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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相融与主客相分:
一项中国青年人的水墨画审美实证研究

*

■ 侯凡跃 林升栋 程 红

【内容摘要】 “主客相融”和“主客相分”分别是中西方文化的灵魂。从中国传统水墨画和西方传统油画

的审美体验入手，对两个概念展开平行实证研究，旨在阐明不同的文化脉络与审美机制，从而提炼出易被

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从庄子“物化”及几个关联概念为理论基础和操作中介，通过四个

平行实验，直观地证实水墨画中的主客相融是庄周梦蝶式的物我合一。“心斋”和“坐忘”是物化的心理

机制。心斋的目的是达致“虚静”。水墨画中的留白( 虚) ，使之比同主题油画，空间上更幽远，时间上更

深长，也更易让人产生平静的感觉。坐忘的前提是达到“吾丧我”，水墨画比同主题油画，更易让人在观

后陈述中减少“我”一词的使用。系列实验实证了中国青年人水墨画的审美体验，并试图让东西方读者

进入两种不同的文化脉络，进而在全球的坐标中把握这两个概念的真实意涵。
【关键词】 水墨画; 油画; 主客相融; 主客相分; 审美体验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维度的演进，跨文

化传播和比较学研究越来越深广。尤其是随着国际社

会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研究也踵事增

华。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中国文化特有的诗化特

征，西方人往往如雾里看花，难得要领。徐复观先生曾

说:“我国过去对名词的使用，既不十分严格; 许多人提

到此一重要词句时，也多只作片段地表诠。……但体

验的东西，在今日若不经过知识地分解，究不易使一般

人作真切地把握。”①对国人而言，尚且难以把握，更遑

论西方人。
中国文化可研究的载体众多。武术、中医、书法、

国画等都是其中佼佼者。内藤湖南说，中国文人画是

能够代 表 中 国 这 一 世 界 灿 烂 文 明 的 文 化 精 神 的 艺

术。②并且，由于绘画艺术比语言艺术更具有直观性，

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值得深入研究。
绘画艺术的实证研究从费希纳开始，就不绝如缕。

随着心理学尤其是神经科学在美学中的应用，学界开

始探索人们观画后的精神活动。突出的研究主题有:

研究观者是否具备绘画专长③、是否阅读画作简介信

息④、对暗示性运动的感知⑤、画面内容⑥、构图⑦、文化

认同⑧、左眼 /右眼观画⑨ 等因素对观画体验的影响。

许多研究关注有助于提升审美体验的因素，包括如何

通过平面创造立体三维的感觉⑩、画者的环性躁郁气

质瑏瑡、自上而下的注意定向以及自下而上的感知促进瑏瑢

等。Mizokamit 等人研究人们在观看相同场景的艺术

画作和照片时脑部激活区域的差异瑏瑣。Lu 等人研究水

墨画的空间布局对美感的影响瑏瑤。Wang 等人检视人们

观看水墨画和油画神游其中 ( Mind wandering) 时大脑

的活动区域瑏瑥。
上述以心理学范式为主的研究，大抵存在两个问

题: 一是将中国画作为刺激材料，其实质是降低了中国

画艺术特色的探索; 二是存在还原主义割裂式处理的

倾向，难以推进对中国艺术美学理论的理解或反思。
由于中国美学一直强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不着一字，自得风流”，似乎不具备足够的艺术修养

和鉴赏功夫之人，就只能是无动于衷的门外汉。本文

追问并力图求证: 中国画是只有极少数艺术家与鉴赏

家的“特权”，还是对普通人而言也有“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的心有戚戚? 本文以国画的代表———传统水墨

画和西洋画的代表———传统油画为载体瑏瑦，以中国大

学生为被试，展开实证研究。意在求证中国画的艺术

特色，在中国普通青年群体中是否达成相应的审美体

验( 即使存在程度的强弱之别) 。以此推之，中国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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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国人身上也大抵具有某些或强或弱的相关审美效

