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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四十一章》）「執大象，天下往，往而無害，安

平泰」。（《三十五章》）[2]

第一例指出，萬物的創生者「道」中，即已

隱含朦朧的「象」；第二例和第三例的「大象」指

「道」本身。《老子》雖然強調「道」是無形的，然

而又指出「道」中有「象」，這一道論對於中國古代

文藝關於「象」的審美追求

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莊子的「象罔」說：

《莊子》文本中較少直

接討論象，但其「象罔」說，

卻對後世文藝美學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

「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

乎昆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

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

索之而不得，使碶詬索之而不

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

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乎？」（《天地》）[3]

此段文字中，「玄珠」是「道」的象徵，「知」

是知識的象徵，「離朱」是感官的象徵，「碶詬」代

表語言。「象罔」則是一種朦朦朧朧的形象。呂惠

卿注曰：「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

所以得也」。[4]郭慶藩說：「象罔者，若有形，若無

形。……即形求之而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
[3]因此象罔可看做一種有形和無形、實和虛對立融

合的形象。宗白華先生說「非無非有，不皦不昧，

這正是藝術形象的象徵作用。『象』是境象，『罔』

是虛幻，藝術家創造虛幻的境相以象徵宇宙人生

的真際。真理閃耀於藝術形象裏，玄珠的爍於象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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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先秦經典與「象徵思維」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及其表述手段都具有重視

象徵的特點，(1)這在早期儒家經典《周易》中，有

較明顯的反映。在《老子》和《莊子》中，也有所體

現。這一特點與西方邏各斯

傳統是不一樣的，近代學者

或稱此特點為具象之抽象，

或象徵思維，也有人直接稱

之為「象思維」，所謂「象思

維」，有學者概括為「指產生

於陰陽五行理論和象數易

學，以元氣、陰陽、五行和卦

象等象概念或象符號為基

本思維要素，具有一定推演

規則，並通過對諸思維要素

的推演來建構多種象模型，

進一步用這些象模型來解

釋並把握宇宙、社會和人生

的一種思維方式」。[1]有人以為這代表了中國人獨

特的思維模式。用象徵思維來概括中國人的思維

方式，全面與否，或許可再討論，但中國文化具有

重視象徵聯想的特徵，卻是無疑的。而且這種特

徵在文藝思想中表現得尤為鮮明。本文以《易傳》

為例，概括中國文化象徵性特點和文藝意象審美

觀的形成。

（一）老子的「象」說

《老子》文本中，曾幾次提到「象」的概念：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大音希聲，大象

摘  要︰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具有重

視象徵性聯想的特點，或可稱之為「象思

維」或象徵思維。這個特點，和《周易》「經」

「傳」所創立的「觀物取象」的認識論和方

法論關係密切，本文通過對《易傳》象徵思

維特徵的分析，與文論和藝論中的相關論

述作比較，揭示《易傳》象徵思維對文藝審

美論和意象（興象）表現論的影響，並由此

討論「象外之象」可能的幾種表現形式。,

關鍵字：《易傳》；象徵思維；錯綜；互卦；

文藝形象；象外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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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5]「象」能否解釋為藝術形象，或可再議，然

而這段話無疑揭示了莊子之「象」對文藝創作和審

美的巨大的啟示意義。

（三）韓非子的「無物之象」

《韓非子》文本中推測了「象」的起源，他

說：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

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

得而聞見，聖人執其見功處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解老》）[6]

韓非子認為「象」這個詞從動物大象而來，但

在當時，中國北方地區已見不到大象，於是人們根

據死象之骨，來模擬猜測大象的形狀。因此「象」

有根據一定已知形狀模擬想像的意思，也有賦物

形以生氣的含義。

（四）《易傳》中的「象徵思維」

在《易傳》中，「象」作為一種基本符號、認識

世界的基本手段和思維方式，大量地出現了，也可

以說，在《易傳》中，象徵思維得到了典型的體現。

下面以《繫辭》為例，討論《易傳》對「象」的基本

定義：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繫辭》上）[7]404此處之「四象」，首先指陰、陽、

