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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中日两国园林的关系，得出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是同一枝干上的两朵花，中国是本木，日本是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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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园林错综复杂的渊源与似是而非

的表现形式使人们无法正确地看待两国园林的关系。这时

候，换一种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或许能找到接近真

理的答案。

# 同一枝干

我们知道，日本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世界文化传播

途径的限制，使中国成为日本主要的文化外源地（日本近

代史之前），再加上日本除平安朝和江户朝分别有过一个

短暂的锁国期外，长期保持门户开放政策，中日之间频繁

的文化得以延续了两千年 P & Q。

具权威性的日本史学家田中义成博士曾这样说过：

“日本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受中国的影响：《六国史》的编

纂是效《史记》、《汉书》；奈良朝女帝之多是以则天武后为

范本；将门的谋反不过是五代争乱的恶影响；足利时代五

山僧徒的干预政治，是因为明太祖出身僧侣，以致僧徒在

禁中发挥势力，而加以仿效的；能乐，则宛然就是中国戏”。

他的论点似乎在支持这样一个较为武断的结论，即中日两

国千余年来连续不断的文化交流，是以一方输出为主而另

一方输入为主为特点的。这种情形可以追溯到原始文明缘

起的时代，一直持续到江户锁国。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历史

中，中国一方更多地带有母本的色彩 P & Q。事实表明，中日两

国的文化发展是先后沿着极其相似的道路前进的。就一般

而言，日本文化的发展仿佛是稍早些的中国文化的非机械

性再现，如同平静的池塘为掷入的石块激起的一旋旋不息

的涟漪。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便不难理解，作为社会的文化、

情趣反映的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总体上的相似性与继承

性。如都为自然山水园、以山石为主体、水面的不规则形、池

岸的曲折有致、岛屿桥梁划分出水面的诸多层次、水口的含

蓄处理等等。

$ 两枝花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中日两国园林无论是艺术旨趣、

造型风格乃至具体的景物配置方式抑或是花木修剪等诸多

方面趣味迥异，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主要是由文化交流

及两国人民的世界观、自然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引起的。

$% # 文人园与宗教园

中国园林属于文人园，在这里不再赘言。为什么说日本

园林属于宗教园呢？这亦与文化交流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世界

文化交流中，最不受国界、种族羁縻的是宗教思想的传播 P + Q。

加之禅宗所提倡的心性本净，佛心本有，觉悟不假外求，否

定礼仪和读理，不重礼佛，强调悟性，推重实践等特点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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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当时日本人民所景仰、憧憬的先进的中国文化。所以

日本人以极其隆重、顶膜礼拜的方式接受了佛教和寺庙园

林。

但是中国宗教建筑往往由“舍宅为寺”而成，所以中国

的宫室、府邸与寺庙在型制和形式上不存在根本的差别，这

样，寺庙园林与住宅园林的区别也不会很显著。而日本则完

全不同了，虽然在日本，也有过类似舍宅为寺的事件，然而

日本佛教的推广和提倡是以圣德太子的《国分寺建立诏》开

先河的。在此诏书中，圣德太子明确提出要“天下诸国个敬

造七重塔一区”，“其建塔之寺，兼为国华，必择好处，实可长

久”，还施封各寺土地与人民，与中国的“舍宅为寺”大相径

庭。事实上圣德太子和苏我氏的朝廷，为了提倡佛教，曾从

朝鲜招用了大批僧侣、佛画、佛像以及建筑寺院的专家，耗

用大量的国家经费，建筑了远较当时日本建筑文化水平高

的四天王寺、法兴寺、法隆寺等结构复杂、极为壮丽的大型

寺院 0 + 1。佛教势力在日本的突然形成和壮大，使寺庙建筑和

园林自成一系地得以发展，然而当佛教思想的流布之广到

了贯穿于日本民族个性的时候，佛的思想、活动就与普通人

的生活、文化密切相关，佛寺园林的一些特征开始出现在普

通的住宅与皇家园林中，日本园林从而走向宗教园。

同时，亦是日本的民族个性中宗教精神过甚的缘故，使

得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就园林设计有否成法的问题上走了

不同的道路。中国园林造园的主导思想是避开嚣烦，寄情山

水，因而园林自身必然是师法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成为中国园林的唯一理想目标，但自然是千变万化，形态万