能释放。
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以中国人为被试，即

使假设能够得到证明，会不会是中国人自问自答式的封

闭圆环? 西方人会有同样的体验吗? 笔者以为，以中国

人为被试的研究起码具有两个意义: 第一，实证中国画

的审美体验对普通国人是否有效; 第二，由于中国艺术

存在“愈老愈工”的特点，以大学生为被试，如结果显著，

则能从接受层面将中国艺术的传播受众扩大到青年群

体。跨文化传播，想让西方人信服，首先要拿出让国人

信服的证据，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二、概念操作化与假设提出

实证研究，要有可证之对象，又要有可操作化之概

念。本文以主客关系为逻辑起点和主线。主客关系是

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基点，对其关系之理解决定了中

西方文化迥异的气质和思维方式。中国与主客相近的

说法有天人、心物等; 相融也有称合一、相合或主客浑

一、物我交融; 相分也称二分。瑏瑧张世英先生以主客二

分概括西方，而中国却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词，只能用

尽可能接近的“天人合一”来说明其意。然而天人合

一过于宏大和幽深，难以寻绎，需另假它途。朱良志

说:“物化( 物我合一) 是天人合一宇宙模式的最根本

的体现。”瑏瑨因此，本文以给中国文化印上深深烙印( 闻

一多语) 的庄子的“物化”及几个相关联概念为可操作

概念展开研究。
西方油画和中国水墨画描绘和呈现世界的方式很

不相同。油画家使用鲜艳丰富的色彩，来描绘对象的

真实感。瑏瑩油画的观者会经历“主客相分”的体验，即观

者主体与被描绘的客体之间是分离的。水墨画轻形似

而求神似，力求表达一种文人心态，一种感情。瑐瑠水墨

画的观者应会经历“主客相融”的体验，即观者主体与

被描绘的客体融为一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

我应如是”。观者在主体视角与客体视角间切换，以至

于忘记主客之别。
水墨画中自然光影的缺失以及留白造成时间与空

间上的无限延伸。散点 /多点透视法模糊了主客界限，

催生物我浑融之境。这种境界，恰如庄周梦蝶之境。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

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

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

化。”( 《庄子·齐物论》) 水墨画的审美体验是观者主

体与被描绘的客体逐渐消融在一起。
通感( Synesthesia) 是一种神经心理学特质，意即

激活某种感官通道时会自动引发其他感官通道的活

动，也称联觉。英国著名中国艺术史家苏立文在评述

《溪山行旅图》时说:“当我们凝视瀑布时，甚至可以感

受到身旁流水的声音”。瑐瑡庄子物化为蝴蝶，能感受到

振动翅膀时生动真切的声音，这是主客相分时即使主

体再靠近客体也无法听到的声音。本文因此提出假设

一: 观看水墨画瀑布时感知到的水流声要比观看相似

的油画瀑布时显得真切而宏大。
物化是庄子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它通过心斋和

坐忘的心理机制来实现。心斋“指一种排除思虑和欲

望的精神修养方法，亦即审美过程中主体通过一系列

精神心理活动获得审美对象的方法。”瑐瑢其目的是要达

到“虚”和“静”的状态瑐瑣。虚以待物，留白会造成观者

时空无限延伸的感知。此种空间感，其最直观和简练

的概括，是郭熙的“三远法”。徐复观认为: “远是玄学

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也是当时玄学所追求的目标。”瑐瑤

所以苏立文说:“中国绘画的构图不同于欧洲绘画受制

于框架，并没有受到它所悬挂的四壁的限制，相反，不

论是否包含客体，都存在着空间的延展。”瑐瑥这个空间

的延展性，即是视觉上的“远”。除了远外，还在听觉

上形成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时间延展。由此提出假

设二: 描绘相同的眼前景观，水墨画家画出来的景物也

比油画家的看起来更远，听起来更长。
心斋、坐忘，皆求静。画家求静，方能澡雪精神，把

握宇宙旋律，而观者在观画过程中心情也会趋于平静。
由此提出假设三: 描绘相同的眼前景观，水墨画的景物

比油画更能带来平静的感觉。
“心斋”“坐忘”需要一个前提，一个准备状态，这

就是《齐物论》开篇提出的“吾丧我”( 与结尾的物化相

照应，绝非偶然) 。由此提出假设四: 观看水墨画的观

者比起观看同主题油画的观者，在观后陈述中更少使

用“我”这一主体词。

三、实证研究操作与结果分析

1． 画中游联觉实验

根据物化和联觉理论，本文推测: 观看水墨画瀑布

时，观者逐渐物化成瀑布，感知到的水流声，比观看相

似的油画瀑布更为真切而宏大。
实验材料及前期准备: 我们选取张大千仿髡残名

作《仿石溪燕山图》( 见图 1) 和美国著名画家托马斯·
科尔的名画《杰纳西风景》( 见图 2) 为材料。两幅画均

出自名家之手，画中要素大体相同。为了达到观画的

逼真感，笔者购买了高仿真作品，山水画装裱成卷轴，

更具仪式感。5 位学生选取了一段瀑布的自然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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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画作的听觉配对。两幅画分别挂在两个实验室

