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酒神狂歡到道家的意境
──批判後現代文化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後期資本主義是一個虛構的

符號世界，產生史無前例的商品崇拜，通

物品要成為符號，才能成為消費品。後期
資本主義是一個虛構的符號世界。

後現代文化也可稱為「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商品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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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物品的使用價值，更有其符號的價值。其物品要成為符號，才

能成為消費品。後期資本主義是一個虛構的符號世界。

過媒體、廣告、流行藝術等，各種虛構的

如何理解「符號」呢？每一個人都在

形象，從符號到圖像世界，解構了真實的

生活，在生活中有思想、情感和行動，其間

世界。後現代文化使一切論述並行不悖，

人常會對所見之事物賦予一些意義，如孩

各不相干，各自發展，成為語言的遊戲，

子從少就對國旗敬禮，國旗不只是一塊有

形成一種虛無主義，個人主義被扭曲為自

顏色的布，卻有一「意義」，代表了國家民

我中心主義（egoism）。虛無主義與欲性

族。凱西勒(C a ssi le r)指出，人是能用象徵

為本的文化，產生放縱與狂歡的社會。相

符號的存在，人常用一些記號去表達或象

對而言，中國道家對語言的解構，並不是

徵某種意義，這些「記號」(sig n)就是最原

西方那種以虛無主義摧毀結構，而是尋索

初的簡單象徵去表達意義。如一支國旗，

生命和心靈在語言所結構的偏見框框中釋

是一個國家民族的記號，又如男女廁所門

放，是一釋放自由的境界，也是重建溝通

口加上男形或女形的記號，這些都是一些

可能性的過程。中國哲學處理後現代文化

象徵物。將記號的意義加以引伸處理，成

所引起的困境可行道路，可以使西方後現

為一具 較深廣的意義結構，就成為符號

代狂歡的品牌，轉化為東方境界的美學符

學(Semiolog y)上更深層次的「指義符號」

號。

(semiosis)。
關鍵詞：符號，虛無主義，狂歡，道

男女廁的記號，不是指義符號，因不
具有深廣的意義結構，但國旗卻是指義符

家。

號，就是象徵國家民族的尊嚴和價值，是

第一部：後現代文化從虛
擬到狂歡
資本主義的符號世界

一意義的結構，當別國侮辱己國的國旗，
就是代表對一國家民族的尊嚴和價值的蔑
視，會激發極大的國民憤怒，這時國旗已不
只是記號，卻是一「指義符號」，有複雜的
意義指涉。又如星巴克咖啡有一綠色的牌

後現代文化，根據傑姆遜(F r e d r i c

子，是其記號，但人見這記號，想到這牌子

J a m e s o n)的說法，也可稱為「後期資本

所代表的各種濃沃味道，及其較貴的價錢，

主義社會」[注一]的文化，波德里亞(Je a n

這就是一意義結構，成為一「指義符號」。

Baudrillard)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決定因素

「符號」一詞很難定義，美國符號學

不再是生產，而是消費，商品不單有其物品

著名學者約翰‧迪利(John Deely)曾定義：

的使用價值，更有其符號的價值[注二]。其

「符號是每個客體所預先假設的東西」[注

的商業信息，又如見到北京奧運會的符號，

童有一鏡像期的心理，透過象徵性的符號

代表了「同一個夢想」及「北京歡迎你」的

和信號，來瞭解所見的人和事物，並且由

資訊，這都有一定的意義內涵。

此來認識自己[注六]。兒童是透過「能指」

符 號 學 大 師 羅 蘭‧巴 特 ( R o l a n d

來瞭解，而進入符號的象徵世界，他說：

Barthes)指出，每一社會中見的事物，各有

「是言語的世界創造了事物的世界，……人

不同類別，但卻都有符號的意義。他說：

能言說，是因為象徵使他成為人」[注七]。

「當我在街道上，或在生活中，穿行遇到這

「能指」就是人掌握表像而又用觀念來思

些東西時，我對它們全體，也許並無意識

考的基礎。拉康認為兒童從鏡像期開始

地，施以同一種行動，即某種讀解(lectu re)

進入想像外界，開始掌握語言時認同符號

行為：現代人，城市人，是花時間閱讀的。

界，期間形成自我及外在客觀世界的觀念，

首先，他閱讀的是形象、姿態和行為：這部

人是由符號世界去瞭解自我和外界，其實

汽車告訴了我車主的社會地位，那件衣服

「自我」和「客觀外界」都由想像與符號構

非常準確地告訴了我衣服主人的符合潮流

成，不是真實的。真實世界是模糊的，不能

和偏離潮流的程度，這種開胃酒(威士卡，

為人所確知，最多只是人身體的原初的生

pernod，或cassis白葡萄酒)顯示了主人的生

理狀態而已[注八]。

活情調」[注四]。

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符號學

巴特(Roland Barths)特別將符號擴展
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描述，認為資本主義
文化的現象，都是符號的體系，包括生活

符號學分析是法國後結構主義的發

中的食物、服裝、廣告、電影、娛樂等，均

展，結構主義原是法國的前衛思想，索緒爾

被滲透有消費主義的意義結構。在這些符

（Ferdinand de Saussure）強調語言就是符

號意義中創造了資本主義商品的「神話」，

號(sign)及其構成的體系，由語音的「能指」

符號世界有兩層次，第一層次的符號是自

（Signifier）與意義的「所指」（Signified）

然語言中的，如紅酒，就是葡萄酒而已，那

兩者關係構成，前者是語言的聲音及其關

是所謂「意指」(denot ation)，是符號表面

聯的圖像，形成記號的符號系統，後者是

乍看之下的意義。但在第二層次就被神話

符號所指的意義或思想內容，兩者關係形

化，有了新的能指與所指，如把某種紅酒

成語言的結構。如語音發出「桌子」一辭，

描述成法國的民族飲品，是平等而屬普羅

即為「能指」，而桌子所含的意義則是「所

大眾的，卻不談其對健康的不利，反被看

指」，當一系列語言和系列意義平列時，就

成給與生命而又使人感到清新的，甚至是

形成語言系統。語言是一種社會系統，是

「冬日嚴寒時，神話地帶來溫暖，夏日高峰

相互關聯而可被理解的意義系統，也是互

時，因其陰涼形象而帶來清涼」[注九]。這

相規定的符號系統。而能指與所指的關係

就是第二層的符號意義，是一種「意涵」

是任意和約定俗成的，故只是一種假名施

(connotation)，在紅酒這名詞之外加上去的

設，並不指向任何真實的事情，不與歷史和

意義，而這就把某牌子的紅酒神話化，加

主體世界交涉[注五]。

上了一種更複雜的意義，甚至是意識形態，
使某牌子紅酒從普通葡萄酒變成具偉大意

符號世界放在人心理發展的過程中來瞭

義的神話。其實一個商品得品牌化，就是

解，認為人在真實與想像之間，有一符號的

將其表面價值化為神話性的「意涵」，而具

世界，人是從符號世界去瞭解一切。他對

有極高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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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大師拉康（Jacques Lacan）把

