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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乍然映入眼簾時，內心深處似有一根弦被輕輕地撥動，餘波盪漾，繞

樑不絕。長久以來對生命的思考，似乎得到了共鳴。沈浸在美學的國度裡，經常

無端地感動，有時為大崙山上的滿天星斗；有時為生命的苦難與莊嚴；有時為初

生嬰兒藍而黝深的眸子；有時為默然契會的眼神交流。人世間太多太多的美，美

得讓人柔腸寸斷，教人難以承受。於是，遂想起史作檉的一段話： 

       

   2 

 

  

《天下雜誌》2001年 11 月的特刊「海闊天空 V 美的學習──捕捉看不見 

的競爭力」中提及：1999年 11 月，第三十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年會中，理事長

梅爾首度提出美感教育宣言，倡導美感教育對每個人之重要性。2000年新加坡

新聞與藝術部提出「文藝復興城報告」，試圖從軟體及心靈改造著手，將新加坡

打造成一座文藝復興城。2001年 1 月，美國教育部亦宣示，全國中小學生需接

受藝術美感之課程。2001年 9 月起，我國教育部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將國中小

的學程分為七大領域，其中最具創意的即為「藝術與人文」課程。同時，文建會

亦推出「一鄉一館」計劃，使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便能接觸藝術與美感的文化活動。

綜攝上論，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宣稱：「美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 

  

這一切政策、措施與宣言，似乎均指向於「二十一世紀是美感教育的世紀」。 

「美感」與「藝術」誠為人類心靈最原始的呼喚，然則，究竟什麼是「美感教育」？ 

 

石朝穎在＜再造人格的真善美──藝術教育的省思＞一文中說得好： 

  

   

  

                                                 
1蔣勳：＜發現自己的存在＞，《天下雜誌》，2001年 11 月，頁 83。 
2 史作檉：《憂鬱是中國人的宗教—美學與古典之中國》，台北：博學出版社，1980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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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或「藝術」，就西方美學之定義而言，可能指稱為美的人為創造物

的形式，可以引發人之愉悅感覺者，此乃狹義的美學內涵之一小部分。就中國美

學而言，人類歷史活動中，一切人性所發生的矛盾、挫折、衝突、掙扎等心理狀

態，都是人類希望逼向於美的努力過程。誠如蔣勳引友人植物學者徐國士之言，

自然界一切生命的演化過程，是經過無數次的苦難與淘汰，最後以它認為最完美

的形式回報於大自然，此正與六朝畫論家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所謂「山水以形

媚道」的精蘊相通。史作檉稱之為「形上美學」，石朝穎則為其作「美學的形上

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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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生命所追尋的理想，是一「原型之人」的存在，也是一種生命最完美的

形式。而此「原型之人」的完成，就中國美學而言，是一種「形上美學之道德的

人格」。這種「原型之人」的完成，毋須劃分儒家、道家，也毋須作哲學、文學、

藝術等現代學科的分類，此乃是先秦哲人對生命思考的永恆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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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朝穎：《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美學的形上關懷》，台北：水瓶世紀，1998年，頁

233-234。 
4 史作檉：《形上美學導言—一種對於中國古典哲學之基礎性的反省》，台北：仰哲出版社，1982
年，頁 1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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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石朝穎：《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美學的形上關懷》，頁 243。 
6 石朝穎：《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美學的形上關懷》，頁 249。 
7 宗白華：＜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收入《藝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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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所批判的禮，和孔子相同，皆針對疲弊後的周代禮樂典章制度而發。老

子否定當時社會價值觀之下，流行的美、善、道、德、仁、義等人文世界之德行

規範，老子所期盼的，是超越當時代審美價值觀之上的，更為極至的美善境界。

就先秦哲人的心靈而言，孔、老終極的關懷如出一轍，乃是對人類最完美的生命

型態──「原型之人」，作最深沈、最憂患的思考。此「原型之人」的完美生命

型態，可從「生命本質」和「生命形式」兩大面向加以思考。 

 

  史作檉在論述人類文明之發展時，曾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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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原始」，指的是文字文明創造以前的世界（頁 106），亦即是「自然生