里，画前放了一张椅子和桌子。桌上放一台电脑，一副

音箱以及与一个之相连的方便调节音量的旋钮式调节

器。一个声音 测 量 仪 放 在 音 箱 附 近，该 测 量 仪 符 合

ANSI S1． 4 和 IEC 651 国际标准，测 量 范 围 30 － 130
dB，测量精度 + / － 1． 5 dB，分辨率为 0． 1dB，取样速率

2 次 /秒。测量单位为分贝，自动生成以秒为单位的分

贝曲线图和 Excel 数据表格。

图 1 《仿石溪燕山图》 图 2 《杰纳西风景》

正式实验程序: 采用被试内设计。21 名大学生参加

了该实验，年龄在 18 －22 岁之间，矫正视力正常，完成实

验后获得礼品作为酬劳。一半被试先看油画后看水墨，

另一半则先看水墨再看油画，以消除刺激呈现所带来的

顺序效应。实验室隔音效果良好。被试单独进入到实

验室，实验助理引导其坐好，并学习使用音量调节器。
在被试正式观画之前，音量固定在同一数值基线。指导

语为:“我们很高兴邀请您来欣赏眼前的这幅画。整个

赏画过程为 5 分钟。为了增强您的视觉体验，我们准备

了和画面内容相关的一段瀑布声音。我们会全程播放

这个声音。您可以根据您看画时的体验，随时随意调整

瀑布音量大小，让这个声音更契合您的心境。”文献表

明，人们在博物馆里观画的平均时长少于 30 秒 /幅。瑐瑦然

而，如果要让观者进入到某种艺术中，通常要花费数分

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根据实验前观察，5 分钟是比较合

适的观画时长。我们把声音测量仪设定为每秒取样一

次。考虑到被试处于进入和退出的观赏状态，前 30 秒

和最后的 30 秒，不纳入数据统计。
结果分析与讨论: 对 21 名被试的 240 秒音量数

据，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水墨画组感知的瀑

布声音显著高于油画组，t( 19) = － 2． 55，p ＜ 0． 05，Co-
hen’s d = 1． 39。实验的声音诱发操纵有效。具体情

况见表 1。Wang，Mo，Vartanian，Cant 和 Cupchik 发现，

相对于浏览油画，浏览水墨画后人们执行需要进行认

知控制的任务时，对注意和工作记忆有更高的需求。瑐瑧

从主客相融 /相分的视角来看，观者主体意识的削弱乃

至消失，也为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鉴于水墨画与油画存在表现手法、风格以及图形

构成等方面的不同，实验一可能存在混淆变量。如果

两幅画都采用焦点透视，就很容易排除可能影响音量

感知的混淆变量，包括瀑布的高度 ( 越高越大声) 、瀑

布的水量( 越大越大声) 、水流的速度( 越快越大声) 以

及观者与瀑布间的距离感知 ( 越近越大声) 。水墨画

中的瀑布是多层的，看起来比油画中的瀑布高而远。
这种矛盾能够通过量化的方式计算出整体的感觉吗?

油画给人的空间感是逼真，如照相机一样符合科学的

透视原理。“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 西方绘画之基

础，在科学。”瑐瑨高居翰也说: “( 中国画) 布局不按理性

原则，更不按几何程式而定，而这几何程式正是西方线

条透视法的基础。于是在另一种风格中，中国山水画

家再一次成功地表达了道、儒二家世界观中的有机宇

宙”。瑐瑩审美体验是认知和超自然体验的自由发挥，无

法用概念来将之结构化。瑑瑠科学的还原主义试图将一

个复杂的实体分解成部分之和，用来研究整体的体验

是不恰当的。朱光潜先生说:“一幅画所表现的是一个

完整的境界，它所以美也就是美在这完整的境界，其中

各部分都因全体而得意义。……独立的颜色、形体和

光影是一回事，在图画中颜色、形体和光影又是一回

事。全体和部分相匀称、调和才能引起美感，把全体拆

碎而只研究部分，则美已无形消失。”瑑瑡事实上，采用感

知混淆变量的分解方式，恰恰可能与我们要探索的概

念渐行渐远。

表 1 21 名大学生观看水墨画和油画的 240 秒音量数据

项目
水墨画 油画

M SD M SD
t

瀑布音量 73． 58 2． 43 70． 21 2． 42 － 2． 55*

注:＊＊p ＜ 0． 01; * p ＜ 0． 05，下同。

赏画会影响观者的情绪瑑瑢，进而影响到声音的感

知瑑瑣。具体而言，人们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如恐惧和

厌恶，听到同样的声音会感觉更刺耳。瑑瑤情绪是整体性

的，因此本文进行一项后测来排除消极情绪的解释。
要求 60 名大学生观看两幅画，然后在七点量表上对观

画后的情绪( 从消极到积极) 、厌恶( 从不喜欢到喜欢)