少、老四象，這是以「象」作為構成八卦的基本符號，而

八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又代表

對世界的基本分類。

「象」又可指代日月星辰的形象：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繫辭》上）

[7]384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繫辭》上）[7]406

「象」也指「物象」和「表像」：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

三極之道也。（《繫辭》上）[7]386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繫辭》上）[7]401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

出入，民鹹用之謂之神。（《繫辭》上）[7]404

「象」最基本的意思，乃是「卦象」，即八卦所

代表的八種基礎「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繫辭》下）[7]417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繫辭》上）[7]407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繫辭》上）[7]387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

矣。（《繫辭》下）[7]444

當「象」作為動詞用時，又常為「模擬」、「象

徵」之義：

分而為二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

時，歸奇於扐以象閏；（《繫辭》上）[7]396

以制器者尚其象。（《繫辭》上）[7]401

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

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下）[7]418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繫辭》下）[7]425

從以上這些例子可見，在《繫辭》中，「象」有

「卦象」（《周易》每卦之爻還有爻象）、「物象」、

「天象」、「象徵」、「模擬」幾方面的意義，而其中

「象徵」義，帶有某種抽象義，具有用符號反映世

界的性質。《易傳》通過象徵來表述對道的體認。

下面再舉《繫辭》之例加以說明：

《周易》認識世界的第一步，是「觀物取

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繫辭》上）[7]392

然後是「設卦觀象」，再「立象以盡意」。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繫辭》上）[7]385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

以盡其言」。（《繫辭》上）[7]407

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

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下）[7]418

最後則是「繫辭焉以盡其言」、「聖人之情見

乎辭」，用語言將認識表達出來。

據此，《易傳》哲學具有「觀物取象，設卦觀

象、假像寓意，繫辭盡言」的象徵特徵，也可說是

具有典型的象徵思維的特點。《易傳》認為即器存

道，道體現於萬事萬物之中，而事物皆有其形象和

所屬之類型，人們認識本質必須通過形象或類型

進入，人無法離開現象直接把握本質。另外，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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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而言，模擬象徵也是一種很好的理解世界的

手段。

我們再以《易傳》對卦象的分析為例，來具體

說明《周易》象徵思維的特徵：

例如《周易》之第十五卦為「謙卦」，《易傳》

的作者用了「山在地中」的卦象加以解釋，山本應

在地上，所謂高山仰止，而謙卦之象卻是大山深埋

於地中，藏身守拙，不自炫光芒，以此顯示謙謙君

子的品德。 謙

故其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7]134

《易傳》之《彖》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

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7]134-
135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7]135

《彖》辭與《象》辭反復說明謙虛對於天地人

鬼神的重要性，而其取象則是高山蘊藏於大地之

內，不自顯其高。程頤以為：「不云『山在地中』，

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

（《程傳》） [8]都是通過「象」來說明謙虛的重要

性。

(五)卦象象徵的複雜性

《周易》是一部講變化哲學的書，其卦象變

化也是複雜的，其複雜性首先表現在陰陽變化上，

筮遇老陽和老陰都要變，因此《周易》每一卦都可

以形成不同的變卦。

卦象的複雜性，還表現在其「錯」「綜」等現

象上，《雜卦傳》云：「雜糅眾卦，錯綜其義」（韓

康伯語），文中對舉的兩卦之間，形成非綜即錯的

關係，所謂綜，亦稱覆或反，卦體相互倒置；所謂

錯，亦稱旁通，六爻相互交變。「錯綜」後的卦義與

原卦多成相反或相對，「其哲學意義在於表明事

物的發展往往在正反相對的因素中體現其變化規

律」。[8]

