掌握哪些方面的绘画要领。
例如，他注意到宋代文人晁补之曾经保存文同的

一幅墨竹，苏轼对这副画作分别吟咏了三首诗

歌。 以下是喜龙仁的翻译：
Ｗｈｅｎ Ｙｉｉ － ｋｏ ｐａｉｎｔｅｄ ｂａｍｂｏｏｓ ｈ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 ｏｎ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ｏｆ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ａｓ ａ ｍ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ｗａｓ ｈｅ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ｈｉｓ ｈｕｍａｎ
ｆｏｒｍ， ｂｕｔ ｓｉｃｋ ａｔ ｈｅａｒｔ ｈｅ ｌｅｆ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ｂａｍ⁃
ｂｏｏｓ ｏｆ ｉｎ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ｂｌｅ ｆｒｅｓ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ｍｏｒｅ ａ Ｃｈｕａｎｇ－ｔｚｉｉ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ｏ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

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
穷出 清 新。 庄 周 世 无 有， 谁 知 此 凝

神。）［５］（Ｐ．１５２２）

Ｔｈｉｓ ｍａｎ ｉ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ｄｅａｄ； ｈｏｗ ｃａｎ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ｓ ｓｔｉｌｌ ｂｅ ｈｅｒｅ？ Ｗｈｏ ｐａｉ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ｏｒｍ ｂｒｕｓｈ － ｓｔｒｏｋｅｓ，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Ｙｏｕ ｓｅｅ （ ｔｈｅ ｂａｍ⁃
ｂｏｏ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ｇｇｅｄ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ｇａｕｎｔ ｊｏｉｎｔｓ ｗｉｎｄ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ｄｒａｇ⁃
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ｎａｋｅｓ． Ｗｈｅｎ ｄｉｄ ｔｈｉｓ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ｓ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ａｍｂｏｏｓ ｆａｌｌ ａｇａｉ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ｓ ｏｆ ａ ｈｅｒｍｉｔ？

（若人今已无，此竹宁复有。 那将

春蚓笔，画作风中柳。 君看断崖上，瘦
节蛟 蛇 走。 何 时 此 霜 竿， 复 入 江 湖

手。）［５］（Ｐ．１５２３）

Ｃｈａｏ－ ｔｚｕ ｗａｓ ｐｏｏｒ ｉｎ ｔ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ｔ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ｇｒｕｅｌ． Ｏｎ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ｈｅ ｗａｓ
ｒｏ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ｊｏｙ： Ｈｅ ｈａ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ｓ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ａｍｂｏｏｓ ｉｎ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ａ ｔｏｍｂａｌ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ｕｎ ｓｈｉｎｅｓ ｏｎｌｙ ｏｎ
ｓｏｍｅ ｃｌｏｖｅｒｎ ｉｎ ｈｉｓ ｐｌａｔｅ． Ｙｅｔ， ａｓ Ｉ ｓａｉｄ ｉｎ
ａ ｐｏｅｍ： Ｏｎｅ ｍａｙ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ｅａｔ．

（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 朝来

又绝倒，谀墓得霜竹。 可怜先生盘，朝
日照苜蓿。 吾诗固云尓，可使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５］（Ｐ．１５２３）

喜龙仁对这三首诗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为

了避免语意的误解，他干脆将它们翻译成了白话

文。 在译文中，他强调了墨竹绘画中的精神核心

“无我”（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ｈｉｓ ｈｕｍａｎ ｆｏｒｍ）和“凝神” （ａ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在第二首诗中，苏轼将文同画在

断崖上的墨竹想象成游走在断崖上的蛟蛇，那种

匍匐霜冷之下的坚韧，回旋天地之间的灵气，以
及震慑耳目口舌的凌厉，完全通过对蛟蛇的想象

表达了出来。 这是苏轼对文同画作“神韵”的解

读。 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强调“神似”，如荆浩《笔
法记》中对“形似”“神似”的区分所示：“画者，画
也，度物象而取其真”，“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
者气质俱盛” ［８］（Ｐ．４８）。 画作能够呈现具象以外

的气质神韵，而并非单纯追求形似。 喜龙仁在理

解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无我”哲学意义的基础

上，对第二首诗的翻译作了一些调整，使用 ｌｉｋ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ｎａｋｅｓ 的比喻，来激发读者对墨竹形