千的，“园有异宜而无成法”就成为造园家们不断创新的思

想基础，也成为品评园林优劣的一个衡量尺度。中国是“三

玄”的故乡，又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自然许多神秘主义的禁

忌、条例便会产生和流传下来，不过，在日本类似的禁忌和

规矩已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行为约束体系，造园艺术在

这样的民族心理影响下必然也带上了许多神秘的“意义”，

受着许多禁忌的左右。平安时代的寝殿造庭园就已带有浓

重的程式化味道，随着日本造园艺术的发展，成法越来越

多，终至每一石组都有一定律可循，有一定条例可依，沿池

一周的每一曲折，延伸都由一个程式化的构图原则束缚着。

所以，我们不能说日本园林的成就不高，它确具荡人心怀的

惊人魅力，也不能说日本的园林各自个性不突出，而应说其

共性的表现很突出。

#$ # 人工见自然与自然见人工

对意义的认识，或对景观意境的把握，首先建筑在人的

自然观的基础上，明确了自然观的不同无疑是找到了理解

景与意境的源泉。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传统，即把人及人的力量

纳入自然之中。中国人的一切行为都流露出趋附天地运转

规律的倾向。而日本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自然观起源于蔑视

太阳和大地的神道，这种神学引导他们旁观着自然，即冷静

地赞美和欣赏大自然却从不企图介入、适应或影响自然的

进程。经历了禅宗文化的冲击后，他们又赋予旁观自然的态

度以更深一层的意义：通过心灵与自然沟通而进入个人的

反省之中。可以说，中国人用人为的力量再现了自然的美，

而日本人则通过对自然美的塑造发现了人自己。因而，中国

园林达到的效果是“人工见自然”，而日本园林达到的效果

则是“自然见人工”0 2 1。

日本民族性的自然观也改变了日本民族的空间观念。

中国人的室内外活动是决对的，而由于日本人以十分淡漠

的态度看待严寒酷暑，他们的室内外活动是相对的。日本人

不仅继承了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传统，并且还把它带到了

室外。日本人的室内外相应活动使他们的室内外空间具有

同化的趋向。大量府邸遗址表明，日本住宅往往室内空无一

柱；善用软隔断：围护结构薄而透明；并设置外廊作为室内

外空间的对话舞台，它既是室内又是室外，这种两元的空间

被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命名为“灰空间”，所有这

些都为我们勾勒出日本人的内、外空间感受：赞美和欣赏大

自然，却并不企图改变自然，人类的户外活动并不意味着对

严寒酷暑的畏惧，因为室内同样也是裸露在大自然中的室

外。中国则是高墙大院，土坑暖阁，一遇恶劣天气，掩上门

窗，便与外界隔绝。唯用亭、廊向自然开敞，却往往只作歇

息、登临、流通之用。总之，由于中国人对自然又敬又畏的态

度，使得空间使用泾渭分明，不若日本往往实施空间的“多

用途共融”0 3 1。

% 本木与接木

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本木与接木的关系在中国的无水

不园与日本的枯山水园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应证。

中国园林“山以水为血脉”，穿池掘沼为造园之先。苏州

网师园西部殿春(小庭中，虽已不能有池沼涧溪之设，然而

“涵碧”之泉的开凿，即存“水贵有源”之意，与大池一脉之水

形成遥相呼应的整体，绝处逢生，救活了这一无水之园，可

见中国园林达到了“无水不园”的地步。

日本早期的池泉庭园、寝殿造园林也继承了中国园林

的这一特色。但枯山水园与枯山水手法的存在，与中国的无

水不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无怪乎有人断言，枯山水的手法

“完全不是将中国园林作为其根源的”。我并不赞成这一观

点。《梦窗国师年谱》中揭示，洪隐山之景的产生显然源于中

国宗教故事的启迪，而之所以在这无水之地要以水为对象

构景，则是受了苏东坡诗句的影响 0 3 1；构筑枯山水与李渔

“天然图画”的意图亦基本相同，都着眼于以小拟大的缩景

手法，中国文人园中普遍运用的独立石峰也与之处于同一

水准，因为它们都是以一石见全峰思想的产物。这些都暗示

了室町以后日本艺术的一个特色，即虽已很难从中国直接

找到一个可信的母本，却总是寓育着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

的种种关联。善于学习而又不盲目学习的民族特性，终于使

日本园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水准""以

龙安寺方丈石庭为标志的平庭枯山水。它借鉴中国水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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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画的表现技法，以岩石、白砂、青苔等作素材，运用象征主