後資本主義時期產生史無前例的商品崇拜，通過媒體、廣告、

己在鏡中的影像，而有相關的行為，顯示兒

流行藝術、影視明星等，造成城市生活種種幻覺，各種虛構的形

上各種招牌，背後都假設了招牌所要傳遞

像，使人失去了真實的世界。後期資本主義更是消費全面神話化、

比幼兒與黑猩猩觀鏡子時，幼兒能認出自
虛構化的時代。

三]。意指人在生活上見到很多事物，如街

根本沒有真理或真實世界可言。虛擬不
是複製真實的世界，只是從符號體系中創
造出來的虛假世界，但可使人以為是真實
的。如他在討論虛擬時所引述的一句話所
說：「虛擬假像不是隱藏了真理，而是真理
隱藏了其實沒有真理，只有虛擬假像的真
理」[注十四]。後現代是沒有真實，也沒有
真理的世界，只有虛擬的真實與真理。
在虛擬的世界中，商品不會反映真實
價值，商品的價值是由推動商品的企業憑
空創造的神話。這種用帶美感的、帶色彩
的、帶意義象徵的符號來表達，從美學建
立的商品價值，遠高於其作為純物品的價
值，消費活動不是在乎其物品價值，卻在
其美學符號所象徵的價值，亦即這符號所

虛擬的世界

意涵(connotative)的意義。如一個LV(Louis
Vuitton)手袋，使用價值可能只值數百元人

中國大陸在五十年代，出版了很多歷史連環圖，藉圖像使孩子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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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古典名著，圖像更可表達政治宣傳，代表一種理想主義，並不反映

現實，圖像傳達信息，遠比文字更有力量。

根據傑姆遜(F red r ic Ja meson)的說

民幣，但其符號價值，卻是值數十萬元，符

法，後期資本主義是多種族的、全球化的

號價值就是其品牌，這品牌代表了擁有人

資本主義，其文化邏輯是碎片化、非中心

的地位、身份、品味及超群出眾性。品牌商

化，同時也是跨國的，以商品消費為中心的

品的圖像符號價值，超越其物理性與實用

資本主義。這時期產生史無前例的商品崇

性，卻在其美學性。

拜，通過媒體、廣告、流行藝術、影視明星

從符號到圖像世界

等，造成城市生活種種幻覺，各種虛構的
形像，使人失去了真實的世界[注十]。後期

當代有關符號的反省，新發展，就是

資本主義更是消費全面神話化、虛構化的
時代。

威廉·米思意(William J.T.Mitchell)所謂的

法國社會學家波德 里 亞(J e a n

「一個完全由形像(image)所控制的文化，

Baudrillard)指出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中，商

如今已在科技上成為真實的可能，且達至

品不單有其物品的使用價值，更有其符號

全球的範圍」[注十五]。從二十世紀開始，

的價值[注十一]。其物品要成為符號，才能

人發明了電影、電視的圖像科技，影響已

成為消費品。符號就是一個人創造出來的

進入每一個家庭，後來電腦普及化，互聯網

虛構世界，波德里亞提出著名的「虛擬」

向全球發展，人類迅速進入「信息社會」。

(simulation)概念。

到二十一世紀，電腦可類比各種可亂真的

「圖像轉向」(The Pictorial Turn)。那是指

波德里亞接受拉康之講法，認為「真

圖像，形成以圖像為本的虛擬世界，文化亦

實已經死亡，確定性已經死亡，非確定性

轉向一種「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只

主宰了一切」[注十二]。由於人所瞭解的一

要虛擬一些視覺圖像，通過傳媒與文化推

切，是由符號文化體系所構成的，「符號只

動，就可以使大眾感覺到圖像是真實事物，

進行內部交換，不會與真實相互作用，因這

就可以使虛擬的被當成是真實。

是符號平穩操位的條件」[注十三]。存在的

威廉‧米思意指出，圖像與大眾傳媒

一切就只是一個由文化虛擬出來的世界，

的形像文本(image-text)、各種分歧的寫作

(bifurcating writing)與形像(image)，不外

一個視像性(visuality)、裝置(apparatus)、
機構(institutions)、話語(discourse)、身體
(bodies)及形體(figurality)間的複雜互動。
……最重要的，體現在圖像表達已處處與