态的想象。 同时，他在翻译中把“江湖”译成 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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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ｔ，这其中有文化翻译处理的效果。 庄子云：“鱼
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此处“江湖”一词带

有隐士归隐的文化意涵，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中
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

桑树巅”。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归隐”与绘画艺术

中“无我”的创作原则，此二者有着紧密的关系。
喜龙仁在翻译中，传达并展示了二者之间的关

系。 在第三首诗中，苏轼援引晁补之的趣闻，又
诙谐地将其对墨竹的偏好与自己的旧诗“可使食

无肉，不可居无竹”并列，来表达宋代文人在艺术

趣味上的通感。 喜龙仁在这首诗翻译的结尾，加
上了一句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ａｍｂｏｏｓ，即苏轼原诗中

的“不可居无竹”，进一步强调了墨竹对于宋代文

人的审美意义。
苏轼强调创作必须追求意境的呈现，最终达

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以及创作中的

自我表现，即“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 喜龙

仁认为这种意境的呈现正是体现了宋画注重写

意的表现。 他在翻译中提到苏轼曾以画马为例，
论述绘画须重写意的观点：“观士人画如阅天下

马，取其意气。”相形之下，画工画马“只取鞭策、
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之感”。 喜龙仁

指出苏轼强调绘画的写意，正是评价宋代绘画艺

术境界的标准。 同时，他还指出“写意”与“常理”
构成了苏轼绘画理论的核心。 事实上，喜仁龙非

常重视中国古典绘画的“写意”与“常理”，并对此

做了详细的阐释。 他说：“‘常理’之于绘画，具有

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有

其应当的名分与位置，也由此享有独自存在的意

义与价值。 具备深厚学养的画家，理应与自然融

为一体，寻求绘画的内在精神，表达绘画的内在

特征。”［９］（Ｐ．１８５）这一点与 ２０ 世纪初期的西方艺

术批评趋同。 美国艺术批评家路易·爱因斯坦

（Ｌｅｗｉｓ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曾指出：“中国绘画的艺术性，表现在

它的艺术格调、绘画技法、超凡的想象力、精细主

义、理想主义，以及自然崇拜，等等。 如果西方画

家能够抛开狭隘的西方视角，仔细研究中国绘

画，便会发现中国艺术家的天赋并不比提香·韦

切利奥或者伦勃郎逊色。”［１０］（Ｐ．１８５）

（三）悟道

苏轼从佛道思想中获得信仰的支持，尤其是

在遭遇政治失意、亲识断绝往来的孤单寂寞中，
信仰帮助他重塑生命价值的意义，对人生有了新

的认识。 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便是他对生命本身

的态度，如“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５］（Ｐ．６６７）。
主客体互相印证的关系，在“我看云”与“云看我”
的对照中完全地呈现。 喜龙仁肯定悟道是直入

绘画精深要义的关键，认为悟道必须与领悟艺术

相结合，才能成就真正的艺术。 在这个方面，他
赞同李公麟所谓“心手合一”的观点，并在翻译中

指出苏轼将“心”具体阐释为“悟道”。 ［４］（Ｐ．４４０）

苏轼的悟道反映在他的绘画创作中，他能够将身

心与自然融为一体，甚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服

务于创作的客体。 喜龙仁尤其欣赏苏轼在其墨

竹画上题的一首诗，认为反映了苏轼最真实的创

作状态。 该诗创作之前，苏轼曾大醉于好友郭祥

正的家中，随后提笔作画，在郭家雪白墙壁上留

下了珍贵的画作。 事后苏轼为画题诗：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

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

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

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

者。 ［５］（ＰＰ．１２３４－１２３５）

喜龙仁喜爱这首诗的前两句：“空肠得酒芒

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这两句是指苏轼在大醉

之后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就连五脏六腑都受到创

作激情的冲撞，灵感如山洪暴发不可阻挡，提笔

作画一气呵成。 喜龙仁在研究中指出：“苏轼对

自身狂放性格的描述可能带有诗意的夸大，但有

一点非常确定，他创作之前必需一壶酒，来燃烧

起他整个身体的激情，并以此刺激他更加飞快地

挥舞画笔。”［９］（Ｐ．４４１）在他看来，苏轼的性格带有

孩童似的本真，尤爱涂鸦，闯祸遭骂也毫不在乎。
他在译诗中这样翻译：“Ａｌｌ ｍｙ ｌｉｆｅ Ｉ ｌｏｖｅ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Ｉ ｓｃｒｉｂｂｌｅｄ ｍｙ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ｅ⁃
ｆ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ｗ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ｕｒ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平生

