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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期戏曲对江南园林的变化的影响
The Impact of the Late Ming Chinese Opera on the Changes of Jiangnan Gardens

摘   要：中国传统园林存在一种“通过将虚拟的身体投射，或者通过真实身体的参与，让人融进一个艺术世纪里”(鲁安东)的审美体验；

但是在明中期之前，中国园林更多是一种模拟自然场景的空间艺术品。明后期整个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园林艺术也在期间有了巨

大的转变，笔者将当时在园林中流行的戏曲艺术与园林艺术联系起来，从留下来的文字和图像信息中推断当时人的审美变迁过程，某种程

度上说明戏曲作为一种用身体语言表演的艺术形式对园林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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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Chinese garden has a virtual body projection, or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real body, makes people melt into a 

"personal" immersive aesthetic experience. But before the mid Ming Dynasty period, the Chinese garden was more a space art work simulating the 

natural scen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period, the whole society underwent great changes, and the Chinese landscape art also had great 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uthor linked the Chinese opera, popular then in gardens, with landscape art, and inferred the human aesthetic changes 

at that time from the remaining literature and drawings, which to some extent explained the influence of Chinse opera, a body and language 

performance art, on landscap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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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将园林定义为一种将环境转变成包

含意愿和再现人与自然联系的场所艺术，而艺术

发展史就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在中国园林

中，中国文人作为参与园林空间审美的个体，由

于个体对美的理解丰富的差异性，在与园林的互

动中产生带有自身特质的丰富的审美体验，这些

审美体验一方面记录在与园林相关的诗、画、游

记中，极大丰富了园林艺术的内涵，另一方面，

变化的体验美的方式反过来作用于园林本身，为

园林艺术发展带来一些变革。

明代后期，江南园林产生了剧烈而重要的

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在叠山、理水、花木配置方

面，还随着大量建筑要素的熟练运用，园林的整

体营造得到强化，空间效果得到凸显，以往常见

的“疏朗”风格让位于“精巧”的艺术风格。建

筑在园林中的作用，从突出景观场所而存在，

渐渐变成与景观结合，组织园林空间[1]。笔者认

为，明中期兴起的，在文人中影响广泛地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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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密切相关的舞台艺术——戏曲，对园林这种

空间艺术在明末的变革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

文以记录在诗、画、园记中有关的或隐或显的

园林审美体验以及零星的可做参考的园林实例

为研究对象，戏曲对园林的影响为明末园林从

仿真山水到幻境山水的转变提供一种解释。

1  变化

1.1  哲学与政治

在晚明，随着心学的兴起与发展和特殊

的政治与官场形态，“传统的社会体制开始转

型，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都

发生了剧烈的变革”[2]，对传统文人而言，“千

年的封建古国将要走向近代的社会运动——道

德法则让位于自然感性欲求，群体秩序让位于

个体自由，圣贤境界让位于平民世界[3]”。

心学的兴起和发展彻底解放文人们之前羞

于袒露的情与欲，从王守任与陆九渊的“心即

理”，即“把心理直觉义的心看作道德本体，

使得人的道德理性与人的自然感性纠缠在一

起”[3]，再到后期李贽的“童心说”，“明确

地以人欲为道德基础，善恶标准，指出自然欲

望的满足，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生目的”[3]。

宋代理学的熏陶使士人们在园林种种景物中体

会到“天理流行”，保持敬意，体认天理的同

时，身安心乐，心学影响下的园林审美比程朱

理学更彻底地实现“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

人内外之隔”[4]。

万历中冶之后的政治，在权力争斗中的权

力失效，在道德泛滥下的道德虚无。文人们无

望于政治，只能将对生命的满腔热血转身寄情

于戏曲、园林中，在风花雪月和诗酒歌声中，

将理想真挚的情感投放在虚拟的人物情节和身

体艺术中，用身体参与表达主体对世事的态

度，以获取真实与幻想重叠的一种逃离和作为

知识分子应给出的价值导向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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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戏曲的兴起及其审美特点

从明代中期开始，儒家审美教化下的“礼

雅”逐渐让位于心学解放思潮中“百姓日用即

道”的“俗趣”，戏曲在这场变革中成为主要载

体，经过改良后的昆曲从“末技小道”，一跃成

为文坛“正宗”，民歌地位从底层流行一跃而领

诗国风骚，不仅“情正而调逸，思深而言婉”，

其炼句之工、塚字之切、用腔之巧，已与民间

曲乐渐行渐远，成为一种高度文人化的典雅艺

术[5]。不同于民间市井戏楼的锣鼓帮衬、一唱众

和，昆曲的流丽悠扬、细腻缠绵，要求它只能近

距离表演和欣赏，演出场所趋向小众化的厅堂或

园林等私人空间。最满足文人趣味的是“华堂、

青楼、名园、水亭、云阁、画舫、花下、柳边”