成之物，自無人文世界中，以某人為之方式所呈現之個體可言」（頁 124）；所謂

「人文」，指的則是文字文明創造以後的世界（頁 106），亦即是「形式、符號、

表達、理論或系統的存在」（頁 61）。中國由殷商以前之原始自然之存在，進入

到周公制禮作樂之觀念的創造，周代之後，則有人文形式的應用，中國文化文明

之體系，於焉形成。 

 

  以此文明之發展軌跡審視先秦哲人對生命本質之美感追尋，無不落在「原始

自然」的人格型態上，此為先秦儒道哲人共同之肯定。 

 

  此「原始自然」之本質，就孔、孟、老、莊而言，雖有不同的語言塑造，然

所指稱的生命質地卻毫無二致。 

 

  首先，就抽象的生命本質而言，「原始自然」的生命型態，孔子稱之為「質」，

《論語》中記載： 

    

                                                 
8 史作檉：《社會人類學序說》，台北：唐山出版社，1989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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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對於「原始自然」之生命本質，則稱之為「樸」。「樸」在《道德經》

中出現的次數極為頻繁，如《道德經》中言： 

    

    

     

    

    

    

        

    

    

 

  老子否定周文疲弊後之人文活動與文明之創造，認為人若能素樸寡欲，回復

本然之性，則天下社會將無事而安，宇宙萬物將自然生化，則一切回歸最原始自

然的純淨之姿。 

 

  承老子之緒，

 

 

    

    

    

    

 

  莊子認為世人因有耳目口鼻等視聽食息之感官，追逐感官之慾望無窮，人便

喪失了明覺之本性，故莊子主張唯有閉除有形之感官感受之後，心靈方能開啟更

真實銳敏的原始生命本能之感受。 

 

  其次，若就具象的生命人格而言，孔子所推崇的為「野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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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書集註》謂：「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

子，謂賢士大夫也。用之，謂用禮樂。」野人，或謂殷商遺民，因處於偏遠之宋

國，故為郊外之民。孔子嘗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以又在

禮樂的運用上，以殷商遺民之禮樂為價值取向？其間是否有所矛盾？ 

 

  就禮樂的存在而言，史作檉嘗指出：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禮樂有三種不同

的型態： 

（一）原始之禮樂：即周文以前之禮樂，亦即一自然之禮樂。 

（二）創造性之人文的禮樂：即有組織之周、孔所言之禮樂。 

（三）世俗之禮樂：即漢魏以後之禮樂。9 

 

  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孔子的時代，面臨周文疲弊、禮壞樂崩的社會，孔

子所稱許的生命型態是「郊外之民」，亦即原始自然的生命質地之殷人，此或因

孔子為殷商遺民之血緣關係。若論生活中禮樂的實踐，則孔子肯定的是周文以前

之禮樂，也即是夏、商以來巫術性宗教濃厚的原始自然之禮樂。所謂「郁郁乎」

的周文，乃指「監於夏商二代」之原始禮樂。 

 

  就禮樂的本質而言，「野人」的素樸自然之禮樂，並未受文字文明之理論所

洗禮，所謂「殷政尚質，寬簡溫厚」，反倒具有心靈感應之神秘力量，能真實扣

合人類心靈底層非理性的企盼與想望，作為心靈精神之依皈；反之，周公制禮作

樂後的「創造性之人文的禮樂」，較重官制、禮樂、刑法、農業、教育諸事，所

謂「周政尚文，禮煩政苛」10，畢竟是一套專為人倫社會之和諧所制定的、約定

成俗的理性的儀式軌範。就人心而言，「創造性之人文的禮樂」實已具備了「用

世之心」，並不全然切合人類心靈的終極渴求，因此燦然明備的周文，乃因襲夏

商二代寬簡溫厚之質地，方為孔子所推崇。其後因人性不斷地質變異化，周文成

為貴族競逐名利之符號表徵，早已喪失原有之精神，故而孔子在現實中會傾心於

夏商以前原始自然的「野人」質地，以及原始自然的巫術性宗教式禮樂生活。 

 

  其次，就孟子而言，孟子所追尋的的具象生命本質，稱之為「赤子」。孟子

曰： 

 