以「同人」卦為例，同人的卦像是下離上乾，

離為火，火性炎上；乾為天，天也高高在上，故

二者有相似性，故能同。九五居正位，六二也居正

位，上下相應。同人的意思為團結人民，天下大同。

其錯卦為下坎上坤之「師」 。

「同人」卦辭云：「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乾行

也」。這裏用「利涉大川」為喻，說明團結人民以

共渡艱難的重要性。但「大川」的象本身也隱含在

其錯卦中，同人的錯卦為「師」，「師」即軍隊、戰

爭等義；師的下卦為「坎」，正象徵水（大川）。(2)同

人卦九三、九四和九五以軍隊、戰爭作比喻，有

「伏戎於莽」、「大師克相遇」等語，也很顯然映顯

出「師」卦的意義。王弼云：「凡處『同人』而不泰

焉，則必用師矣」。[9]象徵國與國之間常常因利益

不同無法達到一致而發生戰爭。可見本卦和錯卦

之間有互相映顯又互相對立的特徵。

又如「損」（ ）「益」（ ）兩卦互為綜

卦，「損」《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

《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其意義正相

對。

此外還有互卦等，互卦又稱互體，指的是六爻

卦中，除組合的上下兩卦之外，中間的四爻因為三

與四的互用，又可打破上下卦的界限，形成內藏的

兩卦。如睽卦（ ）下卦是兌，上卦是離，其中

二、三、四、五爻可組成互離和互坎，內互離與外互

坎又可組成新的一卦「既濟」（ ），其中六三和

九四在互離與互坎中互用。(3)

黃壽祺先生說：「《易》以象為本，《說卦傳》

專研象以揭其綱。漢儒說易，莫不重象，九家易

象，虞氏逸象又一再引其緒。……包括六十四卦的

內外卦象、互象、對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

百二十餘例的應用規律」。[8]這段話揭示出周易注

重象思維的特徵以及「象」的複雜性和規律性。

從以上卦例分析，可以認為：《周易》思維

具有象徵性的特點，其象徵思維具有整體性、形

象性、感通性和變動性、模糊性、虛擬性等特點。

「象」代表著動態化的、經驗化的世界，與真實的

世界更具關聯性。

這一思維方式對傳統文化的影響巨大，特別

是對於文學和藝術的影響巨大，王弼云：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

象，盡象莫若言。言出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

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

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

易略例·明象》）[9]

雖然得意可以忘象，但必須首先有象，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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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象盡」。在這裏，「象」構成了言和意的中間

環節。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而語言文字又

要讓讀者產生形象聯想，才能達意。藝術呈現的

媒介雖有不同，然同樣需要借助「象」。故而「象」

在文藝中的地位就特別重要了。《易傳》的象徵思

維，奠定了後代文藝意象審美思維的基礎。

二、《易傳》象徵思維對後世審美

意象論之影響

以下我們來檢討一下文學藝術史，看看象徵

思維對文學和藝術的影響。

（一）《易傳》之象徵與「文藝形象」

由《易傳》引發出的「象」論較早啟發了藝術

家。漢代蔡邕《筆論》論書法的各種體勢：「若坐若

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

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

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焉」。[10]蔡

邕通過比喻，說明書法創作要廣泛吸取世間萬物

的形象，來提升書法藝術的表現力，並認為書法創

作是對自然界物象的模擬轉化，表現為一種氣韻

生動的抽象。（4）其實是對《繫辭》「聖人仰則觀

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方

法論的發揮。

南朝宋畫論家王微在《敘畫》一文中說：「圖

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10]強調了《周易》

象徵思維對繪畫的指導作用。

南朝宋山水畫家宗炳《畫山水序》也明確提

出「象」在繪畫中的重要性：

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而有

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

必有崆峒、具茨、藐姑、萁首、大蒙之游焉，又稱仁智之

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

仁者樂，不亦幾乎？[10]