这样的“清歌冷唱”。正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

传》中描绘的“流连高咏，羽觞醉月，曲水歌

风，花之朝，月之夕，擘笔刻烛，杂以丝竹管弦

之盛”的雅致[6]。当时贵族阶级和文人士大夫有

蓄养家班女乐风尚，“教之歌歌，教之泣泣，教

之官官，教之乞乞”，女乐们的曼妙身姿、娇娥

媚态、宛转音色同清风明月花香共同构成了士人

心中的桃源。

1.3  园林审美的嬗变

中国园林，这个包含文字、空间、物等

带有人物情景的综合艺术形式，像其他中国艺

术形式一样，其艺术境界即人格境界，文人与

园林的互动或直接参与的评论帮助我们再现明

末戏曲文化影响下园林审美变迁的过程，即从

“幽”“旷”的简单、直接的自然境界以得到

精神上的愉悦恬适，转向更加注重细腻丰富的

境界和形态特色来获取身体及视觉体验上的感

知和满足[7]。这里选取了在明代中后期文化审

美变迁前后具有代表性的3位人物，大致勾勒出

变迁的过程。

1.3.1  文徵明与拙政园

文徵明出身书香门第且世代为官，从小接

受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被高居翰赞为东方的

米开朗琪罗。王献臣曾邀请文徵明参与了拙政

园的设计与建造，他描绘了园中景色，即《拙

政园三十一景图》，图后各系以诗，总称《拙

政园图咏》。画册通过图像与文字结合的形式

一些艺术家或批评家曾经想方设法总结他们的艺

术法则；然而关于那些法则，事实总是证明，低

手庸才试图循规蹈矩却一无所获，而艺术大师离

经叛道却能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和谐”。当

时园林较之前园林普遍偏小，“廊庙”在园林中

比重增加，人在园林多有“宛转曲折”“奇峭瑰

丽”甚至“奇峰峻岭，参差岝 ；怪木寿藤，樛

互映带；朱楼画阁，上割云而下齿波。真使人应

接不暇”等①的体验感受，多元化的园林审美出

现。尽管如此，对王世贞而言，却更偏爱有“雅

趣”的园林，比如他认为易主后的拙政园，“徐

鸿胪佳园，因王侍御拙政之旧，以己意增损，而

失其真”，认为莫愁湖园“第天然之趣……此园

独枕湖带山，颇极眺望之致，游者远车马之际，

而与鱼鸟相流连，诚故都之第一胜地也”。与文

徵明用意识主动与自然景物互动，产生意境以获

取一种脱尘的审美感受相比，王世贞在意的是

园林直接给予人的审美体验。他曾在在《安氏

西林记》中写下自己对好的园林的评价标准是

“山”“水”“目”“足”四者具，而“得志于

人文”。王世贞中晚年追求自适之乐，提出“真

我”“真诗”“辞达”“天则”等一系列接近于

性灵说的说法，但又与性灵说不同，他的理论主

张属于有理性、有节制的自然表现论，还处于蜕

变未尽的过渡时期[11]。这种主体情感的自制体现

在空间上，是主体独立于客观环境，对客观环境

保有清醒的认识，或者从另一方面看，此时园林

记录了作者在园林中孤幽、静雅的审美体验，

如图1所示倚玉轩，作者用图像和文字记述在园

林中的一些欣喜和想象。文徵明功名无望、偏

居林泉，以豁达的心态与山水、与自己逗趣。

作者在按事物本来的样子描写客观现实的同

时，主观的沉浸使得图像或文本呈现沉稳而文

静，一种对情绪化的克制，诗意和淡淡的乡愁

在笔下得到显现[8]。人与园林互动更多需要本

人的才情与艺术修养。拙政园“园内建筑物稀

疏，而茂树曲池相接，水木明瑟旷远，近乎天

然风景”(刘敦桢语)的园林景象，同文徵明等

借由图册传达出能体现其风雅人格魅力的诗意

的园林体验，使拙政园获得后世“吴中名园唯

拙政”的赞誉。

1.3.2  王世贞

16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思想和审美急

剧变化的时代，每一种类型的艺术都在突破原

来的表达以迎接一个新世界。王世贞(1526—

1590)就是这样一个感受到这场变革，而在文

学、史学、书画、戏曲、园林等多领域有诸多

建树的学者。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王世贞

是文人圈子里公认的鉴赏趣味的裁决者之一。

我们借王世贞的眼睛看当时园林的状况，同时

也将王世贞作为研究范本，观察作为文人典范

的王世贞，园林审美趣味的转向[10]。

贡布里西说“艺术家如此努力地追求合适的

平衡是件引人入胜的事……在某些时期，确实有

图1  《拙政园图咏》之倚玉轩[9] 

