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戎刷，而基本上没有遊入純粋的文学，如涛歌、小説等。逮大

概是由子純粋的文学単純以活吉方工具，表現z:木想、象比較自由，

不如絵画与戎尉要受物質材料的限制，因此没有尋求突破的迫切

需要。有人も人方清代蒲松齢的《柳青志昇》頒狐鬼，芙敬梓的

《儒林タト史》写儒生，就是把散点透視法特化方散篇表現法，用多

篇作品塑造多↑人物，実隊上只是多角度地表現同一称性格，如

《儒林タト史》中的周遊和菰遊其突是二而一的，不能把逮些作品混

同子一般的短篇小説集。逮紳見解述有待捻証。其実，全世界的

故事和小説，不捻在京方述是在西方，向来都是主要)A叙述者的

魚度用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展汗的。換句活悦，厨来用定点透視

法。自美国亨利・倉婦斯在叙述者之タト，会試用小説中某↑人物

的眼光去展現男一人物以后，在西方現代派文学中牙始流行多角

度的叙述与描写。逮在意訳流小説中最方明星，至福克納的《喧

峰与騒功》四ノト魚度井列，可以算是ー↑祥本。速神多↑角度的

叙述描写方法，其実也是散点透視法，不泣中国古代文学玄木返

用散点透示法，意在整体，カ求更全面地も人沢和表現整体z而西

方現代振文学送用多魚度的叙述描写方法，意在側面，通辻将整

体分割成若干側面力求更充分地も入訳和表現側面。逮紳差昇，与

文学的使命和内容的区別有美，也和文学的文化背景的区別有美。

弄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侍筑与西方現代派文学的捺索二者之

阿的咲系与区別，不仮可以帯助我fn更深入地掌握文学友展的規

律，而且可以帯助我fn更全面地も人も只各神z:木手段的笑隊表現功

能，)A而可以更清楚地憧得，如何根据文学的使命和内容的需求

来有殺地送用文学的各科玄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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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昇庚文化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一一対第三世界“前E芝木"前景的考察

〔日本〕稲賀繁美

〔中国〕美之相棒

引吉

逮里我要淡ー下侍述的不可能性。併述不可能侍迭的内容是

不合情理的，因方不可能侍迷的内容就是不可能伶述的，我的侍

迭或日披告的局限性也在子此。此タ卜述有作方一般学木披告的局

限性，逮一点也清大家事先有所も人訳。

美子不同文化向的対活，人的己俳了咋多。但逮神対活唯有

在遵)A還輯法則的領域内オ有可能。在還輯不被も人方是真理，甚

而被看作是対伶理背叛的文化領域(比如孔子)里，対活是元減

意的、背信奔文和知恩不披的表現。能移侍迭的只不迂是タト交辞

令上班以避免的遁河(日i吾中“俳述"一河同吋也有滋流欺輔的

含文)0 i式図与速神文化遊行対活，切不可辻対方坦滅相見，逮祥

只会失去対方，以至只能対不在場的他人芹生不切実隊的幻覚。

在此，我不准各対如何主人訳昇質文化作深人的哲学和社会学

的波捻，也不打算再重隻日本是不可能理解的神活。我只想、)A定

文出友，対元法遊行的対活(即発手証)所戸生的悲劇作一↑例分

析。究寛能否向西方現余提供和形象地表現日本的前豆玄木就是

我在此要i寸捻的阿題。

逮里我要預先声明一下，所消“前.:E"、“日本"、“京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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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非西欧"等河活只是在操作上姑妄用之的符号，逮些概