   《  

 

                                                 
9 史作檉：《社會人類學序說》，頁 24。9 
10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社，1981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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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書集註》謂：「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

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所謂「赤子」，就朱熹之解，是

「純一無偽」的生命人格。「偽」字作「人為」解，亦即禮樂教化之人為文飾。

如此言之，孟子所言「赤子」，即生命質地純粹單一、未經「創造性之人文的禮

樂」教化的原始自然之生命。石朝穎亦指出：所謂的「赤子之心」，指的正是人

的一種「自然原始的本質」。11 

 

  同以「赤子」為生命本質之美的，如＜大學＞亦如是謂之。＜大學＞引《尚

書‧康誥》曰： 

  

    

 

  ＜大學＞之教，治國必先齊家，朱熹《四書集註》謂：「此引書而釋之，又

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如先保有原始自然之生命本質，

再用真誠之心推求，則循本而末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得而為之。「原始自

然」之生命本質，仍是一切文字文明之本源。 

 

  不僅儒家孔、孟、＜大學＞，均以「原始自然」為生命美感之追尋標的，即

便是道家老、莊，更將「原始自然」之生命人格，作為生命美學之最高理想。老

子稱此為「嬰兒」或「赤子」。《道德經》曰： 

 

    

    

    

    

    

    

 

  王弼《老子註》謂：「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

物全而性得矣。」「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赤子無求無欲，不犯眾物。故

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綜王弼之

言，老子之所謂「嬰兒」、「赤子」，亦即順任自然之節奏、冥合自然之智慧、無

欲無求的原始質樸之生命人格。王淮亦謂：「赤子與嬰兒為道家之理想──修道

養生者所嚮往之一種人格形態。……嬰兒之生命柔弱，精神純粹，血氣飽滿，而

生機旺盛，凡此皆修道養生者，所追求嚮往之目標與理想12。」 

                                                 
11 石朝穎：《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美學的形上關懷》，頁 236。 
12 王淮：《老子探義》，台北：台灣商務，1985年，頁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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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莊子，則將原始自然之生命型態，以「至人」、「神人」、「真人」之形象

展現。《莊子》曰： 

 

    

    

    

    

    

    

    

    

    

    

     

    

    

    

    

 

莊子以生動的形象說明「至人」「神人」「真人」之心靈不受造作之水、火、風、

雷等幻象所侵擾，睡時不夢，醒時無憂，氣息深長，嗜欲淡薄，其精神純一，自

在無礙，與天機天道冥合，故外顯之相貌若「孺子」、「處子」。《莊子》曰： 

 

   《  

    

 

  聞道之歷程，由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無古今－入於不死不

生。生命經由一層一層地向上提昇超拔，不斷地將人文世界所構作的價值觀加以

泯除，終見自我原始自然之本質，亦即所謂的「未始出吾宗」（莊子應帝王）。 

故外顯之相能如嬰兒般肌膚冰雪透明，內蘊之氣則如明鏡一般，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故能勝任萬事萬物而不為物所傷。此外顯如孺子、處子之「至人」「神人」

「真人」之境界， 亦即「原型之人」的生命本質之具象化。 

 

 

  牟宗三先生論周代禮壞樂崩、周文疲弊，先秦諸子出於王官，為對治周文

疲弊，皆提出一套思想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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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就周代禮壞樂崩之現象而言，牟先生之說法誠然建構了某部分歷史之現象。

然就人類終極而超越的心靈境界而言，則如六朝樂廣所言：名教與自然「將無

同」。儒道兩家表面上對周文持補充或批判的態度，孔孟老莊在當時社會亦非一

宗教家，然細細尋繹偉大哲人之心靈，莫不有一極崇高之宗教情懷與理想，此情

懷超越人世間具體個別之人事物，而指向宇宙、人類生命之終極安頓，亦即「天

地之大美」。在此一意義上，就中國哲人的心靈而言，此形上的美學關懷，在最

高境界上是相通的。 

 