拉克軍屠殺的庫爾德人屍體，表示薩達姆

我們同在的問題，不斷強迫人面對不可逃

管治是一殘暴好戰的政權，美國攻打是弔

避的當前現在，且以空前的力量達到文化

民伐罪，美軍是正義之師。侵略伊拉克時，

的每一層次」[注十七]。

從不播映人民被殺或美軍傷亡的慘像，只

所謂圖像的力量，如中國大陸在五十

播美軍愛護人民，受人民歡迎的圖像。而

年代，出版了很多歷史連環圖，如三國演

電影「拆彈雄心」(The Hurt Locker)中的美

義，西遊記等，藉圖像使孩子認識古典名

軍，亦是愛護伊拉克人民，捨己救人的英

著，深植於當代人的心中。圖像更可表達

雄。從新聞報導到電影，在美國圖像世界

政治宣傳，如《接過筆，戰鬥到底》的宣傳

中，操縱了侵略伊拉克戰爭的解釋權。至

畫，畫一位女孩，打了紅領巾，左手按書

於伊拉克六十萬人直接或間接死亡，無數

桌，右手提起毛筆，仰頭面向右上方，眼中

人家破人亡的真實圖像，從不在美國傳媒

充滿堅定的瞳景、理想與激情，後面是魯

中見到。這就是圖像的權力控制，終使自

迅拿筆寫字的圖畫。這畫在建國初年深入

稱真實，其實是權力用剪裁事實的方式，從

人心，想表達的是社會主義優越的觀念。

視覺文化虛擬一個虛的「事實」，以滿足權

這畫代表一種理想主義，並不反映現實，一

力世界要建立的世界觀，而達至控制之目

般孩子並不具有這種神情，卻是成人賦與

的，這是福柯所謂的紀律權力(disciplinary

他們的思想觀念。圖像傳達信息，遠比文字

p o w e r)，政府可使人的思想和行為，跟從

更有力量。

其所世界觀，進而使其自我跟從其定的紀

平面紙上的虛擬影像已是如此有力，
自從電視電腦的資訊時代來臨之後，虛擬
的圖像更無所不在，真實世界的畫面，經

從新聞報導到電影，在美國圖像世界中，操縱了侵略伊拉

符號學(postsemiotic) 的對象之再發現，是

克戰爭的解釋權。圖像的權力控制，終使自稱真實，其實是權力

像轉向「是一種後語言學(postlinguistic)後

用剪裁方式，虛擬一個「事實」，以滿足權力世界要建立的世界

力與興趣的複雜叢體」[注十六]。他認為圖

觀，而達至控制之目的。

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欲望、恐懼、權

律。

後現代主義走向自我中心思想
二十世紀中後期，李奧泰（Lyot a r d）

界完全被隱藏，誰控制圖像，誰就控制了

寫《後 現代 的處 境》一 書，指出現代哲

權力，這就稱為視覺的權力。福柯(M ichel

學的動向，是建立一種後設敘述（M e t a-

Foucault)指出人的話語論述(discourse)，是

narrative），即以科學作為批判所有其他文

與權力交涉，「沒有一種權力關係，不會建

化論述（Narrative）的標準。自從維根斯坦

構與其自身相關的知識領域。……我們須

(Ludwig Wittgenstein)提出語言遊戲的觀

將知識主體、知識對象的客體，及知識的

念，科學也不外是眾多語言遊戲之一，並

形態，均視為權力/知識，及其歷史變遷所

無淩駕一切的權威，後設論述標準也被摧

產生的結果」[注十八]。而到今天圖像文化

毀。李奧泰提出所謂並行學（Pa ralogy），

的年代，圖像就成了權力。

指出在任何自稱評斷一切的後設傳述崩

如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前，不斷在電視

潰後，各種理論或語言遊戲均可以並行不

播放伊拉克閱兵，薩達姆向天開槍及被伊

悖，再沒有一套知識的霸權。任何理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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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剪裁之後，就成為虛擬的圖像。真實世

未發展完成，故可各自發揮。新的科學模

達批判傳統太重視語言和言談，他認為

式將反對一套穩定系統，卻是一開放系統

文字更重要，因為文字可以寫完加以塗掉

的模式，其中的語句之所以被認為合宜，在

（E r ase），隨寫隨破，才能揭示無有，才能

其能引發新觀念，即引發其他語句與遊戲

突破人文主義與形而上學的框架。

規律[注十九]。

德 理 達 發 表 其 巨 著「 文 法 學 」

後現代文化使一切論述並行不悖，各

（Grammatology）[注二十三]，指出沒有任

不相干，各自發展，都是語言遊戲的一種而

何語言系統真能反映外物，而且語言符號

已。後現代的思想將科學與知識的普遍性

永遠沒有固定意義，語言結構中「能指」

也打倒了，世事永無定論，宇宙是一個萬事

的意義本就難定，如要在字典中查，則會

散立、不能溝通的多元相對世界，所有觀

發覺所有「能指」的辭義，也須一大批其他

點均各自獨立，不但無共通性，連溝通也不

「能指」的辭義來界定，而這些能指的辭

可能[注二十]。

義永不能確定下來，一切語辭都在互相界

赤裸裸無本性的自我，就是只有欲性的人，故此後期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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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文化品牌，必走向自我中心主義形態的符號，重個人形像與品

味，而沒有人類共同性的價值。

這形成一種虛無主義，人變成孤立的

定，所有「能指」都被其他語辭所界定，而

個人小單位，每一小單位有其權利的保障

變為「所指」，而「所指」也會在其他場合

要求，保障小單位的個人，變成共同的標

變成「能指」。語言符號在不斷地在「分異」

準，此中並無普遍認同的價值，故此雖美

（Di f fer），使其意義只能在相互界定中暫

其名為個人主義，其實已大別於原初的個

時確定，同時也「擱置」（Defer）了「所指」

人主義那尊重科學、道德、宗教及社會群

一事物的真實性或現有性。德理達在此創

體的精神。個人主義被扭曲為自我中心主

了「異擱」性（Difference）一詞，斷絕了語

義（egoism）。

言和真實的關係，也摧毀了語言的固定意

「解構」方略顛覆文化

義，意義並無任何固定結構，而僅僅是一
種「散殊」性（Dissemination），是零散無

同期，德里達(Ja c qu e s D e r r id a)寫

序，也無中心地傳達。「解構不再維持由一

「人的本質」一文，批判海德格爾(M a r t i n

概念進到另一概念，卻要顛覆和取代概念

Heiddegger)仍在尋索一種人的共同尊嚴，

的秩序」[注二十四]。

基本上仍未擺脫人文主義那種人的本質

對德理達來說，語言不單不反映真實

觀，要求追尋「事物本身現有的本質」[注

世界，而且語言的結構，全都可以解構，沒

二十一]，仍是本質的形而上學，或主體的

有真實、沒有真理與沒有對事物的系統解

形而上學那種傳統格局，德理達遂要對之

釋。這形成一個後現代的虛無宇宙，後現

加以「解構」破拆。

代文化摧毀一切價值與普遍性，經解構與

所謂「解構」(deconstruction)不是一方
法，卻是一方略（Stratagem, or strategy），

並行不悖學拆毀之後，最終剩下的，就是
赤裸裸而無本性無內涵的自我。

去拆毀一切理論系統。他說：「在我的述

赤裸裸無本性的自我，就是只有欲性

作中所謂解構的最首要關鍵，正是在為本

的人，故此後期資本主義的西方文化品牌，

體論劃界」[注二十二]。所謂為本體論劃

必走向自我中心主義形態的符號，重個人

界，即否定傳統形而上學的系統相，德理

形像與品味，而沒有人類共同性的價值。

達稱為「現有的形而上學」（Met aphysics
of p r esence），把一切事物放在一層級秩

後現代的混雜文化與模糊社會

序的系統中去定位。傳統西方哲學的認識

在李奧泰及德里達的虛無主義下，

論總想找個定點去保證知識的真實性，其

西 方 文化 由 二十 世 紀 末 進 入 二十 一 世

實這只製造各種理論的狂妄和偏見，德理

紀，後現代 或 後 期資 本主義的 文化，必

形成 只有欲性 我，重自我中心的自由思

酒神文化與後現代的狂歡

(hybrid culture)，在建築上同時要精英化

縱與狂歡的社會。尼采哲學企圖一舉否定

和大眾化，同時要和諧與顛覆，同時要新

西方二千年的理性思想與形而上學，而描

和舊，「在 頭 腦中保 持一種受 控 的精神

述一個沒有形而上真理的世界，那就是酒

分裂症」[注二十五]，這種受控的精神分

神戴奧尼索士(Dionysus)所代表的沉醉、率

裂在六十年代冷戰時已存在，西方同時

性、縱欲及忘形狂歡。這與阿波羅(Appollo)