① 王世贞在《游惠山东西二王园记》中评价“西园”“宛转曲折”，在《游金陵诸园记》中评南京“诸公子名园以十数，皆奇峭瑰丽”，评徐三锦衣宅园“奇峰峻岭，参差岝 ；怪木寿藤，樛互映带；朱楼画阁，上割云

而下齿波。真使人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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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部环境帮助主体收敛情感，带着这样一种

有节制的情感徜徉于自然，从而获得一种优雅深

邃的审美情趣。

1.3.3  许自昌与梅花墅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涌现出大批园林，

这些园林的主人大多喜爱戏曲，在园林中创作

表演戏曲、蓄养家班女乐，比较典型的如顾大

典的谐赏园、顾名世的露香园、邹迪光的愚公

谷、祁彪佳的寓园。受当时社会的整体影响，

这部分文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处世态度

与传统文人有较大区别。其中，许自昌的梅花

墅便是新的审美观念下的经典作品。

许自昌，明末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当时

著名传奇作家。世人情感的外放，礼教失控，

士人原有的价值体系崩塌，知识分子从各种学

说中寻找适合自身处世的方法和准则。许自昌

幼年即对传记、小说、笔记等涉猎广泛，对明

末当时光怪陆离的人世百态有较深的体会①。在

阳明心学、儒学、佛学的影响下，一方面认同

“良知”和人性的自由抒放，另一方面注重心

灵的保养，即世俗生活急需在外物和内心之间

取得一种平衡，才是正常的修身之道：繁华落

尽尘埃，返璞归真，不失人生乐趣[12]。士大夫

转而对自己内心进行关注，无论人世情感的刻

骨铭心还是文艺小品带来的雅致愉悦，感性欲

求都被当时文人认可。

梅花墅遗址今在苏州甪直姚家弄西，曾

“地广百亩，潴水蓄鱼，榆柳纵横，花竹秀

擢，辇石为岛，攒立水中”。钟惺在《梅花墅

记》中写到：“但觉钩连映带，隐露断续，不

可思议”，祁承嶫在《书许中秘梅花墅记后》

得出结论“吴中之构园，如壶工之幻日月，以

变化为胜”，可见梅花墅的景致丰富与空间变

化相结合，给人以“幻”之感。此时游人利用

身体感官进行直接体验园林营造的幻境以达到

对现实的超脱。

许自昌在园林中蓄养女乐，顾曲选舞，

“又制为歌曲传奇，令小队习之，竹肉之音，

时与山水映发”。(李流芳《檀园集》卷九《许

母陆孺人行状》)在朱之蕃、林云凤《梅花墅

二十二咏》中记载了映阁、湛华阁、流影廊、

浮红渡等地名，从名字稍可窥见戏曲对园林的

影响。随着戏曲这种身体艺术的广泛流传与

发展，士人们对女性的美的欣赏也可以堂而

皇之，如李渔曾在《闲情偶寓》中论女人的

“态”，“是知‘媚态’ 二字，必不可少。媚

态之在人身，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

银之有宝色，是无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

对唱戏的女子的身形背影的赏狎成为“雅趣”