  若論孔孟老莊對生命的原始自然之美質，外顯於形式上，有如何的抉擇；換

言之，孔孟老莊除了對生命本質之美感追尋，以「原始自然」之質地為主外，對

於生命展現於外的形式表達，應以何種方式最能扣合「原始自然」之質地？ 

   

  就人類的歷史觀之，當以「樂」和「禮」最能切合「原始自然」之本質，而

完成「原型之人」的存在。而這「樂」和「禮」，並非周公制禮作樂後的「創造

性的人文之禮樂」，而是回歸人類真實存在的原始禮樂。這套周文以前的原始禮

樂，反而更與天地和其節奏，更與自然同其聲息。在這一形上的生命形式的美感

抉擇上，孔孟老莊應是殊途同歸的。 

 

  就原始禮樂而言，其巫術性宗教濃厚之性格，恰正是原始原創的美學根源。

周公制禮作樂之後的創造性人文的禮樂，則是經過規劃的理性之道德文明。若就

藝術人類學的角度觀之，前者乃「原型之人」的存在之根源。 

 

  石朝穎在論「美學的形上建構」時指出： 「美學的形上建構」必須正視三

種境況： 

（一）就「人性」來說，人都必須經歷過「童年」而後才進入「成年」。 

（二）就「歷史」來說，人都必須經歷過「原始」而後才進入「文明」。 

（三）就「表達」來說，人都必須先有「藝術表達」而後才進入「文字表達」。 

「童年」、「原始」與「藝術」，乃是「人類美學」的基礎與根源。所謂的「童

年」與「原始」指的是：識字前的「兒童心理」與使用書寫文字前的「原始文明」

                                                 
13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書局，1993年，頁 60-65。 



 10

14。 

 

    以此理論觀之：殷商以前的文化是屬於「童年」、「原始」、「藝術表達」的階

段；周代理性的人文思想發達以後，是屬於「成年」、「文明」及「文字表達」的

階段。兩者區分之關鍵，則在於「樂」。「禮」與「樂」雖常並舉，但真正與生命

主體的氣息相通、與天地的韻律相應者，非「樂」莫屬。「樂」雖可分為聲、音、

樂三個層次，然本質均為聽覺藝術。此聽覺藝術正是宇宙自然與各種生命形式相

感相應的基本元素。史作檉對此有極為深刻之說明： 

 

   

15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上，「樂」一直處於「生命美學」的層面，溝通著不

可知的、神秘的天地與人類的韻律節奏；「禮」的內涵雖為「文化美學」的層面，

然究其根源，實以「樂」為其本源。誠如宗白華先生所說：「禮之本在仁，在於

音樂的精神，理想的人格，應該是一個『音樂的靈魂』。16」殷商以前的原始禮樂，

以「樂」為中心，透過巫術性的詩、歌、舞合一的「樂」，傳達一種人類與天地

自然相契相感的生命律動，此亦為中國藝術的美的源泉──節奏17。周文之後的

創迼性人文的禮樂，卻是以「禮」為中心，「禮」之內涵與「刑」相當,「樂」退

居為行禮之樂，純為「禮」而奏之配樂，原始禮樂之神秘的生命律動轉而為規則

性的宮商律呂，多了管絃器樂的形式，卻少了一份生命原始的悸動與鳶飛魚躍。 

   

  故而孔子欲興樂教，以音樂為教育之中心，重新尋找周代禮樂之本質。《論

語》中記載孔子論樂之處甚多，舉其要者如： 

 

    

    

    

    

                                                 
14 石朝穎：《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美學的形上關懷》，頁 250-251。 
15 史作檉：《藝術的本質》，台北：書鄉文化，1993年，頁 25。 
16 16 宗白華：＜藝術與中國社會＞，收入《藝境》，頁 208。 
17 宗白華：＜論中西畫法的淵源與基礎＞謂：「美與美術的特點是在『形式』，在『節奏』，而它

所表現的是生命的內核，是生命內部最深的動，是至動而有條理的生命情調。『一切的藝術都是

趨向音樂的狀態』，這是派脫(W.pater)最堪玩味的名言。」收入《藝境》，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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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認為生命之圓滿完成，必須歸趨於音樂性的藝術人格，而此音樂性之藝