追求核武又同時要求裁軍。他又指出，後

所代表的夢幻、理性與秩序相反。

現代的新符號形式，形成「謎樣的能指」

後現代文化否定任何真實與真理的客

(enigmatic signifier)，後現代標志性「建築

觀性，其虛無主義大概可視為一種尼采式

結構看起來什麼都像，又不特別像什麼」

的酒神的文化，多元散立並存，不能統合，

[注二十六]。

沒有共識，只能各自並行，互不相干。在無

詹克斯又提出現今是「模糊不清的社
會」(blurred society)，地球村將時空壓縮到

真理的觀點下，文化就只有混亂中的狂歡、
無盼望下的沉醉。

微型化，「全球經濟迫使時尚變更和產品

蘇 聯時期的獨立 知 識 份 子巴赫金

革新的速度加快到以精神分裂式的方式改

(Mi k ha i l Ba k hti n)特別研究中世紀的狂

變了我們對變化的好惡」[注二十七]。這形

歡節，如「驢的盛宴節」，人們滑稽地扮驢

成「混合著機遇與難題的典型的後現代境

子和用驢叫唱歌；法國「愚人宴」，人們縱

遇」[注二十八]。他指出「要理解後現代境

酒狂歡，化裝跳古怪之舞，又做粗鄙動作

遇，就是要抓住許多這樣的對立，並從中調

等[注三十]。他又引述歌德(J.W.G ot he)的

停。精神方面的作為很難，因為沒有能發

《義大利之旅》(It a lia n Jou r ney)一書在

揮作用的單一原則」[注二十九]。

一七八八年羅馬狂歡節的記載，人們戴著

從詹克斯的分析，後現代是多元混

面具，奇裝異服，扮成各式各樣不同角色的

雜，矛盾而又被迫統合的世界，一切都模

人，甚至男人扮成女人，彼此玩笑，最後大

糊而不能分辨清楚，人是在受控的精紳分

吃一頓，午夜後即進入嚴肅的大齋節。茫

裂狀態中存在。詹克斯對此沒有出路，只是

茫人群表現放縱、狂歡、愚昧，在顛倒正常

以為後現代其實是批判的現代主義，永遠

秩序的角色扮演和遊戲中，人在瘋狂表達

拒絕同一化，永遠多樣並存，永遠批判下

中感到自由[注三十一]。
研究後現代大眾文化的學者的約翰‧

成為不同形態的後現代主義。這種文化的

多克(John Docker)很有見地的指出，後現

特色就是沒有共認的理性，沒有普遍的價

代文化深有狂歡文化的模式，他說：「狂

值，一切文化的表達都是虛擬的，憑空創

歡活動作為一種文化模式，仍然還強烈

造出來的，並不反映真實，也沒有任何真理

地影響著二十世紀大眾文化，例如好萊塢

可言。而被創造出來的符號建構，都可以

電影、大眾文學類型、電視和音樂，這種

被解構，沒有發展上看，符號的結構永在

文化已成國際化，其發展之昌盛、範圍之

變化中被摧毀，而後又再建構，再被摧毀。

廣、影響之大、生命力之旺盛、創造力之

從文化的空間看，很多不同結構多元並存，

豐富也許代表著大眾文化歷史的另一頂

彼此矛盾衝突，卻同時存在，而且全是虛

峰」[注三十二]。約翰‧多克又說：「狂歡會

擬的，沒有一個是與真實相關的結構。

使人民理想化，使他們一心一意醉心於顛
覆活動的樂趣中。狂歡也可能只是一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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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永遠是一過程，或許可日漸走向成熟，

後現代文化否定任何真實與真理的客觀性，多元散立並存，

虛無主義與欲性為本的文化導致放

不能統合，沒有共識，只能各自並行，互不相干。在無真理的觀

斯(C h a rle s Jenck s)所言的「混雜文化」

點下，文化就只有混亂中的狂歡、無盼望下的沉醉。

想。這就成為美國著名藝術理論家詹克

全閥門，使相反或不同的意見或情緒得到

品牌的觀念之所以在西方興起，與西

暫時的釋放，而這種情緒一旦在嬉鬧中消

方的價值觀有關，首先，歷史上資本主義在

耗掉，實際上加強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注

西方興起，其商業社會的核心理念有三個

三十三]。不過他也強調狂歡的批判性，特

根源，一是來自希臘的競爭與擴張性格，

別在研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時指出：

一是羅馬的「法治」體制，另一是來自猶太

「狂歡不單使社會穩定，同時也使社會反

/基督教文化的「契約」與「道德」精神，商

抗和變動成為可能」[注三十四]。

業是競爭性和擴張性的，但必須在法律框

若從狂歡理論瞭解後期資本主義文

架下擴張，不同商業團體之間須立約以確

化，不單約翰‧多克所提的大眾文化，且與

定利益關係，並在守約下競爭，而在這一切

高級的消費文化相關。在資本主義精英階

競爭中，商人須有道德良知，不欺騙顧客，

層的狂歡，就是擁有品牌物品，以代表其

不剝削窮人，且以財富回饋社會，濟助貧困

特有的品味與地位，在各種精英的消閒活

弱勢大眾。

動與狂歡派對中，擁有品牌物品就成為其

從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之後，個人地

同屬精英階層的身份，且可通過比較而炫

位提高，於是西方文化加入了「個人」這因

耀自己。當代西方的大眾狂歡，如萬聖節

素，視國家與人民是一契約關係，須以法

(鬼王節)或同性戀自豪遊行，都載面具、奇

律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每一公民是獨立

特服裝或裸露身體等，通過放縱、戲鬧、

自主的個體，有義務和責任去共同維護國

縱欲、街頭劇等去顛覆主流社會的價值結

家。這時的個人理念，仍是有普遍的理性

構，其花費都是廉價的。

和道德為其本性，故此社會倫理上，個人

後現代自我中心主義的美學，是純感性的視覺世界以表達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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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為主，品牌就成為自我的符號，故此品牌的成為矯飾個人美