「山水以形媚道」和「賢者澄懷味象」均提到

象與形的問題，（象和形是有所區別的，形更接近

於自然界的真實物象，象更接近於對自然世界形

式的抽象，更具有某種普遍性和類型化。）「媚

道」、「味象」是對山水的審美感悟和審美接受。

葉朗先生說：「《易傳》的『象』要比老子的『象』

更接近於審美形象的概念。宗炳講的『象』，又進

了一大步。……經過這樣的規定，『象』就不是一

般的形象，而是審美形象」。[11]

南朝文學理論集大成者劉勰《文心雕龍》之

第一篇《原道》即強調「象」的重要性，他說：「人

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 [12]在

《神思》篇中，進一步提出了「意象」的概念，「然

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

而運斤」。[12]劉勰「意象」概念的提出，在中國文藝

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價值，而「意象」與「易象」又

直接具有先後關聯性。

唐代，「象」概念在文論中益受重視，逐漸形

成了「興象說」和「意象說」。從孔穎達，殷璠、經

過王昌齡、皎然、劉禹錫和司空圖，這些觀念成熟

了。唐代孔穎達疏《詩經·周南·樛木》云：「興必取

象，以興後妃上下之盛者，宜取木之盛者」。將興

與象綰合在一起，這應是孔穎達的創見（5）。這裏

的「興」，有引發和性情的意義。「興象」這個名詞

是唐代詩歌理論家殷璠正式提出的，他在《河岳

英靈集》裏批評了當時詩歌一些創作的不良傾向，

「攻乎異端，妄為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

興象，但貴輕艷」。又贊孟浩然詩句「眾山遙對酒，

孤嶼共題詩」為「無論興象，兼複故實」；評陶翰詩

「既多興象，複備風骨」。（6）這裏的「興象」接近

於比興的意思，與後世用法尚有差異。

與此同時，「意象」這一概念作為審美基本範

疇，在唐代也已被美學家和藝術理論家廣泛運用

了。書法理論家張懷瓘《文字論》云：「探彼意象，

入此規模」，[13]王昌齡《詩格》：「久用精思，未契

意象」。[14]司空圖《詩品·縝密》：「意象欲生，造化

已奇」。[15]

「興象」與「意象」形成中國詩歌和中國藝術

意境的基本範疇。唐代以後，不斷有文藝理論家

提倡兩說。如明代李東陽、陸時雍等論詩俱倡「意

象」；惲南田《題潔庵圖》「諦視斯境，一草一木，

一丘一壑，皆潔庵靈想之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

其意象在六合之表，榮落在四時之外」。[5]明初高

棅《唐詩品匯》以「聲律、興象，文詞、理致」論詩，

認為盛唐大家之詩皆富於「興象」，中唐以下，「其

聲調、格律易於同似，其得興象高遠者亦寡矣」。
（7）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云：「作詩大要不

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

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16]卷六論絕句說：「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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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蹟可

尋。中唐遽減風神，晚唐大露筋骨，可並論乎!」[16]

興象和意象同中有異，學術界成果頗多，這裏

不多做辨析，只略說幾點，第一，無論興象還是意

象，皆須有情感作為依托。興象以情為主，意象可

以兼有情、理、志，但作為文藝之「象」，二者都須

包含情感，按今人的話語，二者可統稱為藝術形

象；第二，「興象」未必只指一個具體的象，而可能

包含有幾個象，或指詩文中的想像情感理趣等，在

這個意義上，有點類同於意境。（8）第三，意象相對

於偏重形象，而興象也可指聲、味、感等。

興象（意象）論在中國藝術史上，有著重要地

位，此興（意）與象的結合，接近情景交融，構成了

中國古代文藝的基本特徵和創作方法論，成為中

國藝術意境論的基礎。

（二）《周易》「象徵思維」與「象外之象」

劉勰《文心雕龍·隱秀》言：

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

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

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末奇，內明而外

潤，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17]