的一种，园林空间也对应产生了很多变化。

“流影廊”，水畔曲折长廊，廊外为墙，与其

他景点隔水相望[7]，婀娜的女子们伴着音乐款

款走过曲廊，身体随着空间预设的转角而翩

跹，站在水对岸的人们欣赏着这些身影。现补

园中还能见到相似的长廊。戏曲赋予空间表演

的性质，不仅仅体现在空间被强化的看与被看

的关系，对于真实地走进空间的人而言，随空

间流转的身体仿佛进入一个有情景的情节中，

鲁安东教授形容这样的体验为“通过将虚拟的

身体投射，或者通过真实身体的参与，让人

融进一个艺术世纪里”，王欣老师在《模山范

水》中认为空间“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语境，使

得进驻的人及其行为将不自觉的为模为范，举

手投足，契合期间，参与整体与局部的解说与

重读”。园林发展到这里，身体与空间的艺术

达到一个极致，主体在被客观环境不自觉带入

的行为中，达到跳出自我与某些片段重叠的一

种忘我的状态，个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

的精神同化，把外部事物纳入行为的图式之

中，借由戏曲的情节经验想象以表现情感，从

而到表达情感表现的目的[13]。这种情感是不加

节制而外放的，与前期有较大的不同。

2  园林与戏曲

戏曲究竟如何影响园林呢？在明后期园林

艺术发生较大转变的过程中，戏曲的审美法则

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新的园林艺术中的艺术法

则的生成。一方面，园林作为戏曲活动发生的

场所，表演活动本身对场所有一定的要求，这

些要求会反映在园林空间布局和景物中；另一

方面，成熟的昆曲表演将内心细微的思想感情

托付于形体动作当中，三分真情七分想象，这

样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在虚拟的语境中建

立此刻含义或与周遭关系的艺术形式，启发了

园林中利用建筑空间强制下“身体行为”在小

尺度空间中虚拟人与山水的关系。

2.1  园林作为戏曲活动发生的场所

2.1.1  “舞台”

一般而言，厅堂、露台、亭榭等是常见的

表演地点，在明代刊登的曲本的版画中可以得见

(图2)。祁彪佳写寓园中的四负堂，“举酌四负

堂，悬灯曲廊，繁星照水。诸友突罢，仍演戏为

乐”，露台的如钟惺写梅花墅中，“堂在墅中最

丽。滥外石台可坐百人，留歌娱客之地也”，亭

榭更是作为理想的度曲演剧场所，王挺记冒襄水

绘园中的亭榭演剧：“水绘庵之胜，林木掩映，

亭榭参差，曲水环流，山亭独立，尝于其中高会

名流，幵樽张乐。” 随着园林剧演之风日盛， 戏

图2  明刊曲本版画中，戏曲在园林中表演[14]

① 许自昌著有传奇《橘浦记》《灵犀佩》和《水浒记》，笔记《樗斋漫录》和《捧腹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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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艺术活动对原本偏向自然风格的园林提

出诸多要求，比如厅堂立基的空间结构，张位《陶庵梦忆》

纪录私家园林的家乐演出：“大厅以拱斗抬梁，偷其中间四

柱，队舞狮子甚畅。”将厅堂正面去掉4根柱子，是为了扩

大空间以适应不同情形的演剧需要。而在更为重要的空间方

面，原本园林中点缀在自然景物中的建筑增加了为表演和观

看的人提供舞台和遮风避雨场所的功能，表演与观看这种近

距离的行为活动通过建筑固定在空间中，建筑的密度也随之

增加。

在后期的园林发展中，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后来慢

慢演变出更为多变的空间形态。耦园，沈秉成携妻严永华

隐匿于此，二人喜爱诗文昆曲，终日赋词作画，被传为佳

话。园中凌水歇山建筑“山水间”与连续几折的宛虹桥隔

水相对，宛虹桥后面就是黄石假山(图3)。“山水间”是原

主人日常写字作画的地方，书桌正对着宛虹桥假山，人在

其中的视线刚好和桥上视线相平，不难想象当年妻子严永

华在曲桥上清唱，沈秉成在“山水间”作画写字的情景。

另一种极致是何园西园中的水中戏亭水心亭与周边的复道

回廊(图4)。

2.1.2  “布景”