和恐惧( 从不同意到同意) 进行打分。结果表明，两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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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在这三种情绪上均无显著差异，具体情况见表 2。
当然，本实验选取的两幅画虽然有相近的内容，但在构

图细节上仍有差异，有可商榷之处。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研究者选出一张实景图片( 图

3) ，延请资深水墨画家和油画家根据实景图作画( 图 4
和图 5) ，结果发现同样的实景小瀑布，水墨画中看起

来确实比较高远，而油画则显得比较矮近。如果要像

焦点透视那样去操控出与观者距离的远近进行研究，

无异于削足适履，用西方油画的范式来肢解中国水墨

画的整体。

图 3 原画

图 4 水墨画

图 5 油画

中西绘画之差异，最明显的是不同的透视法导致

的不同的空间感。“中西绘画里一个顶触目的差别，即

是画面上的空间表现。”瑑瑥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山水画

不采取透视法，不固定在一个视角，它不重视诸如光线

明暗、阴影色彩的复杂多变之类，而重视具有一定稳定

性的整体境界给人的情绪感染效果。这种效果的最高

追求是“可游可居”。瑑瑦

表 2 60 名大学生观看水墨画和油画的情绪、厌恶

和恐惧打分情况及 t 检验结果

组别
水墨画 油画

M SD M SD
t

情绪 4． 87 1． 30 4． 90 1． 41 0． 142

厌恶 5． 15 1． 19 4． 93 1． 18 － 1． 25

恐惧 2． 40 1． 61 2． 20 1． 73 － 0． 79

这个“可游可居”的审美特征与体验，就是主客相

融。中国哲学与文化基础的理念“天人合一”，在此里

体现得淋漓尽致。宗炳《画山水序》所言: “竖划三寸，

当千仞之高; 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尺幅之间，寥寥

数笔，呈现的却是天地至境，是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物

我两忘、浑然天成的境界。苏立文认为，“只有中国山

水画令我们的心灵遨游于方寸之间”。所以宗炳才会

把所游 历 的 山 川 绘 于 壁 上，以 便 老 病 之 后“卧 以 游

之”。瑑瑧这个“游”绝不是人作为主体在画中行走，而是

人物化为画 中 的 石 头、瀑 布，乃 至 一 草 一 木，而 游 于

画中。
2． 时空感知实验

本实验试图验证“心斋”中“虚”的状态所造成的

时空 感 知 效 果。王 夫 之 说“心 斋 之 要 无 他，虚 而 已

矣。”( 《庄子解》) 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画的“虚”“空

灵”等皆源于《周易》里的宇宙思想。瑑瑨英国著名艺术史

家贡布里希也认为，对道的观念加以哲学解释影响了

中国绘画的审美意识。瑑瑩对于空白和虚的理解直接决

定中西绘画截然不同的气象。上文中图 4 和 5 对小桥

流水的着墨就可以看出，基于同样的实景图，水墨画家

在画面底部是一片白茫茫，水气缭绕，宛如仙境，而油

画家则一定要将画面底部的水面进行主观加工，执意

要补上两只天鹅方觉“充实”。
为何虚可待物? 正因其虚、无，方有大用。水墨画

也恰因其留白、因其疏密阴阳，故能纳无穷天地于尺幅

之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苏轼) 我们预测，

虚拓展了观者的时空感知。基于同样的实景图，水墨

画比起油画看起来空间上更远，听起来时间上更长。
实验材料及前期准备: 研究者给水墨画家和油画

家一张黄山照片，叮嘱尽可能忠于原画，按照两种画惯

常的画法去创作，避免过于强烈的个人风格，最终获得

两张山景图( 见图 6 和 7) 。
因变量包 括 空 间 感 知 和 时 间 感 知。( 1 ) 空 间 感

知: 以远近为测量指标。平面设计师设计了三组图片:

分别为动车、绿树、小船。每组图片都在同样的背景

中，比如小船在湖上，通过处理船体的大小来显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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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被试在观画后，根据赏画的感受在 3 组图片中选

