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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虎纹样自古至今倍受服饰设计青睐袁春秋时期楚地龙凤虎纹锦尧汉代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锦尧明清时期补子上的彪绣尧近世民间的艾虎五毒纹绣袁无一不体现虎纹与中国衣文化的密
切关系遥 欧阳巨波尧欧阳雨梦合著的叶中国瓷上虎文化曳渊中国美术出版社袁2016冤虽研究的是硬质
材料上虎纹及虎文化袁但对软质材料纺织品上的虎纹研究极具艺术造型价值遥 张贤根教授以美学
家的视角去解读叶中国瓷上虎文化曳一书中的大量虎纹信息袁对服饰设计界有野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冶之妙遥 另外袁纺织服饰中的虎纹研究尚属空白袁编者借此文为纺织服饰界投石问路袁以期学界
重视此一选题遥

民族审美趣味与时代精神之气
要要
要读欧阳巨波尧欧阳雨梦的叶中国瓷上虎文化曳
张贤根
渊武汉纺织大学 时尚与美学研究中心袁湖北 武汉 430073冤
对珍贵与稀有器具与文物的收藏、
鉴赏和研究，无疑是一个极有意义又迫不及待的文化使命。作为
百兽之王，
虎早已被描绘在古代的不少青铜器上，
后来又在瓷器上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在现代，老虎的图案
与形象也时常出现在服装与时尚的设计之中。欧阳巨波、欧阳雨梦的《中国瓷上虎文化》，
将中国历代绘有
虎图案的瓷器加以分类与整理，并给予了较为详尽的考证、梳理与针对性阐释，这既填补了国内该主题系
统收藏与研究的学术与文化空白，还对民族审美趣味与时代精神之气的独特关联给予了富有创造性的揭
示与阐发。因此，
该书的出版对于艺术收藏、
学术研究与审美文化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难能可贵
的是，
该著作还可以看成是一种关于虎这种濒临灭绝动物的图像志，它似乎在提醒与告诫人类，千万不要
为了自己的欲望、奢华与虚荣而掠杀各种动物，从而成为当代艺术、时尚与文化界反皮草运动的一个脚注
与警示录。
虎纹瓷器；
民族审美趣味；
时代精神之气；生成性关联

对珍贵与稀有器具与文物的收藏、鉴赏和

与文化研究，
其实无不是对民族精神图式及其

研究，无疑是一个极有意义又迫不及待的文化

内在特质的视觉表现，并将特定时代的审美情

使命。作为百兽之王，虎早已被描绘在古代的

并由此彰显出
趣与精神之气贯注与渗透其中，

不少青铜器上，后来又在瓷器上得到了生动的

与民族、时代相关联的审美意义与文化旨趣。

表现。在现代，老虎的图案与形象也时常出现

（中
欧阳巨波、欧阳雨梦的《中国瓷上虎文化》

在服装与时尚的设计之中。但无论是艺术创

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6），
将中国历代绘有虎

作，还是器物设计，以及与之相关的审美鉴赏

并给予了较为详
图案的瓷器加以分类与整理，

2017-02-1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ZX121）
中华美学学会会员，
欧洲美学
张贤根，博士、
教授，
武汉纺织大学时尚与美学研究中心主任，
湖北省美学学会秘书长、
副会长，
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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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考证、梳理与针对性阐释，这既填补了国
内该主题系统收藏与研究的学术与文化空白，
还对民族审美趣味与时代精神之气的独特关
联给予了富有创造性的揭示与阐发。
应当说，审美趣味既与民族精神、个人气
质密切相关，同时又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社会
与文化语境。在原始社会，古代先民对自然神
秘感的虔诚与敬
畏，演变为一种图