這裏用「互體變爻」化成「四象」，來說明文

藝中意象的表現作用。前面提到，互體即互卦，指

的是六爻卦中，除基本組合的上下兩卦外，中間的

四爻因為三與四爻的互用，又可以打破上下卦的界

限，另外再組成兩卦，並組成新的複合卦，此已俱

如前言。「變爻」又稱爻變，指的是卦中爻的變化，

占卦時卦中屬老陽，老陰的爻都要變化，變化後形

成新的卦。「四象」則指代實像、假像、義象、用象

幾種含義。如乾卦的實象為天；引申為父是假像；

乾為健，是義象；乾有元亨利貞四德，是用象。四

象的含義曲折隱晦。（9）「互體」、「變爻」、「四

象」等文字，指涉的是卦象具有變與不變的多重含

義，在不同的情境中應予靈活的解釋。另外，上引

文字中的「旁通」，即指每卦中陰陽爻的互易而形

成的錯卦。（10）劉勰用《易經》的思想來說明文學

中「隱」的表現手法，即《隱秀》所謂「文外之重

旨」、「義主文外」，也即是傳統文論中強調的象外

之意。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劉勰追求「象外之

意」的表現風格受到體大思精的《周易》之象徵思

維的影響。而從繼往開來上說，《文心雕龍》的思

想又深刻影響了後代文藝家對「象外之象」、「言

外之意」、「意余於象」的審美追求。

比劉勰略晚的謝赫在《古畫品錄》裏正式用

到「象外」一詞：「風範氣韻，極妙參神，但取精

靈，遺其旨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

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18]此處強調藝

術作品的創作的素材不應拘泥於具體事物的形

象，而應廣泛涉獵、深刻體會，把握事物的精神。

唐代劉禹錫《董氏武陵集記》云：「詩者其文

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

外，故精而寡合。[19]道出了詩歌的特點是「境生象

外」和「意在言外」。其「境生象外」，也即「象外之

象」和「象外之境」。

唐代司空圖論詩，有「象外之象」說，其《與

極浦書》曾謂：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

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

易可談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

也。[20]

強調詩文不能即景言景，就事論事，而要追求

意境的創造，追求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其《與李

生論詩書》再強調「韻外之致」和「味外之旨」。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愚以為辨

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

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

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

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噫!近而不浮，遠而不

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

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儻複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

之旨矣。[20]

「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即是「象外之

象」的引申和推擴。其《詩品》更謂：「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宋嚴羽《滄浪詩話》則謂：「盛唐詩人唯在興

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

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

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20]「水中之月，鏡中之

象」、「言有盡而意無情」，其所指乃是鏡外之象、

天上之月和言外之意，想要說明的即是「象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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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言外之意」。

