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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漆器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也

是中国漆艺史上的一座高峰。研究楚漆器艺术不

仅可以丰富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的内容，也可以

为当代艺术与设计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借鉴意

义。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随着全国范围内楚墓

的不断挖掘，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陆续出土了

大量精美绝伦的楚漆器文物，随之而兴起了楚艺

术的研究热潮。其中，楚漆器艺术就是楚艺术的

杰出代表。然而，学界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历史考

古或艺术现象的层面，而缺乏对艺术现象背后审

美意味的深入剖析，也难以综合把握艺术形式与

审美意味间的逻辑关系。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

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楚漆器艺

术现象对研究对象，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

角，积极引入西方成熟的艺术理念与方法，如苏

珊·朗格的艺术符号论，深入探究楚漆器艺术的

审美意味，以及与之对应的符号形式构成。

一、楚漆器艺术：“有意味”的符号形式

楚漆器，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它是先秦楚

人创造的一种区域艺术形式，广义上来看，它是一

个文化范畴，凡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的漆器样式

都可称之为楚漆器。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是战国

时期曾国墓，但地处于楚国边缘，深受楚文化的

影响，故而其出土的漆器艺术风格也都呈现出楚

艺术的风格特征，自然也被列为楚漆器的范畴。

在地域上来看，楚漆器的出土范围非常广，东到安

徽、江浙一带，西到四川，北到河南中部，南至湖

南地域，都陆续有楚漆器的出土。出土楚漆器地

理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湖北省境内出土楚

漆器最多，其次是湖南和河南。在时间维度上来

看，楚漆器的时间跨度基本上包括西周、春秋和战

论先秦楚漆器符号的审美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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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其中，现存的楚漆器文物主要出土于战国

时期。所以，一般学界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战

国时期的楚漆器文物艺术上。

 楚漆器艺术深受原始巫文化的影响，在艺术

形式上呈现出奇幻而浪漫的风格特征。在漆器造

型上，楚人广泛采用夸张、变形和互渗等手法营

造出神秘和诡怪的艺术效果。最典型的就要算镇

墓兽了，图2所示为一件双头镇墓兽，它由底座、兽

身和鹿角三部分联结而成。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兽

身的原型为何种动物，或许是由于对兽的变形太

多而难以辨认。〔1〕在兽面上，眼睛巨大突出，舌头

垂下直至颈脖，头上直插巨型鹿角。整体造型极

其夸张，兽面变形已面目全非，营造出一种怪诞、

恐惧的效果。这种漆器造型还有一个重要的形式

特征，那就是多重审美意象的互渗，如这件镇墓

兽就是鹿与兽的结合。像这种构成的漆器样式非

常普遍，如虎座飞鸟、辟邪凭几、鸟人、鹿角立鹤

等，这种意象的构形手法与楚地土著人的原始思

维有密切的关系。列维·布留尔说：“在原始社会，

存在物和现象的出现，也是在一定神秘性质的条

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神秘作用的

结果。它们取决于被原始人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

来想象的“互渗”：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

用等等。”〔2〕不同意象之间虽存在时间与空间的

分隔，它们却可以通过“互渗”原理，实现不同意

象间的神秘联系。在漆器图案上，飞扬流动的线

条勾勒出了图案的运动之美，若说中国传统书画

艺术有重线条、重气势的传统，这种传统最早可

能要追溯到楚漆器的运动图案之中。宗白华曾说：

“中国绘画的渊源基础却系在商周钟鼎镜盘上所

雕绘大自然深山大泽的龙蛇虎豹、星云鸟兽的飞

动形态。”〔3〕这种飞云流转的线条不追求对现实

自然的模仿，而是表现出了自然意象的神韵，这种

重“神”的手法也对魏晋时期人物品藻中的“传

神写照”和后来的“气韵生动”之美产生了重要

影响。在漆器色彩上，楚人用红黑二色的对比和

华采陆离的颜色铺陈勾勒出了一个光彩绚丽的世

界。楚人的这种设色规律既不符合道家重“朴”