图 2：
东汉末年越窑青瓷虎子

腾崇拜与信仰旨

了，
而那些颇具历史感的文化符号得到了关注

趣，而动物往往成

与强调。作为一种虎文化样式与独特的文化符

为了这种图腾崇拜

码象征，瓷上虎纹饰还充当着符咒、护身符与

的指向之物。而且，

辟邪镇妖的作用，
并承载和深藏着相关于民族

传说与神话成为了

与民间生活的历史与文化特质。

心理与情感象征表

不同于西方的绘画与艺术，中国艺术不仅

达的文本与话语，
这种表达却离不开
色彩、线条与形式

强调一般的视觉与审美表现，还特别突显意
图 1：宋末初磁州窑系白釉黑花虎
纹梅瓶残片

象、
意境与民族精神特质的生成性关联。作者
独特地揭示与阐
从艺术史的精神性特质入手，

的表现与传达（图 1），以及中西各种艺术与设

释了虎纹瓷器所彰显出来的气。在庄子那里，

计手法及其对话与相互交织。其实，
“人们所观

气是一种关切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且，精神

因
察到的艺术品是对一种文化的有形的表现，

之气与格调、风度相互生成为气韵，气韵生动

此，是依据该文化的视觉表征习惯建构和表达

则处于谢赫所说的
“六法”
之首。在欧阳巨波、

的一种精神。” 通过特定赋形及其审美趣味，

欧阳雨梦看来，
“他们把虎作为本民族的保护

表达与之相关的民族精神是艺术与设计的根

神或祖先而虔诚地膜拜，认为老虎是神物，是

本性诉求。这里所说的审美趣味指情趣、兴味、

有灵性的。”[2]土家族为古代巴人后裔，
自称是

好尚与品位等，它们都是艺术与审美不可或缺

“白虎之后”
，至今仍保持着白虎图腾崇拜的风

[1]

的精神性关联。

俗。作者认为，
东汉末年虎瓷器造型古拙质朴、

在审美趣味的生成与建构上，各民族与个

沉雄浑厚与自然天成，
洋溢着的其实正是具有

体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精神与文化特质。一般来

。通过大写意与气韵
汉文化特质的
“动势之气”

说，所有艺术与设计都不乏独特的情感与精神

表现，静态的虎子被注入了一种冲力感，从而

诉求。在柳宗悦看来，亲切感乃是一切工艺之

透露与彰显出一种内在的生命活力，
以及得道

美的情感之所在。考古发现，瓷器上的虎纹饰

成仙与海纳百川的宏大气象。

最早出现于东汉末期的青瓷虎子上（图 2）。研

实际上，虎纹铜镜在汉代就出现了，这种

究表明，虎纹饰的形态、神情以及艺术气韵等，

具有动势趣味的虎形象与东汉末年的时代精

都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等，以及民众

神状态分不开。在东西方的通俗象征及其建构

心理与情绪的折射，无疑可以说都有其鲜明而

之中，民间艺术与传统往往都成为了语境性的

又独特的历史性特质。但随着设计与生产年代

奠基，
但东西方对器物与图像文本的理解与阐

的过去，器物的实用性难免被悬置与掩盖起来

释又有所差异。魏晋南北朝也是瓷上虎纹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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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子最流行的时期，但时代精神之气的特质与

以超越的某种完美性。苏轼所倡导的意气、神

表现在各个具体阶段又有所区分。不同于两汉

似与象外之象，在北宋磁州窑虎纹饰（图 4）上

经学，魏晋玄学这种新道家开启了儒道互补的

得到了生动有趣的体现。

士大夫精神。如三国的“英雄之气”，
就与那个

应当说，瓷上绘画虎纹饰始于北宋而盛行

时代豪迈之英雄气概相呼应。西晋的“放达之

于金代，金代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王

气”与竹林七贤自由、飘逸的魏晋风度的关联，

朝。在金代，
虎纹画风粗犷、
质朴与淳厚，
独特

以及东晋的“朴素之气”
、南朝的“稚憨之气”