念可以在不同的思面上遊行畳換。如果説，法国与日本之向的対

活存在問題，那z.根据同祥的理由，日本和轄国以及其他京南亜

国家的美系、法国与英国乃至法活圏非洲各国与非法i吾閏非洲各

国的美系都有必要遊行重新汁捻。以下的考察佼是方此而提出的

ー↑不足沿道的思路而己。

日本的前豆芝求、其本康的暖味性

按照日本的耳慣，述是)A具体事物併起。(只要存有渓解，就

不可能有翼手証法的揚奔，因而在捻及涙解吋却急子作出以勢圧人

的忌結就会失落問題本身)。先考察ー下本世紀初期在絵画領域里

出現的野善派和立体振。逮些返功方保証自身能成其方前豆玄木，

所依据的是非洲、大洋洲的所滑“未牙化t:木"。然而逮些“未汗

化民族"却未能因掬有同祥的“未弄化玄木"而被称方前E。不

佼如此，逮些京西至多被も入方是“待筑主文"。即便其玄木没有落

后子吋代，也只能被畑美方“反現代主文"。在現代主文即等子西

欧主文和西欧化的厨史条件下，逮也是一↑必然的畑宿。

逮紳困境問祥遥合子日本。余所周知，日本的“俳渚"不{又

侍到了法活圏，而且也侍到了英活園。逮元疑給“前J!"性的、称

之情意象主文的涛歌返功注入了実感。但逮紳侍統的涛歌形式在

当日す的日本己似古董，人的正汁捻如何特其“現代化"。西欧玄木

友展史上被当作前E的京西，在“京洋"却是“封建残余"，官官]

因不透度“現代化"的需求而行将被拠奔。

逮里就存在日本前E芝木本展的暖昧性。一方面，俳渚良成

了意象主文者実感的源泉，然而却不能将其一概称之方“前J!"; 

男一方面，将日本涛玄木的前E性{又仮限定在述迷主文和超現実

主文等貼了祢笠的前J!t:木上又泣子主規武断。我元意在、“前

J!"和“非前J!"之阿画一条明碗的界銭，逮紳区分是否可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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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在此汁捻的。

成阿題的是“近代化一一現代化"逮ー河活。在日本敵弄n
戸后的絵画里，所滑“近代化"即是学:g西洋学院波規菰的“透

視法"、“明暗法"及“洞怖"。但是，在当吋的西欧，画括的“前

J!"己在撤奔逮些学院派的規箔。 19世紀后期，日本美木在西方

流行吋的所滑“日本主文"亦可按上述現象予以理解。日本近代

以前的玄木正因方不受西方学院採規蒐的束縛オ能成方欧洲前E
玄木的典菰。

因此，当西洋画士云改交友展途径吋，日本画括対西洋画的反

座也就只能是矛盾的。而且述是三重矛盾。第一、近代化与前E

的遊程相対立。因方不否定那些在現代化的口号下剛瓜西方学来

的京西就不成其方前E。首先可以断定，在第三世界，“近代化"

与“前豆"之阿是互不相容甚至是完全対立的。

第二↑矛盾是，“前J!"唯有与“侍筑"決裂オ能成方前E。

具有楓刺意味的是，放奔西洋学院画派的規事E就会自劫回明到与

其対立的日本侍筑上来。被視方阻碍解放的“待筑"原来与西方

的“前J!"是同謀犯。若是向西方的前E尋求玄木友展的根基，日

本的“前J!"反会失去与日本侍統御成決裂的契机。逮祥，日本

的前E返功就敏少了在形式上反抗伶統校威的内在必然性。

b人上述情況中述可演鋒出第三神矛盾。西欧的前E与京洋的

待筑相会吉合逮神高捻佼是同文重隻，甚至可以断言b人還輯上来悦

是根本行不通的。要忠実子“前J!"精神就必須向侍筑樹起反旗。

但在日本，莫如悦順)A日本的侍筑オ能在造形的水准上更忠実子

西欧的“前J!"。在速神情況下，西洋与京洋的結合大概只有在遥

背2土木家意志的形式下方能実現。忠実子前E的精神則有惇子前

E的形式，忠実子形式則精神陥子盲目。京西結合的美参実隊上

包蔵着逮祥一紳令人遊退両雄的逃捧。如果連逮一点都主人主只不清，

那就只能辻別人↑不疑体感覚的返鈍或反忠能力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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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豆"太具西欧色彩

在上述的相互参透中要把“待筑主文"和“前J!"断然分牙

則元昇子把ー↑耀解之結割断。麻煩的是，“割断"逮一行方本身

就是界定“前豆"的要素。換吉之，在第三世界占有“正統"的

“前J!"地位肌理捻上而吉也就是不可能的了。方什ゑ、逮ゑ、俳q尼?