贵“素”的美学风格，也超越了儒家的“五色”伦

理体系，它是兼容并蓄的楚文化综合影响下的结

果。  

楚漆器艺术的浪漫主义风格是独树一帜的，

也是显性的，而其背后的审美意味却是隐性的，

它需要艺术鉴赏者结合艺术符号的语境，才能领

会其中的神秘意味。根据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

观点，楚漆器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他说：

“假如我们能找到唤起我们审美情感的一切审美

对象中普遍的而又是它们特有的性质，那么我们

就解决了我所认为的审美的关键问题。”〔4〕审美

对象中普遍的而特有的性质是什么？不是审美形

式，而是形式背后的审美意味。所以，贝尔回答说：

“可做解释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意味的形

图1：楚漆器出土地理分布图

图2：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双头镇墓兽，取自湖北省

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江陵雨台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36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ZHONGHUA  WENHUA  LUNTANZHONGHUA  WENHUA  LUNTAN

式’。”〔4〕楚漆器艺术那夸张的造型、互渗的意象

特征和醒目的红黑二色对比显然不是对自然世界

的模仿，而是诠释着楚人超越生死的生命意识与

宗教情感，情感本质上也是生命的集中化表现。

楚漆器艺术背后的生命意味是理解楚漆器艺术的

关键。刘纲纪说：“楚漆器艺术非常注重情感的表

达，这种情感带有原始的风味，它是同楚人对自然

生命的热爱直接结合在一起的。”〔5〕楚人情感的

表达就是漆器艺术背后的审美意味，它是楚人生

命观的反映。皮道坚也在《楚艺术史》中说：“楚

漆器艺术品的造型和纹饰非常活跃生动，它与楚

人对生命运动形式的喜好，对生命活力的崇尚有

关。”〔6〕生命情感的意味是蕴含在楚漆器艺术现

象中的内核，而楚漆器形式是这种生命意味的外

在表现。用苏珊·朗格的符号学观点来讲，情感与

形式就表现为艺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层面。

从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论来审视先秦楚漆

器艺术，可以充分把握住楚漆器艺术中形式与情

感这两个关键点，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诠释艺术符号中的情感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借鉴

朗格的“生命形式”论来认识楚漆器艺术形式表

达生命情感的方式，从而领悟到楚人生命情感与

艺术形式的内在逻辑。

二、楚漆器符号中的情感意味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作品包含着情感，它也

就是一种生命的形式，情感就是一种集中、强化了

的生命。楚漆器符号中的生命精神主要体现在情

感的表达上。由于楚文化的开放性、辩证性特征，

楚人的生命情感表现是复杂而混沌的。楚漆器艺

术表现出来的情感特质主要包括宗教情感与自然

情感。

（一）宗教情感

尽管一般的艺术符号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

表现出人类的情感，但具有原始风格的楚漆器艺

术，却集中宣泄了楚人浓厚的生命情感，这种情

感的丰富与炙热是西方雄霸上千年的模仿艺术

传统所不能比拟的。难怪乎19世纪末20世纪初萌

发的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等抽象艺术流派积

极倡导向亚洲、非洲等地的原始部落艺术汲取营

养，因为原始艺术中承载着人类丰富的情感内容。

楚漆器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受到江汉平

原土著文化的影响，巫术、宗教和神话的交织融

合对楚漆器艺术的形式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形成这种影响的内核就是泛宗教情感的表达。

所谓的泛宗教，意指它不同于基督教、佛教

和伊斯兰教等成熟的宗教形式，楚宗教没有固定

的神灵信仰，是典型的自然宗教特征，巫术活动、

神灵信仰和神话传说共同构成了楚人的宗教信仰

体系。其中，原始巫术构成了楚宗教的重要特征。

《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国语·楚

语下》中讲述了“绝天地通”的故事：“古者民神

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

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

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

巫。⋯⋯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楚人尚巫的习俗

在楚文献中有大量记载，《楚辞》中的“灵氛”、

“灵保”都是巫师的代名词，《九歌》篇就是记录

巫师祭巫鬼、降神灵的乐曲。在这些巫术活动中，

巫师凭借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与自然的斗争，从

而获取人类的祈福与发展。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

是人类的情感活动。在人类没有形成对世界的理

性认识时，情感成为了人类的本质力量，巫师就

是凭借浓厚情感的想象，实现升天入地的生命活

动。也正是凭借情感的作用，巫师能够绕开科学

思维中的因果律和矛盾律，而实现不同事物之间

超越时空的联结。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就是

用主观意象、语言、行动而宣泄了强烈的情感经

验。情感宣泄是宗教活动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

看到的楚人巫祭活动中乐舞的摇摆、五色的铺陈

和各类抽象意味道具的陈设都是基于宗教情感的

渲染，只有在这种“迷狂”的情感状态下，巫师才

能够获得神秘力量的帮助，实现特定的巫术目的

与效果。

楚墓出土的辟邪凭几、虎座飞鸟（见图3、4）

等漆器所呈现出来的抽象造型特征，绝不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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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现实的物象，它们是楚人神巫情感作用下的