择和感受匹配的图片，每组从两幅中选一幅。( 2 ) 时

间感知: 以长短为测量指标。研究者请两位音乐专业

人士制作了四组材料: 分别为二胡、钢琴、吉他和竹笛

演奏的 1 拍 /4 拍声音。1 拍比较短促，声过即止; 4 拍

比较悠长，余音袅袅不绝于耳，仿佛在山谷中回响的感

觉。音高均为 C 调“3”或 E 调的“1”。选用中西四种

有代表性的乐器，能够有效规避掉乐器本身的文化属

性可能引发的干扰。正式实验前，研究人员将图片和

音乐材料给 8 位同学进行前测，均能明显感知远近和

长短。

图 6 水墨山景图

图 7 油画山景图

正式实验程序: 招募 92 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的在

校大学生，采用被试间设计，油画山景图和水墨山景图

被印在 A4 纸上，随机发放给被试，一半被试浏览墨画，

另一半浏览油画。浏览完画作后，被试即按自己的感

受在 3 组图片材料和 4 组音乐材料中选择。
结果分析与讨论: 图片材料的选择，1 和 0 分别用

于标注远和近的图片，每位被试有关空间感的得分 0
～ 3。音乐材料的选择，1 和 0 分别用于标注长和短的

音乐，每位被试有关时间感的得分 0 ～ 4。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油画组和水墨画组在观后空间感的感知上

有显著的差异，t( 90) = － 3． 43，p ＜ 0． 01，Cohen’s d =
0． 51。实验图片的空间远近诱发操纵有效。水墨画组

比起油画组选择了更多远的图片，水墨画比起同主题

油画给人在空间上更幽远的感觉。同时，在时间感知

上水墨画组选择的音乐显著长于油画组，t( 90) = － 2．
25，p ＜ 0． 05，Cohen’s d = 0． 61。实验图片的时间长短

诱发操纵比较有效。水墨画比起同主题油画给人在时

间上更深长的感觉。具体情况见表 3、4、5。

表 3 92 名大学生对水墨画和油画图片

远近的百分比选择情况

组别 水墨画 油画

近图 54． 81% 79． 26%

远图 45． 19% 20． 74%

表 4 92 名大学生对水墨画和油画的空间感知、

时间感知及 t 检验结果

项目
水墨画 油画

M SD M SD
t

空间感知 1． 77 1． 10 1． 21 1． 11 － 3． 43

时间感知 2． 33 1． 33 1． 88 1． 36 － 2． 25

表 5 92 名大学生对水墨画和油画音乐

长短的百分比选择情况

组别 水墨画 油画

一拍 53． 80% 68． 48%

四拍 46． 20% 31． 52%

和西洋画家刻意复现自然、现实的做法不同，中国

画家是“用心灵的俯仰的眼睛来看空间万象，我们的诗

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是‘俯仰自得’的节奏

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瑒瑠这样的追求和审

美趣味体现在创作上，“画家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

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

千里，把握大自然的内部节奏，把全部景界组织成一幅

气韵生动的艺术画面”瑒瑡。同时，这样的哲学观和艺术

观也使得欣赏者的视线变得非常不同。欣赏者在看中

国山水画时，“我们的视线是流动的、转折的。由高转

深，由深转近，再 横 向 于 平 远，成 了 一 个 节 奏 化 的 行

动”瑒瑢。这种“虚”的精神与心理境界，这种纳须弥于芥

子式的表现方式，成就水墨画“三远”的效果。
3． 观后情绪实验

本实验 欲 验 证“心 斋”的 心 理 机 制 意 欲 达 到 的

“静”的境界。静是庄子的追求，也是中国艺术孜孜不

倦的追求。“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

心斋也。”( 《庄子·人间世》) 。“心斋的关键是一个虚

字，虚即无思无虑，亦即精神安谧虚静。心斋就是要让

精神超然于物外，保持绝对的安宁。”瑒瑣“庄子要求人们

精神统一，关闭耳目感官通道，停止一切思虑活动，达

到心灵的虚静。心斋的关键在于‘虚’。虚而又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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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忘却自身的存在。唯有精神虚静可以得道，唯有