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译诗虽不押韵，但 ｓｃｒｉｂ⁃
ｂｌｅｄ ｍｙ ｐｏｅｍｓ 和 ｄｅｆ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ｓ 这两个短语逼

真地还原了苏轼，一个才情横溢又略显顽皮的才

子形象。
苏轼在绘画中追求抒情写意风格，不拘常形

是他绘画理论中的重要观点。 经由苏轼的观点，
喜龙仁把握了中国绘画的精髓：“具有真正艺术

价值的诗歌与绘画，在创作的要义上是统一的。
绘画的灵感来自上天的启示，而不是来自描摹的

外物，于客观自然外物的逼真摹写，并不是真正

的中国绘画艺术。” ［９］（Ｐ．４４１）北宋以后的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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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中强调个性表现，在外在形式上集绘画、
书法、文学于一体，集中体现画家的多方面素养。
绘画创作强调表现个性，讲究借物抒情，追求神

韵意趣。 画家用画面传达主观情致与神韵，并不

局限于客观自然外物的逼真摹写，在与西洋画的

比较中，更能展现它不受视域限制和不讲光影效

果的写意情趣。 所有这些都被喜龙仁一一道出，
并体现于他的翻译之中，这不能不算作中西文化

交流中的一大亮点。

二、喜龙仁的研究填补西方艺术界空白

喜龙仁对于中国艺术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

贡献颇大。 他除了发表一系列艺术史学术论著

之外，还长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中国古典

艺术史的教学工作，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后来从

事东方艺术、中国古典艺术研究的学者。 华兹生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ａｔｓｏｎ）就曾这样评价他的贡献：“（喜龙仁）毕

生致力于在西方传播中国古典绘画艺术作品、作
家以及绘画理论。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他的天分

绝对高于普通人，他思维缜密，考虑周详，他的细

致精巧充分体现在由其编撰的古典绘画图册上。
对于西方从事中国古建筑和古典绘画的研究者

而言，他所提供的学术参考价值是无可比拟

的。”［１１］（Ｐ．４８５）菲利普（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ｃｍａｈｏｎ）也认为喜龙

仁为西方艺术界开辟了一条重新认识东方艺术

（特别是中国艺术）的重要通道。 他说：“（喜龙仁）的成

就对于从事远东艺术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尽管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依靠翻译以及助手，但
作为整体项目的设计者和负责人，他为研究工作

所付出的努力无疑是最大的。 他在意大利艺术

和中国艺术领域所获得的学术荣誉，令其在西方

学术界独树一帜。”［１２］（Ｐ．４２）

喜龙仁的苏轼书画理论译介，作为整体研究

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研究方法上对图像及

诗歌文本开展互证式研究，到研究内容上对单个

作品作家进行系统性研究，都体现了研究的前瞻

性和开创性。 这与当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误解，
以及研究上的巨大空白，形成了极大反差。