产物，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

在楚人的情感作用之下，它们之间的联结却是合

情合理的。情感为主导的心理活动也就决定了先

秦楚人的思维特征带有明显的“原逻辑思维”特

质，它不同今天盛行的逻辑思维，而是情感驱动

之下的原始思维，或者是形象思维。楚人在符号

化活动中，情感的主导作用决定着艺术符号是趋

向于写实的特征还是呈现出抽象的风格倾向。在

楚人混沌的情感状态下，即处于炽热的宗教情感

氛围中，人类的心里活动将处于一种复杂、不安的

情形，为了寻求一种永恒的、稳定的心里效果，艺

术形式必然呈现出不同于自然现实的艺术样式，

因为自然的样式往往呈现出偶然的、个性化的特

征，只有对自然现实进行抽象而获得一种永恒的

艺术形式，才能够表达楚人内心趋向于稳定的情

感心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楚漆器造型往往呈现

出脱离于现实的抽象特征，因为这样一种形式风

格是楚人审美心理的具体表现。黑格尔称这样一

种艺术样式为象征艺术，他认为，原始艺术经常

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由于幻想的不明确性和不

稳定性，它对所发见的事物并不按照它们的本质

来处理，而是把一切弄的颠倒错乱，常常扩大和

夸张形象，使想象漫无边际。人们读懂它会遇到

极大的障碍。这样一种混沌、恍惚癫狂的心理状

态就是巫术活动中巫师的主要心理表现，这样一

种心理表现是以情感为主要驱动的生命活动。

在这种情感作用下，漆器图案必然呈现出

“传神”的特征，即用线条的勾勒塑造出稳定的

心理图式，以表达他们超越生死而获得生命永恒

的生命意识；在这种情感的作用下，漆器表面的

红黑二色也必然成为色彩装饰的主色调，黑底上

闪耀的红色纹饰象征着人类生命对死亡的征服。

黑色也被称之为玄色，《老子·六章》说：“谷神

不死，是谓玄牝。”黑色或玄色都是生命孕育的象

征。这种艺术形式与属性的连接都是通过象征的

方式实现的，何为象征？用列维·布留尔的话说，

就是在情感的作用下，实现不同事物或事物与属

性间的自然联结。显然，在大量的丧葬漆器艺术

中，大部分的艺术样式都不纯粹是用于审美的目

的，反而是宗教功能居于主导的地位。这些艺术

的造型就是要渲染是一种神秘的情感氛围，让巫

师掌握一种神秘的力量以达到预期的巫术效果。

（二）自然情感

原始情感或宗教情感构成了先秦楚人审美心

理的重要特质。但是，这种宗教情感必然在战国

末期，伴随着北方儒家理性思潮的南渐而逐渐淡

图3：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辟邪凭几，取自湖北省荆

州地区博物馆编：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图4：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虎座飞鸟，取自湖北省荆州

地区博物馆编：江陵雨台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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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为这种情感特质是建立在原始的、感性的

思维形态之上的。再加上楚地渐渐兴盛起来的老

庄思想，这种萌生于原始巫文化的宗教情感必然

被某种理性化情感逐渐侵蚀而代替，那就是楚人

移情于自然之中的“理性”情感，也可称之为自然

情感。

这种自然情感是相对于宗教情感而言的，它

的“理性”化还不等同于北方的儒家理性，因为儒

家完全用礼乐规范来衡量人的行为与审美标准，

而老庄还是采用直觉的方式，来领悟自然之道和

天地之美。自然情感中的“理性”仅是相对于原始

宗教中的神灵信仰而言的，是去神化了的情感特

质。老子和庄子都主张人应该回归自然，形而上之

道的本质特征也是自然。正是这样一种自然主义

的哲学思潮，才形成了楚人生命意识中“万物为

一”的观念。 

在这种生命体悟中，原来的宗教神逐渐丧失

它原来的神秘属性，我即是自然，神亦是自然，这

就是楚人思想中弥漫出的“泛神”思想。老庄哲学

是楚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楚地的自然生态与环

境孕育了老庄哲学。同样，老庄思想也反哺了楚

人的生命意识观。张正明认为道家哲学是脱胎于

楚地的巫学思想，这点非常恰当地阐述了楚国意

识形态在东周时期的转变。随着战国时期人本主

义思想的崛起，老子以“道’取代了天上至上神而

将其哲学化，肯定了道的存在的客观性，虽然这个

“道”依然具有某种神秘性，但它却普遍存在于

自然万物之中。若说老子停留在对道的形而上的

阐述，庄子则将至上的道降落在了人的身上。认

为人只有因循道的原则和方向才能保身全生。这

样，庄子哲学实质就是一种生命哲学。

正是在这种“天人和一”的生命境界中，人才

能通过对自然生命的审美静观而把握到人的生命

的意义，这种生命的大化流行也即是美。这种趋

近于自然的渴望与心理被沃林格称之为“移情”