學符號，以象徵個人的品味或地位。

但主流精英卻有另一種狂歡，在其有

對社會整體有義務和責任。

泳池的豪宅與會所中，開名貴汽車，穿最高

然而西方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社會

級品牌衣著鞋襪，拿最貴手袋，戴名牌珠

倫理經歷一重大的變革。由於越戰引發歐

寶，喝以千或萬計美元的酒，吃平凡人吃不

美青年學生的強烈不滿，法國在一九六八

到的食物，同樣放縱、戲鬧、縱欲，不過沒

年五月爆發學生革命，佔據校園、工廠和各

有街頭劇，只有貴價的樂隊演奏，是一種

機構，宣佈與傳統價值分離，建立新價值

豪闊的狂歡。二○一二年八月英國傳媒爆出

觀。美國反越戰運動用嬉皮士的吸大麻、

哈里王子(P rince Ha r r y)在拉斯維加斯的

性自由及搖滾音樂來抗議美國正統的道德

裸體派對，及二○一一年義大利總理貝雷

價值。這種反叛文化的風氣，配合後結構

斯康尼(Silvio Berlusconi)的同類派對，均是

主義與後現代思想的興起，慢慢成為文化

貴族與權勢人士的狂歡。

主流，轉出一種激進的自由主義，否定人文

後現代狂歡 文化，其背景是虛無主

主義，否定有結構系統，否定有真實世界，

義，沒有真理或真實世界，人就只剩下無本

也否定人有較崇高的普遍人性，認為人只

性無內涵的自我，且只能以自我為中心。狂

不過是一進化較高的動物，只有每人獨特

歡文化的世界觀是一切隨起隨滅，沒有固

的個性和本能。

定性，都是短暫的。故此西方當代的品牌，

後現代文化在終極上採取價值的「虛

也具自我中心的色彩，隨著時間的流動，

無主義」及「道德相對主義」。在相對主

建立一個一個的時尚，表達一種一種的品

義之下，引伸多元主義[注三十五]，社會

味，成功時財富湧來，一旦追不上時尚，就

沒有普遍價值標準，變成一種甚麼都可以

會隨流而逝。

（anything goes）思想[注三十六]。認為所

西方文化核心價值觀的失落

謂人性，只是每個個人的「生存」，純從其
動物本能去理解。因此假定人是無共同價

值，其共同性僅在有動物的本能。

常」[注三十八]。即真實的道是無界限的，

人權淩駕於人性和道德價值以上，淩駕在

的固定結構，在莊子來說，即是摧毀了「成

家庭關係、人倫關係、責任義務及社會整體

心」所構成的偏見。

以上，所謂人權就被限制在這寡頭的自由

莊子這種對語言的解構，並不是西方

內。否定了人的普遍人性後，個人本能的放

德理達那種以虛無主義摧毀結構，卻是尋

縱就成為社會風氣，教育與文化主流排除

索生命和心靈在語言所結構的偏見框框中

一切價值。這時出現的，就是「自我中心主

釋放，故云：「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義」(egoism)，「自我中心主義」視人為禽獸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三十九]。最高

的一種，沒有人性與人格。在這思想下，一

之辯論不用言語，真道不須說出來，知乎

切濫交、放縱、吸毒、賣淫、亂倫、畸戀都

此就成為上天的府庫。當人擺脫語言框框

視為人自由和權利的表現。

後，才能養虛靈之心，使自然無盡之光輝得

後現代自我中心主義的美學，是純感

源源不息地湧流。

性的視覺世界，只有色彩、音響、裝置、動

莊子又說：「道通為一」，人解構語言

作與微博或臉書中的矯飾作態，以表達自

後，明白道與萬物通為一體，達至融入大

我的感覺為主，品牌就成為自我的符號，

道，與道通為一體，見萬物齊一的境界。道

故此品牌的成為矯飾個人美學符號，以象

這無界限的整體，是真實的世界。而語言

徵個人的品味或地位。

則是由成心造作而成的有界限世界，並不
對應於真實之道，必須解除其造作所形成

第二部：從狂歡走向逍遙
－以道家化解後現代文化
道家化解後現代的虛無
老莊哲學和德理達思想均有對語言系
統之解構，德理達通過語言的「異擱」性，
指出語言永遠可分異分化，也可不斷擱置
其意義，當語言意義不斷異擱下去，根本無
可能將之置定而正確界定，故此，語言不單
不與真實世界關聯，其本身也無固定結構
可以肯定。任何基於語言中心論，由之而引
起的現有形而上學系統、本質哲學、人文主
義，均全面是虛妄假立的戲論，可將之解
構。老莊則沒有像德理達那種結構主義背
景，只是由「名」、「言」與「道」之對比，而
地之始」[注三十七]，道是不能用名言描述
的，道作為宇宙起始，是超越名言可以描
寫的。莊子說：「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

的固定框框，才可觀照道，由此而帶出莊子
講的「心齋」，「坐忘」及老子講的「無為」、
「虛靜」等工夫。
後現代哲學的最大問題，在其解除語
言結構，也否定科學話捂的標準，摧毀一
切意義構作後，只是一無肯定而到處分岐
的虛無主義。這是一種散立的多元思想視
宇宙人生無任何本體真相，一切是空蕩蕩
的開放性，人是無任何辦法去知道真實世
界的，於是德理達與李奧泰等思想所指歸
的，是終極之隔絕異化。人與人，人與天地，
人與上帝或者文化與文化間，無溝通之可
能，因終極是虛無。語言不對應真實，人都
變成孤島。老莊哲學摧毀人為的意義構作
後，卻有一真實世界的呈現，這真實世界不
是由任何有限的語言結構、思想系統或社
會禮義所能表達，解除語言、思想和禮義
所構成的成心偏見以後，即呈現整體大道
的境界，萬物在這真實世界中互通互化。
當心能從無成心偏見的虛靈狀態中見道的
真實，則見整體世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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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出「名」與「言」的造作性，指出「無名天