２０ 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开始逐渐关注中国古

典绘画艺术。 但由于缺乏充足的作品，西方艺术

界对中国绘画的研究依然乏善可陈。 西方艺术

史学家爱因斯坦曾在 １９１２ 年的研究中呼吁，中国

绘画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应当引起西方艺

术界足够的重视。 他指出：当下的艺术潮流转向

对中国艺术的喜爱。 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东方瓷

器和青铜器都青睐有加，然而对于中国陶器以及

早期绘画作品，只是最近几年才逐渐产生了兴

趣。 中国中古以降的绘画艺术领域依然门庭寥

落，这个时期的绘画作品有待更多的关注和发

现。 中国绘画艺术博大精深，它的奇思妙想、精
致高雅、唯美主义以及自然崇敬，展现出与西方

艺术截然不同的艺术特性。 目前西方还缺乏充

足的中国绘画艺术品，现存的那些作品更需要准

确的鉴别，这些都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其

中，做出更多的发现。”［１０］（Ｐ．１８６）

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导致大量的文物

珍品从宫廷流出。 这些珍贵的文物，包括稀世书

画，经过秘密通道流落到西方的私人收藏家或者

博物馆。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

博物馆，就收藏了一些中国的唐代、宋代以及元

代的书画珍品，例如王维的《山景图》、郭熙的《山
雪图》、马远的绢扇《小景图》①等，他们对这些作

品甚是喜爱，但他们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比较粗

略、笼统地概述中国绘画艺术的层面，关注的对

象也大多偏向于中国早期的艺术作品，如敦煌壁

画、唐代宗教题材绘画，宋代以后中国古典绘画

的研究较少，涉及单个绘画作品作家研究的几乎

寥寥。 汉学家 Ｓ．Ｃ．Ｂｏｓｃｈ Ｒｅｉｔｚ 于 １９１５ 年受聘于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负责远东部古董的管理。 他

分别于 １９１６ 年以及 １９２３ 年出版了两套有关中国

陶瓷、雕塑以及书画作品的图鉴，Ｔｈｅ Ｅｘ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１９１６）， Ｔｈｅ Ｍｅｔ⁃
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２３）。 １９２３ 年由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出版的《大都会艺术展》对近

年来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绘画作品进行了分类和

归档，其中也有关于中国绘画艺术在东亚的传播

状况的研究。 他关注到中国唐代绘画和宋代绘

画对日本室町时代两大知名画派土佐画派（ Ｔｏｓａ

Ｓｃｈｏｏｌ）以及狩野画派（Ｋａｎｏ Ｓｃｈｏｏｌ）的影响。 他在研究

中指出：“中国唐宋以降形成的北方以及南方两

大画派，前者结合了唐代绘画的技法，分别影响

了日本的土佐派以及狩野派。”［１３］（Ｐ．６２）但他的

①马远的这幅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绢扇，山峦重叠，水色迷

蒙，柳芽初开，桃花怒放，小桥与流水，酒肆与游子，于平淡中见

高雅的风姿。 据《南宋院画录》中记载张雨题马远《小景图》诗
二首：柳未藏鸦雪未消，春衫游子马蹄骄。 去年沽酒楼前路，错
认桃花第一桥。 玉砂卷海白模糊，千树梅花扫地无。 仿佛水仙

祠下路，金枝翠带不胜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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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中国绘画如何影响了日本

绘画，也缺乏相关绘画作品的佐证。 Ｗ．Ｅ．Ｈ 是另

一位受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研究员，他对中

国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较为关注，并尝试从宗教

历史的角度来阐释中国道释画的起源与发展。
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国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受

西方基督教影响甚微。 宗教题材绘画的灵感主

要来自印度佛教的原型和意象。” ［１４］（Ｐ．９） 同样

的，Ｗ．Ｅ．Ｈ 的研究也停留在比较笼统的概述中国

艺术特点方面，且他的关注点限于宗教题材的作

品，而对宋代的山水画几乎没有涉及。
综上所述，在西方开始关注中国艺术尤其是

中国古典绘画艺术的时候，大部分人所采用的研

究方法都是宏观的、笼统的、概括性的，即便采取

了比较的方法，也缺乏实际绘画作品的佐证。 相

形之下，喜龙仁的苏轼研究可谓开一代之先河。
概而言之，他的研究特色主要有四：

其一，跨艺术诗学的研究方法。 在西方汉学

界，喜龙仁较早意识到中国诗歌与绘画之间的相

通关系，并在发现这些关系之后立刻以题画诗为

切入点，研究中国诗歌与绘画在艺术审美上的共

同点。 他向西方艺术界呈现了一位在中国古典

绘画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苏轼作为中国文

人画的代表，他不仅创作题画诗，也擅长绘画。
喜龙仁敏锐地捕捉到了苏轼在跨艺术诗学史上

的贡献，并加以译介，这对西方艺术界具有重大

借鉴意义。
其二，对研究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归纳。

在艺术研究领域，以中国诗歌和中国绘画作为第

一手的研究资料，对诗歌与绘画进行相互印证式

研究。 在翻译过程中，不断总结中国古典书画批

评理论，将零散的批评归总为系统的理论纲要，
其中包括绘画技法、艺术审美、气格气韵等关乎

创造和鉴赏的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中国古

典绘画理论中的“气韵生动”理论，在 ２０ 世纪初

期的西方艺术界，已经有了一些跟这个核心术语

翻译有关的争论。 喜龙仁将其翻译成 ｔｈｅ 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翟理思翻译成 ｒｈｙｔｈｍｉｃ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科恩（Ｃｏｈｎ）翻译成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韦利（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翻译成 ｓｐｉｒｉｔ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ｌｉｆｅ ｍｏｔｉｏｎ，索珀翻译