心理，它是在泛神思想影响下的一种不自觉的心理

活动。在这样一种心理驱使之下，无机物、植物和

整个大自然都具有了像人的生命一样的活力与精

神，自然界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与人的心

灵合而为一。

在楚漆器艺术中，无论是图案装饰还是华丽

的色彩铺陈都体现了楚人生命意识中的自然观。

战国末期楚漆器图案题材中大量植物、花草图案

的出现，就是人对自然生命移情的重要体现。色

彩装饰中由传统的红黑对比到色彩的繁复交错，

同样是泛神影响下自然生命之美的表现。漆器表

面涂饰的五颜六色，实质就是人们脑海中对于自

然生命的形象象征。根据沃林格的艺术意志论，

商代及以前的漆器色彩是基于一种抽象的冲动，

那么春秋战国以来的楚漆器的色彩装饰就是满足

人的一种移情需要，而这种移情的产生就是在泛

神思潮的影响下发生的。这种艳丽的色彩没有了

红黑二色的原始神秘性与抽象性，而更多地是表

现了一种自然生命的生气。对漆器那黄黄绿绿的

条纹涂饰，感觉就像是一个个自然中的精灵一样

跳跃在漆器的表面。这种生命的精灵形象，这种

生气的体现，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本有，更是人的情

感灌注于其中的表现。

神灵的崇拜渐渐隐去，基于宗教信仰的情感

宣泄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

醒。原本体现在宗教仪式中的神巫情感也逐渐转

化为理性意识下的自然情感。在宗教情感的影响

下，楚漆器呈现出奇幻而诡怪的审美特征，给人以

无限的神秘想象。在自然情感取代了宗教情感之

后，楚人内心基于想象和直觉的思维形式在本质

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是由对神灵的崇拜转向

了对自然的移情。对自然的关照与移情，也是人的

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荣格就认为，移情态度

可以让自己的主观情绪赋予自然世界以生命和灵

魂，让艺术形式充满生气与律动。”〔7〕这就是为什

么在楚漆器的符号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楚人天

真、浪漫的生命情感的表达，这种生命不是个人的

生命，而是融汇于神和自然的一体化的生命。在这

种生命情感中，人与神灵、自然相互交感，互为给

养，共同创生了宇宙普遍生命的绵延不绝和一体

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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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漆器符号的“生命形式”论

楚漆器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符号形式，在

这种符号形式中，传递着楚人浓厚而炽烈的生命

情感。而这种表现生命情感的形式也被苏珊·朗

格称之为“生命的形式”。朗格说：“说一件作品

‘包含着情感’，恰恰就是说这件作品是一件‘活

生生’的事物，也就是说它具有艺术的活力或展

现出一种‘生命的形式’。”〔4〕这种形式不是线条、

色彩等要素的杂乱堆积，它之所以可以表现情

感，必然呈现出有机性、运动性、节奏性和生长性

特征。这四种特征既是有机生命的本质特征，也

是表现性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由此，朗格沟通

了生命情感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艺术

形式要表现人的生命情感，就必然同人的生命是

同构的关系。显然，朗格的“生命形式”理论吸收

了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观点，凸显了人的情感特质

对物质对象的构形作用。朗格将生命形式的特征

归纳为有机性、运动性、节奏性和生长性特征，即

从有机生命的生理特征出发，总结出艺术活动中

的心理表现，这势必会忽略艺术活动中对其产生

影响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等因素，而将艺术活动统

摄为简单的生理运动，这是朗格生命形式论的不

足之处，但这种艺术理论却大大丰富了格式塔心

理学的同构理论，为理解艺术符号的表现机制指

明了方向。

楚漆器艺术本质就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它与

楚人具体的生命表现势必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性。其中，苏珊·朗格提出的生命形式运动性特征