莊子對語言的解構，並不是西方德理達那種以虛無主義摧毀結

構都不能與真實相關，如此就摧毀了語言

構，卻是尋索生命和心靈在語言所結構的偏見框框中釋放，當人擺

就剩下個人的自由及權利，於是將自由與

脫語言框框後，才能養虛靈之心，使自然無盡之光輝得源源不息地

語言沒有不變的定說，任何固定的語言結

湧流。

基於這無人性假設，人的唯一普遍性

而此真實世界無定相，故老莊以「無」

美，是超越了一般的美與醜，善與惡，也超

或「無名」言之，然而此無非散立之虛無世

越了人間繽紛多彩的感性美、欲望美，回歸

界，卻是一逍遙自在的釋放世界，而由之

到寂然不道的宇宙純真。

能生出萬有及文化價值，是天地萬物及人

中國道家致虛守靜的修養，達致人性

生價值呈現的無限本體根基。這是一無定

本來純真的呈現，而有飄逸逍遙的美學性

相無體相之本體，依此「無體之體」，人與

感悟，可稱為「意境」。「意境」指參透宇宙

人，人與天地，人與終極真實或文化與文化

人生深廣奧秘性，而接觸人與宇宙的純真。

之間，均可有感通，而不落入後現代主義和

在哲學上易經提到「神」，老子提到「玄」，

德理達思想之虛無引發之隔絕異化也。

均指神妙深奧之境，均屬「意境」。

體會道的淵深與無限奧秘，心靈就得

莊子《知北遊》中說：「天地有大美而

大自由，莊子第一卷《逍遙遊》，提出大鳥

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高飛，仍待於風，但最高是「若夫乘天地之

不說」。所謂「不言」、「不議」、「不說」，

正，而禦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

是指美超越語言或由語言形成的知識，美

待哉」[注四十]。只有乘搭天地之正道而

就在天地的本相之中。中國美學在從事物

飛，駕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之辯

回歸其本相是美，道家以致虛守靜，心齋

(變化)而遊，一無所依待，則純自在，達「無

坐忘的修養工夫，使心回歸原初之虛靈廓

待」的心靈飛翔，「逍遙」指優遊自在，不

大，而能見事物之本相。人在宇宙中，以本

受束縛的狀態，為最高的精神自由。

來純真回應事物之本相，即得大自由。莊子

道家的美學，是以最大的深情，飛翔於天地，投入原始宇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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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靈中。此中的美，是超越了一般的美與醜，善與惡，也超越了人

間繽紛多彩的感性美、欲望美，回歸到寂然不道的宇宙純真。

「逍遙遊」中的「遊」，是一種精神

提出「逍遙」與「遊」的觀念，就是自由奔

上的自由飛翔。如說：「逍遙於天地之間，

放，心靈飛越有限世界的意思。自由飛翔的

而心意自得」。此外，莊子多次提到「遊」，

心靈，是一種「意境」，自由的美來自人與

云：「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注

宇宙的本來純真，區分於人為的美。

四十一]。又「至人……乘雲氣，騎日月，而
游乎四海之外」[注四十二]。這些都是與
「無待」同樣的境界。

美的深度體會
中國藝術，如詩、文、畫、書法、音樂

道家之解構，同時是一修養工夫，是

等，因道家的影響，均有特別的美學意義，

一釋放自由的境界，也是重建溝通可能性

如謝赫提到「氣韻生動」[注四十二]，氣是

的過程。大概這是中國哲學處理後現代文

天地萬化的創造力，韻原是指音樂的同聲

化所引起的困境可行道路。依這思路，西

相應[注四十四]，後用在美學上指風姿、情

方後現代狂歡的品牌，就可轉為中國東方

調，作為一種深藏的、形象之外的生命特

意境的美學意境符號。

性，掌握這種創造力生動的風姿情態，是

意境：道家的美學進路
西方後現代思想走入狂歡文化，後期
資本主義的美學，變成商品消費世界，以

為美。「氣韻」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是
人心靈與事物相交時產生的一種「美境」，
是深度體會所見景物，透徹領悟自然的本
真而來，這是意境之美。

貴族、奢華、美女與性感的符號為號召。在

文學批評大師劉勰在《文心雕龍》

西方引導全球走向其文化時，中國又如何

中，提到「隱秀」的理念，他云：「情在詞外

建立其與眾不同的美學呢？從對道家的瞭

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注四十五]。那是指

解，中國可以從意境美建立其美學特性。

文詞表面的美是「秀」，詞外還有深藏的內

道家的美學，是以最大的深情，飛翔

涵是「隱」。這「隱」是指表面語言文詞之

於天地，投入原始宇宙之虛靈中。此中的

後，仍有一潛藏的情懷與意義，掌握這表

現的意境。

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注五十]。《易經》的卦就

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是符號，聖人立卦為符號，用符號以理解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神凝慮，思接

宇宙存在的萬象。

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理」[注四十六]。

《易經》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符號系

人可看江海之浩瀚，心卻在思念人間之風

統，為何要用這符號系統呢？就是要盡語

雲，「神」的理念本來自易傳，所謂「陰陽

言所表述不了的意義，易傳說：「書不盡

不測之謂神」，「神無思而易無體」，是指

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天地終極之玄妙奧秘，孟子所謂：「聖而不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