的
“粗放之气”
映射了少数民族的精神与文化。

等，它们无不与其特定时代的精神特质分不

毫无疑问，
各个民族或族群关于虎纹饰的创意

开。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已经全面介

与设计，
都以其特有的流行样式与风格显现在

入与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各时代虎纹

瓷器上，
并与其他民族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经验

瓷器上的包浆、瑕疵与残缺，遮蔽与显露的正

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
早期的民间神话与

是当时的日常生活与人的生命感。

传说都是承认万物有灵的。在泰勒看来，灵魂

甚至可以说，任何民族与时代的精神图式

观念是宗教

和文化特质，总是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在艺术与

信仰发端与

器物设计上。如在唐代中晚期，瓷上虎纹呈现

赖以存在的

出的“感伤之气”，
无疑是与当时由盛而衰的国

基础。如元代

势相联系的，也是对当时那特定的日常生活与

瓷上虎纹饰

民间文化的艺术与审美回应，而这又与初唐尤

的“豪放之

其 是盛 唐 气象 形

气”
（图 5），画

成 了明 显的 对 照

风就与当时

与视觉差异。除此

文人画家受

之 外，
“……在 社

道家影响而形成的不拘形似、平淡天真，有异

会领域，作为身份

曲同工之妙。明代瓷上虎纹的艺术与审美风

的标识，特定器型

格，还可以细分为“雄猛之气”
、
“威风之气”、

和特定人群、品味
相称。” 在宋朝
[3]

图 3：南宋吉州窑黑褐釉虎皮斑彩捏
塑小老虎

时期，虎纹在艺术与审美上表现出了“平和之

图 5：元代吉州窑釉下彩绘捏塑小老虎

“柔弱之气”
、
“悠闲之气”与“萎靡之气”
，作者
将这些既关联又区分的“气”分别对应于宣德
期、
空白期、
成化期、
弘治期与正德期。

气”
，此时诗、书与画的关联与结合得到了肯定

考虑到由于与福谐音，
虎在民间被赋予了

与强调。在南北宋时期（图 3），
出现了大规模的

吉祥与喜悦的寓意与隐喻。还应当看到，元代

瓷器设计与生产活动，陶瓷艺术达到了后世难

的瓷器设计还吸收了蒙古族与伊斯兰的元素
与文化特质。与官窑相比，
民窑在样式上往往
多了随意而少了拘谨。作为民间瓷窑，
民窑在
时间上特指民国以前，尤其以明、清两个朝代
最为兴盛。但在艺术史上，
任何绘画与图像的
意义都难免被误读与曲解。譬如说，
“晚明的理
学家们也认识到图像会有被误读的可能，
这种
情况下任何制造它们的崇高意图都可能会被

图 4：北宋磁州窑绿釉白地黑花吴彩鸾与文萧骑虎瓷枕

[4]
推翻。”
因此，
一切读图与图像学研究都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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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性的与开放性

制与绘画的构图上，又通过肌理、质感与色泽

的，并在不同的艺

得到了生动与贴切的表现。与此同时，
通过基

术与学术对话里来

于特定语境的历史性叙事，
虎纹还与各种器形

回应各种可能的误

发生着独特的审美与文化对话。而且，
那些身

解。在该著作中，
清

怀绝技的艺术家与民间艺人，
将自己的人生际

代的瓷上虎（图 6）

遇与精神状态映射在作品之中。应提请注意的

纹则被细分为“游

是，
“每一个文明时期也这样创造着其独特的

闷之气”、
“ 郁闷之

[5]
不可能重复的艺术。”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虎

，
气”与“精进之气”