得道才能真正达到虚静。”瑒瑤庄子讲述梓庆削木，技惊

鬼神，达到此境界也因“斋以静心”( 《庄子·达生》) 。
法国汉学家于连在研究中国画时特别提炼出一个

“淡”字，“古代的道家思想者认为，现实的底蕴本身，

在其圆满和无穷尽的更新中，它对我们所显示的，是一

种‘淡’和‘没有味道’的状态”“中文‘淡’这个字，意

谓淡然也意谓漠然，不分主体和客体，确实叫人思索不

已。”瑒瑥这是中国诗人和艺术家追求的“水流心不竞，云

在意俱迟”的境界，能够给人带来平静悠长的感觉。贡

布里希认为，中国艺术家画在绢本卷轴上，只有相当安

静时才打开观看玩味，浮躁的西方人对那种参悟的功

夫缺乏耐心和了解。瑒瑦这种“静”的极致追求，正是物化

的心理机制“心斋”意欲达到的心理状态和理想境界。
Wang 等学者通过行为实验和磁共振，结果发现水

墨画比油画更易产生平静的感受。这种主观报告的方

式可能较难描述审美体验。本文拟借鉴词干补笔和图

片迫选两种心理投射的方式再探平静感。
词干补笔，是心理学尤其是研究内隐记忆领域的

有效方法。汉字词干补笔不同于英语残词补笔，英语

残词补笔任务属于数据驱动测验，但汉字词干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汉字的意义，因此汉字词干补笔任务具

有概念驱动成分，会分散注意效果。瑒瑧 假设我们选择

“𡗗”这个偏旁部首，被试填写“春”或“奉”，并不能说

明一静一动。另外，研究者也想到了“成语补词”，但

是笔者翻遍《成语大词典》，勉强找到具有“动”或“静”
区分的成语如: 波澜不惊 ＆ 波澜壮阔、沧海横流 ＆ 沧

海一粟，数量不足十个，且极大地受到被试中文知识储

备的影响，大学生可能都难以较快且准确地完成填写，

因此弃用。最终我们扩大“词干补笔”的思路，采用

“句子补词”。这样可以避免单个方块汉字在补笔方

面的局限，实施有效测试。
实验材料及前期准备: 水墨画和油画材料为图 6、

图 7。因变量的测试材料，包括句子补词文字内容和

图片选择内容。通过前测，研究者确定了十道题目，分

别有海、船、街道、情绪、动物等意象。题目举例如下:

“垂柳在阳光下__”“剧场里__”。被试在观画后，根据

赏画的感受填写文字，补全句子。图片材料的准备，笔

者邀请平面设计师设计了三组 ( 每组两幅) 共六幅图

片，含垂柳、水面、脑电图三组意象。其中，第一幅画中

的垂柳纹丝不动; 第二幅中的垂柳被风吹动; 第三幅中

水面泛起波澜; 第四幅中的水面平静如砥; 第五幅的脑

电图波动很大; 第六幅中的脑电图非常平稳。三组图

片背景完全一致，差别仅在动静之间。笔者找了 6 名

被试进行前测，问他们每组两幅图之间的最大差别是

什么，他们都能明确答出一个动一个静。
正式实验程序: 92 名大学本科生参加了本实验，

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随机分成水墨画组和油画组，

各 46 人。油画山景图和水墨山景图用 A4 纸彩印。句

子补词测题的提示语为:“请您仔细欣赏手上的画 3 －
5 分钟后，凭感觉在空格处填写形容词、副词或动词

等，将短语或句子补充完整。”被试即可在问卷上填写

答案，字数不限。图片选择的三组测题，要求被试在赏

画后，按自己的感受在每组图片中二选一。
结果分析与讨论: 句子补词的答案为文本，两位博

士生分别阅读、编码，编码者间一致性系数为 91． 2%。
我们将文本分为: ①动词: 如跳舞、摇曳、打闹、闹哄哄

等;②静词: 如低垂、平静、停泊、纹丝不动等; ③无关:

如高大、美丽中国风、上演《梁祝》等。统计被试答案

的文本的个数，并将其归为以上三类。独立样本 T 检

验结果表明，在“静”的体验上水墨画组显著高于油画

组，t( 90) = 4． 71，p ＜ 0． 01，Cohen’s d = 0． 69。实验图

片对于静的诱发操纵较有效。而在“动”的体验上油

画组显著高于水墨组，t ( 90 ) = － 5． 74，p ＜ 0． 01，Co-
hen’s d = 0． 84。实验图片对动的诱发操纵有效。对

于“无关”词的体验，水墨组和油画组差异不显著，t
( 90) = 1． 358，p ＞ 0． 05，具体情况见表 6。

表 6 92 名大学生对水墨画和油画的句子

补词答案分析情况及 t 检验结果

组别
水墨画 油画

M SD M SD
t

静 4． 24 2． 19 2． 63 2． 44 4． 71＊＊

动 3． 46 2． 04 5． 35 2． 44 － 5． 74＊＊

无关 2． 28 1． 50 2． 00 1． 30 1． 358

图片选共 3 题，每题选项为静或动，被试每选择一

个“静”图，我们统计时即记 1 分，每个被试得分范围为

0 － 3 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对“静”图的选

择，水墨画组显著高于油画组，t( 90) = 4． 57，p ＜ 0． 01，

Cohen’s d = 0． 64，。水墨画与油画图片对静的诱发操

纵较有效。具体情况见表 7。
句子补词和图片迫选两个不同心理投射方法的结

果都显著，再次证明中国画让人心情更平静的审美效

果是确切存在的，而不是艺术家或学者的臆想。这里

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即句子补词的第 10 题:“大

树在风雨中”。在不看画而只让补全句子的前测中，8
个被试会迅速地填写“飘摇”“狂舞”等词。但是让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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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觉得奇妙的是，当被试观看完水墨画后，大多数被试