成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ｃｅ，而阿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ｃ⁃

ｋｅｒ）则翻译成 ｓｐｉｒｉｔ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高居翰（Ｊａｍｅｓ Ｃａｈｉｌｌ）赞成索珀的译法，认为“气韵”
应当翻译成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ｃｅ。 ［１５］（Ｐ．２１） 我们认为，在

诸多的翻译中，喜龙仁的翻译更接近“韵”本体的

意思。
其三，核心术语的翻译精益求精。 喜龙仁对

术语的翻译尤其谨慎，避免用西方的术语来解释

中国古典艺术的特点。 除此之外，他尽量使用带

有文化衍伸意义的词汇来描绘中国绘画的特点。
例如，他在翻译苏轼的《净因院画记》①时对如下

关键词颇为着力：写意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象征 ｓｙｍ⁃
ｂｏｌｉｃ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雅致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常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 ｏｒ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合于天造 ｉｎ ａｃ⁃
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厌于人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ｍｅｎ，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常形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ｆｏｒｍ，
神 ｄｉｖｉｎｅ，妙 ｍａｒｖｅｌｏｕｓ，巧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ｋｉｌｌ。 他注意

到苏轼在诗论和画论中经常提到的“化工”，将其

翻译成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ｇｉｆ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化工”一词

来自中国古典哲学概念，天公造物，天在人之上，
人的创造力和灵感来自天启。 程颐曰：“观万物，
而后尽化工。” ［１６］（Ｐ．３３２）苏轼在诗论、画论中，经
常运用“化工”一词，来强调书画艺术理应达到的

境界。 如：“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

非俗士，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 ［５］（Ｐ．２７７）“化工”
之外，还有一个核心术语“气韵”，喜龙仁将其翻

译成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喜龙仁认为，“气
韵”是中国山水画的精神特质，是自古以来中国

古典绘画创作者无一不遵从的艺术法则。 这一

见解可谓切中肯綮。
其四，在研究中征用了具体的绘画作品进行

佐证。 喜龙仁的研究中不仅包括苏轼本人创作

的墨竹以及山水，同时还涉及了大量与苏轼交游

的文人绘画创作。 这些绘画作品不仅有题名，同
时也有题画诗，或者是记文。 除了前文提到的文

同、米芾、李公麟等人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即便

是在中国文献记录中也鲜见的画家，也被喜龙仁

发掘，并赋予意义。 例如，曾经为苏轼画像的朱

象先，虽在科举中屡遭挫败，却是一个绘画天赋

极高的天才。 苏轼曾经在《书朱象先画后一首》

①喜龙仁翻译苏轼的这篇《净因院画记》，原文摘录如下：余尝论

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 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
虽无常形，而有常理。 常形之失，人皆知之。 常理之不当，虽晓

画者有不知。 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 虽

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

之矣。 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 世之工人，或能

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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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夸赞朱象先深得绘画要理，并提出“文以达吾

心，画以适吾意”的绘画理论。 喜龙仁对朱象先

的评价也很高，甚至强调中国古典绘画史中，有
许多像朱象先这样虽无名气，却极富艺术潜力的

画家。 在喜龙仁看来，这类艺术群体也应当是西

方艺术界关注的重点。 显然，在那个时代，那样

的评价是十分超前的。

结　 语

喜龙仁是首位全面而具体地译介苏轼书画

理论的西方学者。 他借助跨艺术诗学的研究方

法，将诗歌与图像进行结合式研究，既从诗歌中

提取绘画技法、鉴赏等理论性的文字表述，又与

具体的绘画互为观照，提供了可供西方读者鉴赏

中国古典绘画的门径。 他在研究中形成的以文

学和艺术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奠定了西方早期

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诗学以及古典绘画艺术的

基础，是最早对中国绘画艺术有着系统性研究，
并将其传播到海外古典绘画艺术的研究者。 同

时，他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外译的研

究者来说，也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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