纹的“萧杀之气”给人一种杀气腾腾与毛骨悚

并给出了与具体时

图 6：清代乾隆粉彩吴彩鸾与文萧
骑虎大盘

然的恐惧感与心灵震撼力。但只有还原到当时

相关涉的细致描述。但还应注意到，清代的宫

现代被程式化的描绘加以祛蔽，才能让器物及

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已形成了明确的分野。

其意义本身的建构与显现成为可能。不仅如

虽然说，人们的审美情趣与品味一般是比

此，
相关于时代精神之气的收藏品还在很大程

较稳定的，但它们仍然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在地

度上，规定了那个时代艺术与审美的时尚感与

性的变化。到了

流行性特质，
这些独特的形制与图像甚至可能

民国，
“怒吼之

在跨文化传播中获得世界性认同。

代分期和重大事件

气”是那个时期

的生活方式与地方文化，并对来自过去而又在

在本雅明那里，向过去的跳跃并非历史的

瓷上虎纹 （图 7）

倒退与复古，而是一种当下与过去的相遇，在

表征出来的审美

这种相遇之中，
奇异的历史想象力被激发出来

与 精 神 状 况 ，显

了。在《虎跃：
时尚的历史》中，
雷曼以本雅明于

然也是与抗日、

“虎跃”概念，
20 世纪 30 年代借鉴的
来表明时

救亡与民族图存

因此具
尚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元素以改变现实，

的精神气节分不

有辩证的、聚合的与革命的意义，从而凸显出

开的。在瓷器的

图 7：民国汪少平新粉彩老虎图水盂

时尚的当代性特质。而且，本雅明所说的“虎

收藏与研究上，人们虽然对民国的关注不如对

跃”不仅对历史演进的线性观点进行了批判，

其他时期那么重视，但作者依然很看重民国瓷

同时还意味着被封存的、凝固的静止过去以令

器及其文化意义的探究。更为重要的是，艺术

人震惊的方式呈现。改革开放后，瓷上虎纹的

家与设计师往往还会刻意借助器物与形象来

“王者之气”
表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历来老

表达恐惧、愤怒与反抗等情绪，旨在对所在时

虎难画，后来大都难以甚至没有达到汉代的艺

代的社会问题、精神危机与文化症候加以反思

以图文并茂
术成就。该书通过具体的文物实证，

与批判。应意识到，任何艺术与设计作品都不

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方式，系统介绍与阐释了中

乏相关于时代的精神诉求与文化态度，因此，

国瓷上虎纹饰与虎文化，力图使广大读者与收

新中国建立后，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尤

藏爱好者对虎文化艺术品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瓷
其是，在大跃进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瓷器的实用、装饰与

上虎纹的“哀吼之气”成了民族与国家处境险

审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由视觉而通达意义是

恶与命运多舛的现实写照。

审美文化当代建构不可或缺的生成论路径。事

形
这里的互文性，既表征在器具的造型、

实上，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视觉表现的描述

服饰与传播：
新书推介

53

与表达上，而是力图经由图像而揭示文本的意

异与区分，
以及器物的能指与所指及其严格对

义与趣味及其生成。在此还要注意到，
如果说，

应的问题，
仍然有待于人们基于对二元分立困

经典图像面临着从刺激物或对话客体，被物化

境加以解构的深入研究。而且，
“无论在道教、

为符号以表征相同意义的偶像的可能，
“那么，

佛教还是萨满教信仰中，虎都是宗教崇奉的对

图像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恢复这个刺激因

[7]
象。”
在这些由气所规定与生成的历代瓷上虎

素，赋予这些已死形象以对话的力量，赋予已

纹饰，
不仅揭示与敞开了各个特定民族与不同

死的隐喻以新生，尤其是充斥于自身话语之中

时代的精神之气，
更表征出中华民族这个多民

的隐喻。” 这些虎纹饰瓷器的作者，既有各时

族整体不可分割的精神与文化完整性。在艺术

代的著名艺术家，如明代的丁云鹏等，还有许

表现与审美过程中，瓷器的趣味体现在装饰着

多并不知名的民间艺人。要注意到，比拟与隐

的传统图案与及其象征上。

[6]