填写了“纹丝不动”“岿然不动”等突出静态的词。那

些曾经只能由少数艺术家和饱学之士才能体会和玩味

的中国“艺境”，其实对很多人而言，也具有普遍的感

染力，即便这种效果有强弱之分。

表 7 92 名大学生对水墨画和油画的图片迫选

答案分析情况及 t 检验结果

组别
水墨画 油画

M SD M SD
t

“静”图 1． 39 0． 98 0． 59 0． 69 4． 57＊＊

4． 主客关系实验

本实验 试 图 验 证 物 化 的 前 提 条 件“吾 丧 我”中

“我”的主体感是否削弱乃至消融了。在《齐物论》中，

庄子提出著名“庄周梦蝶”命题。怎样达到庄周梦蝶

的物化境界呢? 在《齐物论》开篇，其实埋下伏笔，南

郭子綦荅焉似丧偶，正因“吾丧我”。因此明代张四维

说:“南郭之丧耦，庄周之物化，皆忘己也。此其首尾相

照处。”( 《庄子口义补注》卷一) 这是物化的准备。张

世英先生透辟地指出，主客二分，即区别和分离主体和

客体，是达到自我意识、自我觉醒的关键性一步，而主

体和客体浑然一体，则无主体可言。瑒瑨在庄子物化或中

国艺术的境界里，自我隐退，化入天地万物间。
在完成画中游联觉实验后，研究者在与被试的交

谈中，提到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问题，即水墨画和油画

能否将观者带入画中，以及带入后的特征如何? 其中

一位女生的回答颇有代表性。她说在看油画时，能联

想到和她闺蜜一起在画中的桥上自拍，而水墨画组的

被试没有任何类似联想。观看西洋画时被试的这种联

想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与宗白华等学者说的观看

中国画时那种周游往复，飘洒浮动的具有虚空性质的

体验很是不同。这促使笔者继续思考，是否可以通过

被试描述看画后的语言，寻找到相关的主客信息。言

语的细微差异中，往往体现了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极为

丰富的信息。比如，美国人在问“这是什么地方”的时

候，基本上会说“Where I am?”( 我在哪里) ，而日本人

包括东方人会说“What place is this ( place) ?”( 这是哪

里) ，对“我”的强调与否，和自我意识的强调程度有关

( Ikegami，2012) 。瑒瑩

本次实验采用“大声言说”( Speak loudly) 方法。
这是几十年前曾被心理医学用来诊断和治疗的一种方

法。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和荣格的词汇联想治疗法，

与“大声言说”颇多相通之处。

实验材料及前期准备: 实验材料仍沿用图 6、图 7
山景图。为了避免实验中因有人在场而造成被试尴尬

影响其自由发挥的情况，我们录制了音频材料，能够有

效指导被试每一步的操作。指导语文本较长，从略。
为了让被试熟悉和适应“大声言说”的要求( 即连续不

停地讲，可以重复，但不能停下说话) ，我们前面安排了

一个练习。实验的节奏、时间控制均由音频材料控制。
正式实验和操作程序: 60 名在校研究生参加了本

次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被试随机分为油画组和水

墨组，每组各 30 人。油画组观看油画山景，水墨组看

水墨山景。实验室有录音设备，不间断录音。
结果分析与讨论: 整理 60 名被试的录音，统计两

组文稿中的“我”字个数。结果发现“我”字在水墨组

与油画组出现的个数差异显著 ( t ( 58 ) = 2． 00，p = 0．
05) 。具体结果见表 8。由此说明观看油画的确出现

了具有很强现实主体感的联想，而看水墨画的一组，使

用“我”的个数明显偏少。中国画“物我两忘”的艺术

追求，确实让观者的自我意识变得淡了，不似看西洋画

时那么强烈，而是消融于画中天地。
张法指出，“古代西方人的审美最终要归结到一个

类似取景框所指范围的景色上，人的目光形成一个焦

点向景物直直地放射而去。而中国人的观赏，如果人

不动，也一定按照文化的观赏方式上下移动，远近往还

……”这样观的特色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在时空动态

体系的文化中，仰观俯察，远近游目是为了获得宇宙的

真谛。”瑓瑠所以，中国画实现的是中国人“游心骋目”的

理想境界，它和观景有关，但最终都“精骛八极，神游万

仞”。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美学的“虚”，可以使得一

幅画让观者“神游”。瑓瑡这样的神游，自我与天地融合，

庄周梦蝶，不辨主客，物我两忘。

表 8 60 名在校研究生对水墨画和油画录音结果

分析情况及 t 检验结果

组别
水墨画 油画

M SD M SD
t

“我”字个数 8． 78 6． 01 12． 41 7． 88 2． 00*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强调，艺术体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方文

化比较的实证研究，常通过量表实现，如整体思维量

表，得分高为整体思维，得分低为分析思维。瑓瑢或是一

种启动方式，用描绘全景来启动整体思维，用分解全景

来启动分析思维。瑓瑣主客相融和主客相分看似对立的

哲学概念，实则为不同的范畴。通过西式还原式、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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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的操作化，很难把握二者本质。本文尝试通过传

统水墨画和油画为文化载体，以整体的方式呈现主客

相融的内在逻辑，探索两个概念的心理机制与审美体

验，或可为中国标识性概念的打造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在画中游联觉实验中，被试观看水墨画瀑布后感

知到的水流声音显著高于油画瀑布。水墨画的主客相

融，使人产生物化为瀑布的感受。成熟的医学成果表

明，我们听自己身体声音( 如肚子咕咕叫) 是通过骨传

导实现的，而别人听是空气传导，因此前者听到的声音

大于后者。主客相融会感知到更大的声音，可能还有

观画后认知资源激活量的问题。这些都有待以后的研

究进一步深入。
在提出物化这一可能的解释之后，本文又沿物化

的逻辑“虚静 + 坐忘”展开论证。在时空感知实验中，

本文发现描绘相同的眼前景观，水墨画家画出来的景

物也比油画家的看起来更远，听起来更长，这反映了

“虚以待物”的心理效果。在观后情绪的实验中，本文

发现描绘相同的眼前景观，水墨画的景物比油画更能

带来平静之感。在主客关系的实验中，观看水墨画的

观者比起观看同主题油画的观者，在观后陈述中更少

使用“我”这一主体词，这是“吾丧我”的一个反映。
本文以中国大学生这个青年群体为被试，一系列

实验结果证明，普通中国青年人，基本都能对中国画的

空、远、静、主客相融等艺术特色具有真切的审美体验。
这有力说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艺术，其实

对普通国人也具有美的感染力。但这并不说明目前中

国青年人的审美教育水平有多高。恰恰相反，在多次

试验后笔者与被试的交流中，发现被试基本上对国画

知识一无所知，即使有三位美术系的学生，他们说从学

画开始，接受的就是西方的绘画体系，从素描开始，主

攻油画、水粉等，因为考试考的都是西方绘画的内容。
中国艺术坚持和实践的突破主客二分的精神，独有的

艺术特色和风格，具有“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普

遍性意义。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艺术与美学理论自

有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中国的画学对将来的世界美

学自有特殊重要的贡献。瑓瑤李可染先生也曾回忆西方

人推重中国画，认为西方歌剧布景等都需要师法中国

画。瑓瑥这需要建构中西方皆可理解的概念，并尝试中西

方都认可的研究范式。
在本文之后，笔者将展开第二步研究，即以没有中

国文化背景的西方人为实验被试，进一步推进此研究。
无论西方被试对于中国画具备类似的审美体验与否，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有，则可充分借鉴中国画的艺

术长处，在讲述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等方面更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如无，则需重新思考很多传播策略是否

妥当、学术研究和交流应从哪些维度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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