術人格，正為「仁」的道德人格，故孔子論樂，強調「盡善盡美」。此「盡善盡

美」的音樂性之藝術人格，孔子又曾以嬰兒的形象加以串連而等同。漢代劉向《說

苑》記載： 

 

    

    

 

  宗白華先生指出：孔子將嬰兒的心靈的美比做他素來最愛敬的韶樂，乃因為

嬰兒的一雙眼睛令人感到心靈天真聖潔，能如韶樂般啟示盡善盡美的深厚內容。

音樂使我們去把握世界生命萬千形象裡最深的節奏的起伏18。嬰兒與音樂給予人

的啟示相通，嬰兒又象徵「原始自然」的生命本質。故孔子所嚮往的生命型態，

應是具備「原始自然」之美的本質，加上音樂性節奏之美的形式所摶合而成的藝

術人格，亦即「文質彬彬」、「盡善盡美」之道德人格，亦即所謂的「原型之人」。 

 

    此「原型之人」的完美呈現，在孟子而言，稱為「大人」。石朝穎即指出：

中文的「美」字，是由「大」字，與「羊」字構成；而「大」字，從字源上看，

是指「一個人站立的正面」（ ），故象人形。所謂的「大人」，是指那些有能力

保持孩童般天真本性的人，稱之所謂的「大人」！19此可以揭示至少二種藝術人

類學的象徵意義：第一，未有系統書寫文字的原始人，頭上戴上象徵「文字文明」

的裝飾物「羊角」。換句話說，這也許正意謂「美」這個字，指的就是，具有自

然、原始本質的人，加上象徵文明裝飾物。一方面既保有自然原始的本質，另一

方面又具有文字文明的裝飾。這不正就是孟子所謂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的本意嗎？因為所謂的「赤子之心」，指的正是人的一種「自然原始的本質」。20 

 

 

  此「原型之人」的美感樣貌，在《禮記‧樂記》中稱為「情深而文明」。「情

深」，即「質」，或「原始自然」之生命本質，徐復觀認為：它乃直接從人的生命

根源處流出21；「文明」即「文」，或「音樂性節奏」之生命形式，徐復觀認為它

是指詩、歌、舞，從極深的生命根源，向生命逐漸與客觀接觸的層次流出時，皆

各具有明確的節奏形式22。 

 

                                                 
18 宗白華：＜中國古代的音樂寓言與音樂思想＞，收入《藝境》，頁 325-334。 
19 石朝穎：《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美學的形上關懷》，頁 235。 
20 石朝穎：《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美學的形上關懷》，頁 236。 
21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1988 年，頁 26。 
22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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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地，老子和莊子雖對周文持否定態度，然此乃針對「創造性的人文之禮

樂」而言，對於更終極的、直指人類原創心靈的原始禮樂或大自然的生命節奏，

老莊則是心嚮往之，老子即曰：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

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老子認為：最極至的音樂，是超越

一切世俗的聲音，無法以感官之聽覺系統去耳聞，必須以生命最深層的節奏氣息

去感應，如此與大自然之節奏氣息相冥合，此方為生命形式最完美之呈現。 

 

  與此相同，莊子亦主張完美的生命形式，是具備天地宇宙最極至的音樂性的

節奏氣息，莊子稱之為「心齋」： 

 

    

    

    

  

   所謂「虛則能納」、「虛室生白」。莊子認為生命的形式必須回歸於「虛」

的狀態，將感官經驗加以解消，重新回到生命本然的脈動中，所謂「墮肢體，黜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才能以主體最靈明的生命律動去感應大自然的節

奏氣息。莊子認為主體最深層的生命律動，亦即道體的展現。這「虛」的審美心

理，亦即是音樂中的「無聲」23。《莊子》一書中描述咸池之樂，最能代表莊子對

生命形式的美感抉擇。其曰： 

     

    

    

   《  

   《   

    

 

宗白華先生謂莊子所指的「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是領悟宇宙裡「無聲之樂」，

也就是宇宙裡最深微的結構型式和規律，亦即是「道」。「道」是一首五音繁會的

交響樂24，令人聞之產生懼、怠、惑、愚的崇高、震懾的美感心理，而其最高境

界卻是「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太和萬物。」此又與《禮記‧樂記》論樂的美感境界相通。＜樂記＞有言曰： 