喻被广泛地用于瓷器与虎纹饰的表现与阐释

作为古代“五大发明”之一，瓷器不仅是中

之中。在被看成是镇宅、驱邪与祛灾的神灵符

国独特的艺术与设计样式，
还以象征性符码产

码之外，瓷上虎文化的建构还将对人们文物保

生了世界性的艺术与文化影响。在中国瓷器史

护意识与文化自觉的增进有所助益。

上，
瓷上虎纹饰的姿势与神态各不相同与不可

通过审美观照可以发现，生肖虎的象征意

相互替代，
它们从各自的视角与层面彰显着特

味在瓷器上表现得各式各样与淋漓尽致。还要

定的时代精神与气韵。实际上，
虎是中华民族

关注的是，赋形、艺术图像与民族性此在的相

的远古图腾与吉祥之物。在黑格尔看来，时代

关性，其实正是康德美学所关涉的人类学特

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
同时

质。在艺术与美学史上，社会习俗、文化旨趣与

也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但这种

艺术象征及其相互关联由来已久。在泛灵论的

时代精神之气，往往又以其特定的历史性与文

思想与文化语境里，与社会习俗相关的艺术象

化特质，
在各个艺术家与民间艺人身上得到了

征符码不乏私密性与仪式感。重要的还在于，

一种基于民族
差异化的表达。值得提到的是，

该书不仅是一部阐释与研究虎文化尤其是瓷

性特质的艺术与时尚文化，无疑是在与其他民

上虎纹饰，
以及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与品

族文化的交流中表现自身的，
并由此与不同民

鉴的著作，
它还是集历史性、艺术性、学术性与

族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发生对话与互文。

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化读物。在这里，民族审美

除了表现在瓷器上之外，虎纹饰还被广泛

趣味是与民间神话和传说分不开，同时也离不

地借鉴到各种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之中。而且

开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与人伦诉求。对民族

要意识到，
象征主义与民间传统及其叙事相关

精神图式与文化特质的关注与揭示，是艺术、

联甚至密不可分，
这种象征符码总是经由特定

设计与审美文化建构的一种重要诉求，而这种

的能指指向所预设的所指，
而严格对应的消解

揭示和阐释又与审美经验及其历史性难以割

又为符码的解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性。还应

舍。

当说，
“虎形象和虎文化已经深深渗透到中华
对笔墨与线条的充分强调，显然是中国绘

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里，反映在各种生

精神
画艺术独特的精神特质。在黑格尔那里，

活中，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缩影。”[8] 特别

哲学试图通过对理念的规定与确立，从而使得

是，
儒道禅分别从社会性、
自然性与心灵性，规

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得到某种具体化，而艺术作

定了艺术、设计与审美的内在精神与文化特

品就是被贯注了生气与心灵化的文化生成物。

质。如在唐代，儒道禅并立甚至还彼此交织地

但应当看到，各个时代器物及其精神之气的差

嵌入到了器物意义的生成中。在当代，不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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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已呈现出历史

与系统整理，
以及当代审美与文化重构的基础

性、开放性与生成性的特征。在艺术与审美人

上揭示民族性的独特意义。

类学看来，美本身就相关于族群与民俗而生成

在这里，
只有不断促成民族的自我认同与

与存在，以及通过在地性的艺术与设计而得到

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才能使民族艺术、设计

审美与文化建构。

与审美文化受到世界性的关注，
进而在这个全

在瓷器及其虎纹饰上，各个不同民族的艺

球化的多元文化语境里，
促使与推进那些具有

术、审美与文化对话得以实现。但在关于器物

民族文化特质的艺术与文化的当代重构。还应

的表现、设计与审美过程中，质料与形式的概

当充分意识到，当代民族艺术与设计的重建、

念模式及其二元分立的问题与困境，亟待解构

传播与审美接受，
无疑是民族文化自信建构与

与消融在东方艺术、审美与文化的非形而上学

世界性认同的基础。在欧阳巨波、
欧阳雨梦的

语境里。应当看到，瓷器外形设计虽然大都源

著作中，艺术、收藏与研究的密切关联性得到

于自然万物，但随着设计的审美与装饰技巧的

了关注与强调，并旨在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

多样化，瓷器的功能与实用性往往被悬置与遮

里实现当代重构。正因为如此，
该书的出版对

蔽起来，更多地在收藏里被看成是具有历史感

于艺术收藏、
学术研究与审美文化建构都具有

与文化沉淀的艺术品。与此同时，设计的文化

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难能可贵的是，该著作还

多样性既关联到造物与形制的历史性变化，
同

可以看成是一种关于虎这种濒临灭绝动物的

时还涉及到不同族群与阶层的差异性特质。在

图像志，它似乎在提醒与告诫人类，千万不要

设计过程中，
拟人化与民俗化的手法都得到了

为了自己的欲望、奢华与虚荣而掠杀各种动

充分的借鉴衣移用，但不同创作者所设计与制

物，从而成为当代艺术、时尚与文化界反皮草

作的样式、风格与趣味又有所差异。在器物设

运动的一个脚注与警示录。

计与鉴赏之中，托物言志、寓情于物生成着民
族审美的精神与文化特质。
以
显而易见，器物既可以为人们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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