明代李日華《竹懶論畫》說：「大都畫法以布

置意象為第一。勢者，轉折趨向之態，可以筆取，

不可以筆盡取，參以意象，必有筆所不到者焉」。

（《與張甥伯始圖扇題》）[21]「筆所不到者」，也是

象外之象的意思。

具體來說，「象外之象」的思維具有這樣幾層

可能的意味。

第一：象外有象，此「意（興）象」乃一朦朧多義

之象。

讀者通過「象」所看到的景象遠遠大於文本

所直接給予的畫面，有時不一定強調「象」外另有

一「象」，而是強調情感思想的表現已超越於「象」

本身，這就是象外之意。就藝術而論，藝術理論家

常提到的「虛實」、「行藏」也有類似的意義。明代

唐志契《繪事微言》云：「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

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時，便使觀者不知山前山後，

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許多林木何嘗不顯？[22]
（11）

清代畫家笪重光《畫筌》云：「大抵實處之妙皆因

虛處而生，故十分之三天地位置得宜，十分之七在

雲煙鎖斷」。[22]這些觀點都在闡明畫的意境不能

局限於畫中所造之象，而必須在象外有更多的聯

想。

以《詩經·蒹葭》為例，其起情之主象，乃為秋

水之象和「伊人」之象。但在此兩象的背後，可包

含多種意象。秋水之象可隱喻困境、險阻、水濱隱

居之所、此岸世界等；而伊人之象則可隱喻佳人、

賢才、禮儀、隱士、彼岸世界等，（12）象的多義性引

發了更複雜的「義」和「象」，因此既增加了詩歌的

美感，也造成了詩歌本身主題的多義性。此詩歷史

上有「刺襄公說」、「招賢說」和「愛情說」、「求仙

說」等多個主題的說法，這和本詩所運用的「象」

的朦朧性是有很大關係的。

蘇軾《蝶戀花》詞（花褪殘紅青杏小），也有

同樣的妙處。其興象婉約玲瓏，最顯著者一為「天

涯何處無芳草」的芳草之象，一為「多情卻被無情

惱」句中之旅人之象。此兩象都屬於象外有象。芳

草意象具有多元性，可包含兩層聯想，一為悲傷，

一為豁達。楚辭中有「何所無芳草兮，又何獨懷乎

故都？」如果以此聯想，則作者的暗示是芳草所在

皆是，不必為此地的芳草過分流連，即俗語所謂

「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而如據此

句聯想到「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或「王

孫游兮不歸，芳草生兮萋萋」之類，則暗含游子難

歸、春光易逝等悲涼情感。東坡用芳草為象，形

成聯想之多元性，此即象外之象的一種表現。「多

情」之旅人也可從傷感與曠達兩面看：旅途之人，

無端被激起一段愁緒，傷感也；多情緣自無情，本

來空寂，何足掛懷，曠達也。此詞「芳草」意象的雙

重性和多情無情關係的複雜性，讓《蝶戀花》詞的

含蘊豐富、意境雋永悠長。

又元代倪瓚《六君子圖》軸，水天空闊，六松

傲然佇立於巨石之上，令人興無窮遠想。此圖已遠

超狀物繪景之功，而有通過松樹以收君子比德和

寄懷暢神之效。

第二：「意（興）象」之「象」乃組合疊加之

「象」。

構成意境之象並非單一之象，數象互相融

攝，連成一片境，也是象外有象的一種表現。如陳

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

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無定河

邊之沙場白骨，與春閨少婦夢中之親密愛人，兩

相對照，令人唏噓而不忍卒讀。另外馬致遠有一

首《雙調·夜行船·秋思》更具有這樣的特點。其中

【喬木查】等二曲：

【喬木查】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

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

半腰折，魏耶？晉耶？

從結構上看，此二曲好像是一些自然景物的

堆砌，歷史現象的羅列，其實，作者在這裏以他的

卓爾之思，精心地剪輯材料，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極

富表現力的意象群。各個意象之間，互相疊加，互

為補充。「秦宮」、「漢闕」，何其壯觀；「魏耶」、

「晉耶」風光一時；「豪傑」與英雄，又何等顯赫。

但不過都付與「夜闌燈滅」、「衰草牛羊」、「荒

墳」、「斷碑」、「狐蹤」、「兔穴」和漫滅的龍蛇而

已。這些意象群的有機組合，使得由它們引起的聯

想極大地豐富，所表達的思想高度濃縮，溶匯了歷

代士大夫的傷秋之情，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從

而達到對功名利祿的否定，對人力渺小的揭示。起

到了個體之和大於總體的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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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尾之【離亭宴煞】也具有相同的特點：