                                                 
23 蔣勳：《美的沈思──中國藝術思想芻論》，台北：雄獅美術，1986 年，頁 111。  
24 宗白華：＜中國古代的音樂寓言與音樂思想＞，收入《藝境》，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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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記＞認為最極至的音樂，應是與天地的節奏相應相和。自然之「一」

乃是生命節奏律動的根源，以宇宙自然之節奏「一」來和同人心人情，則所有生

命的節奏莫不與宇宙自然相應，便成就出天文、人文渾然一體的「和」的境界，

也就是莊子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大和」境界。 

 

    綜上言之，先秦哲人對完美的生命型態──「原型之人」形式的美感抉擇，

率以生命最深沈的音樂節奏為主要內容，此音樂節奏之根源在於天地自然，而呈

現於「原型之人」的生命形式中，成為溝通人類靈魂與神秘不可知的宇宙之間，

最深最美的律動。 

 

 

  整體而言，先秦哲人對生命型態的終極嚮往，乃是一「原型之人」的完成。

就生命本質而言，「原型之人」的本質應是具備「原始自然」之質地，如嬰兒、

如赤子、如孺子、如野人；就生命形式而言，「原型之人」的形式應是盡善盡美

如韶樂、至樂、無聲之樂般的藝術人格。而整全的「原型之人」，應是完成「文

質彬彬」、「情深而文明」、綜攝道德與藝術的完美之生命型態。 

 

  本篇論文中所反覆申言者，即此一簡單又眾人知曉的道理。但誠如老子所言： 

  

    

 

  舉凡曾經對生命的真實存在與價值有過深沈思考與自覺者，均能體會箇中道

理。但人類在不斷成長的過程中，經常不斷地探問生命的困惑：人一旦被拋擲至

世間，為何生命必須活著？究竟自己的存在意義與價值為何？人在尋尋覓覓的追

問中，幸運者，可找到一己安身立命之終極信念，此生得以「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再不然，便是隨世浮沈，追逐社會的價值觀而一去不復返，

生命的本質異化了，代之而起的是物性本能的爭競；尤有甚者，則渾渾噩噩，自

我生命的起始與終了，如同泡沬般，未嘗有人留意其存在與消失。每思及此，不

覺太息！ 

 

  能長年浸淫於中國文化的國度裡，是一件極為幸福的事。我也曾回顧一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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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歷程，觀照自我的生命特質，在經典中尋求困惑的解答。所幸者，千古詩心

是共通的，長年企盼的對於一己生命型態的終極嚮往，能在先秦哲人的睿言妙語

中獲得印證。人類的確是宇宙創生的一件偉大的藝術品，自然界所有生命的苦難

與莊嚴，均在此一體呈現。而初生的嬰兒、紅通通的赤子，照見人類靈魂深處最

永恆的渴望──回歸「原型之人」的存在。 

 

  徐志摩有一首詩，道盡了人類存在的終極嚮往： 

 

    

    

    

 

    

    

    

 

    

    

    

 

  行文至此第一次有種釋放與澄清之感。長期接受學術語言的訓練，本有的最

靈明、最能與自然界氣息相通的感覺遲鈍了，代之而起的，只是規範化的格式和

冰冷分析的語言。面對中國文化的核心課題──「生命實踐」，學術語言是難竟

其功的。誠如石朝穎所言： 

  

   25 

 

  我的書寫，充其量，也只是在釋放自己對生命所積累的感動，以及澄清自我

生命的質地。然而書寫之後，又將如何？生命仍舊不斷地在找尋出路。枕上讀到

高行健的文字，似乎正嘲弄著我： 

 

     

    

    

    

   26 

                                                 
25 石朝穎：《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美學的形上關懷》，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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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課題原就充滿了困惑與不確定，充滿了矛盾和荒謬，應如何看待？最

後，我想起了《金剛經》裡的一段文字，頗能說明現在的心情： 

 

    

 

 

                                                                                                                                            
26 高行健：《靈山》，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頁 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