从不同时期文本中对于园林的景物的记录，我们可以

看到，园林从完整的自然风光场景转向舞台布景式的诸多

自然要素叠加拼贴。

明中期文徵明在《王氏拙政园记》中对景物的描写：

“逾小飞虹而北，循水西行，岸多木芙蓉，日芙蓉隈，又

西，中流为榭，曰小沧浪亭。亭之南，翳以修竹。经竹而

西，出于水澨，有石可坐，可而濯，曰志清处。至是，水

折而北，滉漾渺弥，望若湖泊，夹岸皆佳木，其西多柳，

日柳隩。”在以建筑为中心的每一帧景象中，景物模拟真

实自然的场景。而后在王世贞的《弇山园记》中，在园林

中的享受偏向碎片化，“宜花，花高下点缀如错绣游者过

焉，芬色殢眼鼻而不忍去。宜月，可汎可陟，月所被，石

若益而古，水若益而秀，恍然若憇广寒清虚府。宜雪……

宜风……”这种碎片化元素演化成为戏曲“舞台”上的

“布景”，为戏曲增添了诗意和香艳。如在李汝珍《镜花

缘》中，“凝萃观对面凝翠馆对面是个戏台；两旁都是丹

桂；桂树之外，周围山石堆成一道松岭，四面连接俱是青

松翠柏，把这凝翠馆团团围在居中，极其清雅。卞滨每逢

做戏楚宴，就在此地起坐，取其宽阔敞亮。若到桂花盛开

之时，衬着四围青翠，那种幽香都从松阴中飞来，尤其别

有风味”。

2.2  戏曲以身体为媒介的艺术形式对园林的启发

在明后期园林规模日渐缩小以及建筑密度日渐增大的

过程中，士人对园林的欣赏转为一种对景致丰富与空间变

化相结合的审美情趣，景物失去原有的尺寸，正如祁彪佳

《水龙吟》所言“任杯中世界，逍遥一枕，但觉乾坤小”

以及“入狭而得境广”(王世贞语)这样的审美体验。在重新

建立新的艺术和审美原则时，戏曲中通过身体来模拟与周

遭关系的方式，启发了很多微小尺度上利用身体来模拟与

真实自然的关系。  

明末祁彪佳在暂退官场后修筑寓园，后各方士人宴集游

赏、诗酒唱和于寓山园中，声名闻达四方。《寓园注》中记

述了修筑的过程，“卜筑之初，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点

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听之漠然，以为意不及此。及于

徘徊数回，不觉问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

可无者。前役未罢，辄于胸怀所及，不觉领异拔新，迫之而

出。每至路穷径险，则极虑穷思，形诸梦寐，便有别辟之境

地，若为天开。以故兴愈鼓，趣亦愈浓……囊空如洗。予亦

图3  耦园山水间和宛虹桥(引自http://design.cila.cn/sheji1851.html)
图4  何园水心亭和复道回廊(引自http://www.lashou.com/deal/123163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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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而愈，愈而复病，此开园之痴癖也。”寓园的设计是祁彪佳“每至路穷径险，

则极虑穷思，形诸梦寐，便有别辟之境地”的成果，是个人艺术修养的体现。我

们从《寓山注》的插图中还能一窥寓山的面貌(图5)，园中空间形成“虚者实之，

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的特点，也正如祁彪佳

自己所言，在明后期园林普遍“回廊曲榭，遍于山阴道上”。

园东的水明廊，《寓园注》中记“循廊而西，曲沼澄泓。绕出青林之下。主

与客似从琉球国来。”以及宛转环绕“梦游其间，即有名山大川之胜……自此步

步在樱桃林……入吾山者，夹云披藓。恒苦足不能供目……趾已及远阁之巅。是

壶工之缩地也……谓足尽东南岩岫之美。[15]”文字详细地记录了人作为主体行进

在被建筑程式化的空间中的感受。

通过对身体的行为牵制的模拟来模拟在大自然中的体验。在现存的园林中，我

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存在，甚至更为简洁和凝练。较为典型的代表是环秀山

庄中假山与建筑二者之间配合，山石与建筑紧紧咬合在一起(图6)。从沿梯至问泉亭

经廊到补秋山房再经廊至半潭秋水一房山，这一段路途包括了4次转身，3次驻足观

望，不停调整身体与山石的位置关系。在建筑空间中被程序化的身体行为模拟了在

真山中游历的体验，身体是最直接的物我之间的媒介。

身体随空间摆布，停、转、探、望，恍惚间，主体与情节片段中的人物重

叠，没有故事情节而直接通过身体的模仿和周遭的景致陷入进入他人角色的深情

的情感表达之中，那一刹那思维达到一种真空状态，那是一种“永恒的瞬刻”的

机制审美状态，既非有意识，也非无意识，在特定的条件、情况、境地下，你突

然感觉到这一瞬间似乎超越了一切时空，过去、未来、现在融在一起，超越了人

我境界，与对象世界完全融为一体，凝成永恒的存在[16]。

2.3  总结

戏曲与园林，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受当时心学等思潮和社会审美

变迁的影响，士人的情感表达从内敛开始向外放过渡，中国园林逐渐吸取戏曲中以

身体为媒介的艺术表达方式，以形成自身独特的身体—空间艺术形式，戏曲在看似

空无一物的舞台上通过身体来表达环境，借助一定的故事性表现是具体的情感，园

林在具体的环境中通过身体感官进入到一个物我不知的抽象的艺术境地中。

(编辑/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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