义、抽象主义的表现手法将此三者巧妙组合起来。不着一草

一木却能摹写、容纳大千世界的自然万物。依赖于造型又不

拘囿于造型，不以形似取胜而以意境见长，这便是它的彻底

性。它的素材越单纯，旨趣越彻底，它所能表现的内涵也就

越丰富。

可见日本庭园艺术有借鉴中国园林的地方，又有高于

它的地方，这与生物学的嫁接培植在方式、结果上都有惊人

相似之处。较之中国园林，日本园林在现代受到较多的青

睐。为什么？还是看看枯山水，赋予不同形态的自然石以不

同的意义，是它的产生根源，日本还对石形进行科学的分

类，而类似的对石分类在中国就稍欠严密，因为中国的造园

家更多地靠揣摩、测度先例、画理来丰富自己的见识。中国

造园强调“三分匠，七分主人”，自然不需代代相传的专业工

作者，偶尔有，亦被称为匠人，地位极其低下，不象在日本产

生了“山水河原者”这样的社会阶层。梦窗等被尊为国师，潜

心研习，久之则产生了科学化的技术体系，加之其素材的单

纯性和旨趣的彻底性很投合强调量化、分类、单纯、概括的

现代口味，而中国园林却是通过复杂多样的素材，造型和布

局浓缩局部自然景观，其意境虚无飘渺，这些对烦躁、急于

求成的现代人来说似乎是太难了。再加上两国经济实力、宣

传力度等方面的原因，局外人将日本园林作为东方园林的

代表亦不足为奇了。

# 结 语

由上，我们得到，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是同一枝干上的

两朵花，中国是本木，日本是接木。虽然，本末不可能倒置，

中国园林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特色不可能被轻易抹

杀。但在全球文化交叉互融的浪潮中，某种文化没有很好地

坚持特色，发挥特色，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很难说它不

会被相近的，强有力的文化光辉所遮蔽。这即是中国园林的

危机所在，每个专业工作者直至每个国人都应对此危机有

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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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与“人 2 境”

系统关系探究

吴祥艳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 &,,,81）

刘冬云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 保定 ,*&,,&）

$ “人 2 境”系统

研究园林如果仅限于从园林空间本身去探索其相互关

系的“本体论”，是苍白无力的，从园林“本源论”去揭示园林

功能特性与空间结构形态间的因果必然性及其反馈、映射

关系，提炼和发现两者之间的规律性、并加以定量化的反应

及形态表现才有说服力。园林之源为何？笔者认为：造园活

动之本质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人类的任何创造性活动都隶

属于“人 2 境”系统，故园林之本源是“人 2 境”互创系统。

$% $ “人 & 境”互创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之本源

“人 2境”互创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 3&4，

对该命题作一个泛化解说——— “人”是以“人 2 境”图式创造

自己的，“境”是以“人 2 境”图式创造“人”的，人类的任何创

造性活动都存在于“人 2 境”系统中。劳动是“人 2 境”系统

得以存在的、发展的动因，而劳动过程的本质是主体的客观

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相统一的过程，它如同一把两头锋利的

雕刀，一头雕刻着自然，变自在状态为自为状态；一头雕刻

着人类，变“感性生物人”为“感性——— 理性——— 实践人”。

“主体——— 工具——— 客体”的运作过程是任何劳动过程的程

式化的表现。主体即人，客体即自然界，工具则包含着有形

的实体工具和无形的科学技术，这三者是劳动过程得以延

续的三大流变因素。三大流变因素即分立又联合的架构和

态式，具体而又奇特的体现着宇宙系统的运作规律——— “宇

宙全息统一律”。其中的系统理论认为：宇宙整体上看是处

于永恒、循环往复之中；任一子系统的发展过程都是系统发

展史乃至宇宙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是其简略而又迅速的重

摘 要：

探讨园林本源——— “人 2 境”互创系统对发展现代生态园林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在分析“人 2 境”系统时空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园林与

“人 2 境”系统的关系：即园林是“人 2 境”系统的子系统，它既具有“人

2 境”系统的全部特征，又具有区别于其他子系统的空间环境“场所

性”特征。

关键词： 园林；“人 2 境”系统；场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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