可知之之謂神」。指心靈最高體證到超越

偽，繫辭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

聖的地步，進入終極之奧秘。「神思」是指

舞之以盡神」[注五十一]。立「象」是要盡

在「寂神凝慮」的修養時，心進入虛寂，思

「意」，意與象連用，是為「意象」，與「形

慮凝靜，則思想可進入終極奧秘，而接千

象」不同，後者是所見的世界，前者是「符

載通萬里。虛寂凝靜的心，接觸宇宙終極的

號」，符號是用來擴大意義範圍，表達語言

「神」，則思想即可超越時空了。這超時空

所不能表達的。

的體會，是心中的境，為意境之美。

「象」一方面是人所見現實世界的景

有關氣韻、隱秀、神思等理念，是西方

像，另一方面是符號，前者是人見到世界向

美學所不能理解的，既不是主觀直覺，又不

心意的展現，後者是心靈用符號去掌握世

是客觀形式，也不是感性、理性、情意或移

界的意義，人心意通過符號的「象徵」，去

情作用。卻是一種心靈與天地存在的同體

理解感覺世界呈現的「景像」，這就形成中

感通，由之而生的一種領悟，認為是對天

國常用的美學理念：「意象」，即人心意中

地存在深遠真實本性的契會，由之而表現

通過符號而掌握語言未能表達的意義，人

為美的創造。這種美感與天地存在的終極

從意義運作而在心意中呈現一景象，由此

奧秘相通，是妙悟宇宙最後那無名無限的

去瞭解語言之外的世界真相。

真實，由心靈的虛靜修養，解構語言文字與

從易傳的「象」理念，到唐代美學家就

知識的偏見，這終極奧秘才能呈現。核心

提出「意象」理念。王昌齡所說：「久用精

就是揭示人所見之景象背後，有一深遠的

思，未契意象」[注五十二]。司空圖：「意象

真實大美，這是中國道家解構所形成的美

欲出，造化已奇」[注五十三]。「意象」是人

學價值。

見景物後，通過符號超越感性所見和思想

從象到意象
《易傳》中有一理念：「象」，有兩義，
一是指事物之「景像」，即人所見的天地
萬物，是呈現在人感覺中的世界，如說：

由心靈的虛靜修養，解構語言文字與知識的偏見，這終極奧

他又論到「神思」說：「古人云：『形在

秘才能呈現。核心就是揭示人所見之景象背後，有一深遠的真實大

觀其變，而玩其占」[注四十九]，又說：「聖
美，這是中國道家解構所形成的美學價值。

面看不到的情懷與意義，那就是在心中呈

所思，心意契會思想之外的，造化萬物原本
之美，這「象」就在「心意」中形成一深度體
會，成為「意象」。

意境美學
但「象」的指意仍有不足，故有氣韻、

者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 天」

隱秀、神思等描述象外的奧秘。在唐代美

[注四十八]，天和地有象有形，是所謂「形

學，則提出了「境」或「意境」之理念，統

象」，為感覺所見的一切「景像」。

合了這些觀點。劉禹錫說：「境生於象外」

另一是指「符號」，如說「聖人設卦觀

[注五十四]，司空圖也提到「象外之象」[注

象，……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五十五]。那就是超越象（景像與符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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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注四十七]，「古

外的，終極真實世界的呈現。由此而產生更

以為象徵，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

深刻的美學理念：「意境」，即人心中的意

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注五十九]。意

象，深入到透察宇宙終極之道，達到最後

境的美學表達，是連著情，宗白華說：「在

之虛通自由。

一個藝術表現裏，情和景互滲，因而掘發

「意境」理念最早來自王昌齡，他在

出最深的情，一層比一層更深的情，同時也

《詩格》中說：「詩有三境：一曰物境。……

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層比一層更晶瑩的景﹔

神之於心，處身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

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為景，因湧現了一個

中，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

獨特的宇宙，嶄新的意象」[注六十]。意境

情境。娛樂愁怨，皆張於意而處於身，然

是人領悟整全而有情的獨特宇宙。

所謂「心擊」是指以心深入穿透景象，而呈現一種意中之境，

為精神靈性上與世界的交會，而產生對景物深層意義的掌握，這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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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現的境，是為意境。所謂深穿其境，那就是穿透到事物終極之道