就在楚漆器艺术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如湖

南长沙出土的漆盒（图5）和漆奁（图6），在漆盒

中，楚人同样以抽象的方式描绘了三只蜷曲回首

的凤鸟，凤鸟形象早已没有具象的写实特征，但

是，恰恰就是简洁的三条弧线构造出了凤鸟的身

体骨干，而整个身体的动势就通过这三条弧线表

达了出来。这种流动的弧线蜿蜒而流畅，活泼异

常，完全融合于整幅图案的运动风格之中，浑然而

天成。而在漆奁中，圆周一圈连续排列着若干疾

驰如飞的凤鸟形象，凤鸟通过简化的方式仅仅呈

现出了其结构特征，为了营造出动感效果，其中一

只凤足斜线排列，另一只凤足却在疾驰中隐匿而

去，同样，凤尾也夸张地远远被甩离了躯干。这种

艺术效果都彰显了楚人极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成

熟的艺术表现技法。皮道坚说：“这些富于动势和

韵律感的曲线缭绕盘旋，奇迹般地使画面充满了

生气与活力。”漆器图案呈现出来的动势感和韵

律感就是朗格提出来的运动性生命特征。正是这

种线条的不断变化体现出图案艺术的生命活力。

刘纲纪将漆器艺术的运动性特征归结为楚人“流

观”意识影响下的结果，何谓“流观”？它本质上

同《楚辞》中的“游目”是一致的概念。汪瑗注曰：

“游目，谓纵目以流观也。《哀郢》曰：‘曼余目以

流观’。是也。游、流古字亦通用。”〔9〕《楚辞》中

“流”远没有“游”用的普遍，但它们基本是一致

图5：长沙楚墓出土漆盒，取自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图6：长沙楚墓出土漆奁，取自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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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所以，楚漆器艺术的运动性特征与楚人