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爭名利

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

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和露

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

幾個重陽節？囑咐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

籬醉了也。」

其中「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嚷嚷

蠅爭血」和「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

葉」恰構成二對截然相反之象，第一對醜陋之象

與第二對美麗之象的對照，形成一個完整的意境，

表達了作者對於人間功名的厭棄和高標出塵之

致，在總體上做到了興象的圓融。

第三：象外象、象外意與本象的錯位。

此類意（興）象的特點，乃在意象所營造之形

象與整個藝術境界並不相同。象所展示的圖畫可

能是令人愉悅的，也可能是令人傷感的，但背後暗

含的畫面或最後形成的意境的整體情調，卻正好

相反。如元稹《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此聯表面雖則寂寥，

但引起的聯想卻可能是繁華的，暗含當年開元天

寶年間的盛世畫面。元稹此詩的獨特之處在於這

兩種畫面之「象」是矛盾的，猶如《易經》中本卦

與其錯卦或綜卦，前者是明象，後者是暗象，暗象

並沒有直接出現。兩種互相包容與對立之象形成

旁通之關係，構成了詩歌的內在張力，產生強烈的

歷史興亡感，啟發讀者自然而然地思考唐代由盛

而衰的原因。進一步說，明暗之象的對立轉化還

暗含著某種哲學思辨，興盛與衰落的循環是歷史

的宿命，猶如陰陽之互為其根？還是取決於人事

政令、勤儉奢靡？抑或蕭條本身就是繁華的反面？

實可讓人沉吟再三。

又如王昌齡《閨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

封侯」。「不知愁」之少婦、盛裝靚麗形象，春日美

景，造成一種溫暖愉悅的色調，但此詩之總體意

境卻是落寞惆悵的，要突出的是突然而生的「悔」

意，這就是所謂的象外之意的別一種況味。

蘇軾的名畫《枯木怪石圖》亦深合此趣，老樹

枯淡無花葉，大石醜拙多旋紋，二者表面給人的印

象是枯老醜怪，但其「象外之意」或「象外之象」正

在於引發蒼勁飛揚之生命力，這從遒勁向上之枝

幹和層層盤旋之石紋不難領會。

第四：象與「象外之象」或「意」的規定性指

稱。

在「象外之意」的類型中，還有一種「象」與

「意」或「喻象」的規定性指向。此種特點在中國

古代的一些綜合藝術特別是戲曲中表現得特別典

型。這種固定指向常表現為規定動作，可稱之為

「程式」。嚴格說來，這些已經不屬於「象外之象」

範疇，但就表現而論，本象和「喻象」之關係仍然

具有一定模糊性和朦朧性的特點。故程式動作也

可看做一個個的「意象」，例如戲曲通過步態、眼

神、甩髮、水袖等身體動作來塑造人物、烘托人物

性格、營造環境氣氛等，故也是一種廣義的「象外

之象」和「象外之意」，但卻是一種具有規定性的

「象外之象」，這是由戲曲本身的藝術特徵決定

的。

形體動作仍不足以表現故事和塑造人物，又

延伸、創造了各種運用如翎子、帽翅、辮穗、扇子、

手絹等道具之象。

例如英雄手中的大摺扇常用來暗示威武，書

生手中的摺扇常用來渲染雟雅，侍女手中的團扇

用來顯示嫵媚，媒婆手中的芭蕉扇被用來烘托俗

氣。

結語

總之，《易傳》等早期經典的象徵思維特徵，

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中國

的文學和藝術也發生了深刻的啟示，形成了獨特

的審美意象論。這表現於文藝中，是特別強調「象

外之象」和「象外之意」的審美追求。審美意象成

了中國文學藝術最重要的表現特徵之一，它將世

界、作者、作品和欣賞者聯繫起來，構成藝術作品

得以實現的中間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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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 le: The Symbolic Thinking and the 
Aesthetic Imagery Theory in Yi Zhuan

Huang Yi-ming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thinking 

are characterized by emphasizing image correlation, 
also called “image thinking” or symbolic thinking. This 
fe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
odology of “seeing things and taking images” estab-
lished by “Jing” and “Zhu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ic thinking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rel-
evant discussions in literary and art theories, this paper 
reveals what impacts or influences symbolic thinking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ave made on the presentation of 
both aesthetic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theory 
of image (Xingxiang), and discusses several important 
forms of manifestation of “image beyond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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