了。

後用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張之於

王 國 維《 人間 詞 話》特別 提 到「境

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真矣」[注五十六]。

界」，但他另有「意境」之說，以論文學，他

此中「物境」是心靈對自然景物感受，以

說：「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

形似表達之，重傳神地表達山水景物的形

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

象，如山水詩等。「情境」是娛樂愁怨的體

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

驗，再思考這心中之情，這是因情而成的心

不足以言文學。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

境，而成杼發情感之詩。「物境」是可見的

以其能觀也。出於觀我者，意餘於境。而出

「景象」，「情境」是心中所現的「意象」，

於觀物者，境多於意。然非物無以見我，而

包括各種符號。「意境」是心靈再思考心意

觀我之時，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錯

中呈現的「物境」與「情境」，將意中之象

綜，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廢也，文學

深刻體驗，使人心與景物交融而成精神體

之工與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

會的境。所謂：「處身於境，視境於心」[注

而已」[注六十一]。人觀世界景物，世界呈

五十七]。即從心中掌握呈現的境象，而得

現為境，觀境而生心中意念，人回應意中之

形象之外更真實的內涵。

境，有「情懷」有「領悟」。

王昌齡又云：「夫置意作詩，即須凝

如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大

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如

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

登高山絕頂，下臨萬象，如在掌中。以此見

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

象，心中了見，當此即用」[注五十八]。指

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

「目擊」景物時，須心有凝靜之修養，所謂

豪傑」一段，大江、浪、石、濤、江山，均是

「心擊」是指以心深入穿透景象，而呈現一

景象在人心中呈現之「物境」。其中千古人

種意中之境，為精神靈性上與世界的交會，

物、三國周郎、江山豪傑，則是由境而生發

而產生對景物深層意義的掌握，這是意中

之情懷，是「情境」。

呈現的境，是為意境。所謂深穿其境，那就
是穿透到事物終極之道了。

《念奴嬌》最後一段云：「故國神遊，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

著名美學家宗白華認為，「人與世界

酹江月」。則是此情此境觸發的人生領悟，

的接觸，因關係層次底不同，可有六種境

由回憶歷史到感觸時間流逝、生命轉老、

界」，包括功利、倫理、政治、學術、藝術、

人生成敗如夢之虛幻，進而懷念古人亦如

宗教等六種境界，概括了利、愛、權、真與

此隨時間飄逝。這領悟是意與境渾同，天

神，而他認為藝術境界介於學術與宗教中

地與人之情或悟融合，並由此對宇宙人生

間：「以宇宙人生底具體為對象，賞玩它的

真實性的一種契會，這就形成意境。由「景

色相，秩序，節奏，和諧，藉以窺見自乖的

物」到人生之「情懷」，由情懷到對宇宙人

最深心靈底反映﹔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

生的「領悟」，宇宙與人融合，並由此契悟

似幻似真。正所謂繁華落盡，一切的喧囂

以「解構」顛覆語言和知識，另一面認為符

都蕩去，一切的執著和躁動都歸於無影無

號由人主觀所創造，人只能通過主觀的符

蹤。他畫的不是外在的濃濃秋色，而是他

號去創造對真實世界的詮釋，因此摧毀客

心目中清澈高曠的秋」[注六十七]。

觀的真實與真理，成為虛無主義。中國道家

這畫表達原始、荒涼、孤寂、清冷，超

也「解構」語言和知識，但由之而以顯道之

越和淡化了美學的形式、形象、色相與色

「無名」與「無為」，不成為虛無主義，卻從

彩，卻繪出寂然廖闊，使宇宙萬化自然自

虛靜以契會天地的原始純真，這就形成意

在，按其本來純真去呈現。這亦是從物境

境。

以生情，由情境到開顯宇宙的終極空靈，
此外易經言立象以盡意，象就是卦辭

而產生無窮意境，使觀者妙悟天地之無

符號系統，展示超語言的意義世界，由之

盡。這種心靈意境，從寂寥空闊去展示道

而掌握世界萬千變化的法則，進一步王弼

家宇宙那無盡的原始虛靜，成為人心靈自

言「得意而忘象」[注六十二]，此即莊子得

由飛翔的空間。中國畫以水與墨之濃淡乾

魚而忘筌[注六十三](捕魚的竹器)之意，由

濕，表達空靈無限、氣韻生動之境，打開無

之化解符號。但亦沒有下沉成虛無主義，

限的思想與領悟的場域，形成「意境美」，

卻最後「窮神知化」，體會「神無方而易無

可以說是與西方後現代狂歡放縱的「欲性

體」之奧秘，展現終極真實的本來純真。

美」，形成強烈的對比。

道家意境所展示的世界

最有趣的，是此畫已成為中國國家品
牌，中國郵政於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家的意境，是以最大的深情，飛翔

發行第二十七屆亞洲國際集郵展覽紀念郵

於天地，投入原始宇宙之虛靈中。此中的

票一套二枚，小型張一枚。其中的小型張

美，是超越了一般的美與醜，善與惡，也超

就是《漁莊秋霽圖》。這畫已成為中國的美

越了人間繽紛多彩的感性美、欲望美，回歸

學符號，從特有的意境美，表達中國品牌

到寂然不動的宇宙純真。

之美。

意境美在中國藝術中，有一種寂寥荒

在意 境的美中，在中國藝術與西方

寒的表達，如李後主《相見歡》詞：「無言

有很多不同，如書法藝術，以筆法縱橫，

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去表達瀟灑散漫。蔡邕說：「書者，散也。

[注六十四]。此中的無言、寂寞、清秋，就是

欲書先蔽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注

寂然荒寒的美。又柳宗元《江雪》詩：「千山

六十八]。書法是要表達自由，如蘇軾所謂：

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

「予嘗論書，以謂鍾(繇)、王(羲之)之跡蕭

江雪」[注六十五]。此中的絕、滅、孤舟、寒

散簡遠，妙在筆劃之外」[注六十九]。這是

江，更有寂寥荒寒意味。這是中國詩詞思吟

書法的意境。

之美，表達飄逸渺遠、幽深沉潛之意境。

中國道家也「解構」語言和知識，但由之而以顯道之「無名」

意境。西方後結構主義及符號論，一面是

與「無為」，不成為虛無主義，卻從虛靜以契會天地的原始純真，

上沒有人跡，水中沒有帆影，用乾筆皴擦，
這就形成意境。

宇宙人生的真實性，這情與悟所生的就是

中國陳設藝術中，有奇木孤石之美，
將木與石放在案前或園中，在人工的世界

者朱良志認為，元代畫家「倪雲林的畫其

中表達自然物之殘拙簡樸，白居易詩云：

實就是一個寂寞的藝術世界」[注六十六]。

「一片瑟瑟石，數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

如上海博物館藏的《漁莊秋霽圖》，朱良

依然看不足」[注七十]。石竹使天地之美放

志說：「但看畫面，完全沒有風動水搖的感

在園中，展示宇宙之情，使人不斷看而仍有

覺，沒有冉冉的翠綠，簡直可以說是一片蕭

餘韻，感到看不足，形成超過視覺的意境。

瑟。……樹上沒有綠葉，山中沒有飛烏，路

木石之美放大可成假山園林，在園中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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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畫也有如此表現，北大學

中國郵政於二 ○
一一年十一月發行紀念郵票一套二枚，小型
張一枚。其中的小型張就是《漁莊秋霽圖》。這畫已成為中國的美

學符號，從特有的意境美，表達中國品牌之美。

流水湖泊，有山有林，將大地起伏流動之
美，以縮小之精華重造於人文世界中。
木石藝術更妙是可以微型化成盆景，
以一盆去創造微小山水青林氣派，其與西
方的模型創作不同，在盆景中的小植物是
有生命的，又呂初泰說：「吸露酣風，飄如
紅雨，四序含芬，薦馥一時，盡態極研。最
宜老幹婆娑，疏花掩映，絲苔錯綴，怪石玲
瓏」[注七十一]。盆景是在一塊小小的盆內
佈置千山萬墼、河溪沼池，形成一微塵三千
大千世界的意境。
道家在哲學與修養的意境，有寂天寞
地的單純，獨立蒼茫的孤高，逍遙自在的飛
遊，事事無礙的融化等，均在中國詩畫及
陳設藝術中反映。
道家解構語言知識，卻沒有產生虛無
主義，走向酒神式的狂歡，卻由「無」去彰
顯宇宙人生的原始純真，並由此逍遙遊於
天地，看萬物齊一，對生死鼓盆而歌。西方
的狂歡只是放縱，莊子鼓盆而歌卻是深度
領悟的自由。
道家意境看中國文化，是人性與宇宙
的相攝相入，人心自由飛翔於天地太虛，強
調人天融合，萬化相關，一切化入冥渺，空
靈與融和中。不同西方之抽象理性架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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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硬方法，也拒絕自我中心的人天分離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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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arnival to Taoist State Critique of postmodern culture
Dr. In-Sing Leung (Editor-in-Chief)
Abstract: The Late Capitalism is
a f ictional sy mbol world, it generates
u n p r e c e d e nt e d c o m m o d it y wo r s h ip,
through the media, advertising and pop
a r t, f rom sy mbol to i mage world , all
kinds of fictional images deconstruct the
real world. Post moder n cult u re make
all discourses to run parallel with each
irrelevant and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they become language games and form a
nihilism. Individualism is distorted into
egocentrism (egoism). Nihilism and desire
nature oriented culture produce the society
of i ndulgence and revel r y.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de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from the Chinese Taoist is not the nihilism's
destroyment of struc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but it searches for the life and soul
to be released in the prejudi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t is the realm of releasing
f reedom, but also it is t 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the communication possibility.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processing Postmodern Culture
make the feasible path, so that it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esthetic symbol of
Oriental realm, from Western postmodern
carnival brand.
Key words: sy mbol, n i h ilism,
carnival, Tao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