生命体验中的“游”这一具体形式存在着异质同

构的现象。

通过对楚文献《楚辞》的解读，“游”是文本

内容的重要概念，也是楚人生命情感的具体表

现。“游”可以是灵魂的天际游览，也表现为天上

神仙的太空浮游。无论是《离骚》中的“浮游”、

“游目”和“翱游”，还是《远游》全篇，都是描述

楚人的一种理想生命体验。可以说，“游”是贯彻

《楚辞》全篇的主题。此外，蕴含丰富楚文化特色

的《庄子》开篇就是“逍遥游”，“游”依然是庄子

寄托于理想生命境界的形式。本质上，“游”就表

现为楚人具体的生命形式，它也是理想的生命体

验。

将楚人的具体生命表现“游”与楚漆器艺术

的运动性、节奏性特征相比，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

异质同构的关系。这也是朗格生命形式论的关键

所在。朗格将绘画、雕塑、建筑等造型艺术视为基

于空间表象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式

虽然是抽象的，但它们却能够创造出一种空间的

表象。在楚漆器图案中，流动而旋转的线条无疑

能够创造出这种虚幻的空间。而且，这种空间是

存在于楚人脑海中基于“天圆地方”的宇宙空间。

《楚辞》中常出现的“周流”、“周游”就意味着游

的对象是一个广袤的、圆形的宇宙空间。在这里，

“周流”是楚人生命形式的表现，而运动、回旋形

的图案是符号的形式层面，刚好这种回旋形的图

案与楚人的“周流”宇宙很好地联结了起来，艺术

形式与生命的形式就实现了同构。这里，形式与生

命的同构既有苏珊·朗格艺术同构理论中的普遍

性，更体现了楚文化背景下漆器艺术与生命情感

同构的特殊性。

漆器图案不仅能够表现一种虚幻的宇宙空

间，而且还表达了一种基于时间的幻象。这种幻象

不是客观地存在于漆器图案中，而是图案形式在

人的心灵上的投影。一根水平线或垂直线难以形

成时间的幻象，甚至一个正圆形也难以表达一种

时间的流逝感。但是，楚漆器图案中蜿蜒、流畅的

线条却能够创造出一种时间的幻象。漆器图案中

的曲线就像一条无线伸展开来的线条，它时而向

左延展，忽而蜿蜒向右，也或者是急剧上冲而又

缓慢回旋向下，这条自由伸展的曲线就好比如人

的生命的展开，在黑暗的探索中不断调整自己的

方向而去寻找生命的真谛。正是这种线条方向的

不断变化才产生了时间的幻象。由漆器图案形式

呈现出的时空幻象与楚人的生命情感有着密切的

联系，因为楚人的生命意识中，基于时间与空间的

“游”是生命形式的重要表现。“游”是“上天入

地”式的、没有止息的遨游，正是基于这种对时间

与空间的超越，图案中的形式与内容联结了起来，

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也就实现同构。

楚漆器的抽象造型同样如此，抽象的艺术形

式也塑造了一种基于时间与空间的幻象。看虎座

飞鸟那昂首向上的颈脖、张开的双翅、卧伏蜷曲的

虎座，正是这种瞬时性动作的刻画，从中我们能够

感知到这个动作时间节点的运动倾向。而这些不

同时间节点的姿态的连接都是在我们脑海中产生

的幻象，这种瞬时性动作表现时间概念的艺术形

式在西方的雕塑中经常出现。如古希腊的拉奥孔

群雕，也是通过静态的雕像描绘出了拉奥孔剧烈

的时间性动作。莱辛就静态艺术说道：“造型艺术

只要能表现出最富有孕育性的形式，就能够比诗

歌更能创造出虚幻而逼真的艺术幻觉。”〔10〕这种

逼真的幻觉就是基于时间的幻象。十七、十八世纪

时期的巴洛克雕塑同样如此，它们同样善于通过

描绘瞬时性的动作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空感。

如贝尼尼的圣特瑞莎群雕，雕刻中的每一根线条

都似乎要将自身引入无线的空间中去，每一个姿

态都似乎处于紧张之中，好像艺术家就是要通过

有限的形式来塑造出无限的内容。在楚漆木雕刻

中同样如此，瞬时性的动作极富时间的孕育性，

而且在时间的幻象中孕育出了空间的无限。在西

方的天体运动科学中，空间位移的变化是时间的

表象，而在楚漆器的造型中，动作的时间延展性却

成为了空间的表象。也就是说，漆器造型营造的空

间感是通过时间的持续而表现出来的，时间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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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空间的广大越趋向于无限。楚漆器造型中这种

虚幻时空的表现，是建立在漆器艺术的形式之中

的。若将生命移入到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无线伸展

之中，恰好就是楚人生命意识中“周游天地”的形

象表达，正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无限空间的遨游，

可以表现生命的永恒与自由。这样，艺术形式就与

人的生命情感联结了起来，正是通过这种时空观

念，实现了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的同构。

就楚漆器色彩而言，华采的颜色铺陈也是

通过同构的方式，表达了楚人的特有的自然生命

观。那华采陆离的颜色同楚人生命中寓杂多而统

一的生命本体是一致的，楚人的生命是融汇于形

形色色的自然之中的。既然生命的本体是丰富的，

通过颜色表达出来不就是艳丽而丰富的彩色涂饰

吗？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讲，楚漆器的色彩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与楚人的生命形式是同构的。只不过

颜色的表现力不如楚漆器的造型与图案表现的那

样强烈与生动。

时空，作为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之间的联结

因素，对于漆器形式的表现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先天的时空感是人的一种先验形式，它的外

化就表现为苏珊·朗格所说的运动性，这种运动

性既是生命的形式，也可表现为艺术的具体形式。

楚漆器的造型、图案与色彩正是凭借着丰富的表

现形式，展示出了楚人生命意识中追求永恒与无

限的生命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具体表现就是生命

之“游”。生命之“游”表现在楚漆器的符号形式

中，就是漆器造型中各意象的蓄势飞升、图案线条

的缭绕旋转和陆离色彩的炫目之感。

结语

楚漆器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符号形式，作为

一种艺术符号，它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体。解读楚

漆器艺术的审美，不仅要研究其形式规律，更应

该探究其背后的审美意味。生命情感的表现就是

楚漆漆符号的意味所在。站在苏珊·朗格的艺术

符号论视角，可以很好地理解艺术符号中的情感

概念，艺术不仅是要表现一种认知、社会功用等

要素，本质上它要呈现人类的情感，这种情感是

生命的集中化体现。这种生命意味的体现与特定

的符号形式与结构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同构的符

号形式，符号的表现性难以展现。研究楚漆器艺

术的审美意味，不仅可以丰富中国传统艺术美学

的内容，同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从楚漆器艺术中选取最具有表现力的符号形式，

可以为当代的艺术设计提供丰富的营养与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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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 ion concept and problem based on the 
biology, but a very important cultural identity issue,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shaping identity. 
In fact, identity of immigrant culture is the process 
of counterpoint dialectics and practice, f inally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our images” and “our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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