筒吉之，“前J!"是ーノト只造合子“西欧"的概念。“前J!"盛行

的吋代正是“帝国主文"繁来的吋代。途不単純是偶然的。西欧

前E這功最終的碗立正在子宮将“他者"納方己有，除此就元法

更新自己的基硝。昼然官井不是一元化的，但是逮必然包含着西

欧本身自我同一性的危机。“非西欧"的“待統的"京西在西欧可

代表“前豆"，但速神道特仮{又是西欧単向的掠取。ヌナ“非西欧"

而吉，逮是双重的昇化。因方“非西欧"を合“西欧"的“前J!"提

供了依据，却又只能通泣“西欧"的“前J!"逮ー迂回路銭オ能

回依子自己的侍統文化，逮就使其成了元根之草。不{又如此，)A

逮↑迂回路銭F生出来的京西亦早巳不是什z.“前Eヘ至多不泣

是“西欧"的“后J!"而己了。

一小破綻及官的三小姐宿

上述理由是第三世界不能机械套用西欧“前J!"定文之原委。

但是，要建拘“非西欧"自己的前E又只能以西欧前E的定父方

基准。由子逮ーも入訳上的惇捻，理性地“拘思"、“非西欧"固有

的“前J!"，b人双重意文上洪都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在日本図形

状笑似西方而被も入方是“前J!"的作品，在定文上往往被看成只

是“西欧"的追随者z晃一方面，脱寓了逮ー既定菰時的作品又

会被も人作是日本的侍筑。

不追随西欧就是墨守“待筑"。陥子逮一二律背反的第三世界

放一汗始就被剥守了掬有“正銃"、“前J!"的枚利。逮元疑是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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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杯i企法，第三世界若出現了固有的“正統"的“前五"，那ゑ

逮神“前J!"必将偏寓“前J!"的定文。反泣来排，在“非西欧

社会"行得通的“前J!"必然敏乏独創性，而且{又限子那些被当

作西欧前E附庸的貨色。逮祥，第三世界有独創性的作品就雄有

貼上不同子“前J!"的杯釜。逮看上去似乎是一↑筒捷的解決方

法，但其突非但元助子援脱喪失自我的困境，而且佼是一神自我

放奔。

作逮神漫元迎隊的焼舌本也是一件雑事。想、拘建第三世界的

“前J!"，却又元法途越“前J!"的基本定Jし故而逮神努力)A一

汗始就巳径在整体上被排除在“前J!"行列之タト了。逮可悦是一

神文化圧迫，因方官在方自我正名的同吋却又在自我欺捕。也正

因方逮神双重操作還韓的一貫性，オ出現了破綻。逮里我想、捺汁

ー下其中的三↑美型。

第一，将“西欧"的“前J!"嫁接子日本文化伶統的裳武完

全脱寓了研究“前J!"的諮園。一↑簡単的例子就是只可叔且i手

作“現代日本伶筑国凡祥式絵画"的“日本画"。只是在“洋凡絵

画"作方“洋画" (日本画家画的西洋画)在日本安家落戸吋，

“日本画"逮ー名称方始出現。“日本画"逮一斑時元疑是方了遥

庄西洋的学院画振遊入日本的吋勢而創造出来的近代“友明"。逮

↑阿題巳在其他場合洋銅俳辻，逮里佼就翻浮阿題淡捻ー下其中

的涙解。

日本的“国凡"祥式在西方人的眼里往往被当作日本的“伶

銃"祥式，速神置換本身就有向題。其結果是，“日本画"被畳子

“前J!"之タ卜。也就是悦，只要是日本民格的就不能是“前J!"的。

“日本画"逮ー名称既是“待統的"，又是“現代的"。然而文只能

用途神自相矛盾的名称，因而在定文上官只能被看作是残存至今

的泣往遺物。向外国人俳起的“日本的絵画ぺ指的是日本的“洋

画"。所滑“日本画"，在西方人眼里算不上是“絵画"，官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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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飾"而己。速神看法主要是由逮↑用活的定文自然演鋒出来的。

反之，子外国人而言，如果解秤“日本画"不同子“日本的絵

画ヘ那ゑ実在是ー↑定文不明或者説是実体不明的存在。若非得

在此加以説明，就必然会芹生上述那些涙解。

其次，第二↑破綻是z不管是早先出現的述是后来出現的，只

要在“西欧"的“前J!"里技不到官的等紛物，逮些玄木戸品都

将在忌体概念上被排除在“日本前J!"的研究対象之タ卜。“描花"、

“陶玄"、“有道"践慨玄木的遭遇就是如此。“防"不泣是

ー↑形容河，官表明在西欧没有其対座物。在逮↑領域中， -(3 

有人摸傍西欧的前J!，或西欧的前J!J=干始摸傍官，那z.就会突然

出現“前E描花"、“前E陶-Z"、“前E有道"逮些名称，子是

“待筑"也就随之消失了。

晃一方面，所消“-Z能"“工芝"等n美井不属子“美木領

域"逮附値判断又正好与“前J!"的定文互方表里。所以被不

作'前J!"的京西既然属子“美木ヘ那z.官自然也就脱寓了“Z

能"、“工-Z"的諮時。
b人双重意文上洪，逮笑在是ー↑頗方奇怪而又支え刷性的排除

法則。首先，将不透合自己菰時的現実ー煽情慮地去舎，逮元疑

是削号遥履。要方重要的是，以“待筑"方宗旨的、具有“前

J!"趨向的返劫反而彼有可能在“待筑工芝"領域中陥子盲目性。

実豚上，対子“西欧派"来悦，只要引遊西欧的最新吋尚即可自

称方“前J!"。但是“待筑振"却被排斥在逮祥一神可能性之タト，

即:只要在西方没有自己的対座物，追随西欧就可自称方“前

J!"。相反地，被も人同方“前J!"吋，作方其代伶，只能栖牲主体

的自我同一性。因方西方も人定“前J!"的転准{又在子是否与西欧

前E玄木(絵画及離刻)相笑似逮一点。不実用的“前J!"器皿

己算不上“陶玄"。我ffJ在此想、汁捻的是被奔量子“待筑"和“前

J!"之問的“受温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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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指出第三↑破綻。由子表述或形象地描絵“日本"的

“前J!"在逆輯上必然芹生脱哲，因此更可能得出具有汎刺意味的

結果来。作方事物的前后順序，我ffJ~lA日本的玄木作品中理出

那些笑似“西欧"“前J!"的京西，然后在理清的祥品中碗も人具各

日本凡格的特点。速神操作看似合手遅輯，実隠上却戸生了奇怪

的顛倒。一件作品在集結“前J!"渚要素的道程中己b人整体上被

排斥在タト，但在其完成后却要lA同一作品中勉方其濃地投尋出日

本特色来。原来旨在御成清除“日本凡格"的，事后文要喝力嘆

出一点日本味道，逮実在是一神汎刺。事実上，日本“前J!"的

的多想不正是与西欧前豆元条件地一体化、同一化時?“知其不可，

方而方之"，逮就是此神倣法不能不具有汎刺意味的原因所在。

寓叛的表象一一代表一一代理

具有汎刺意味的矛盾不止子此。日本人那神与“西欧"元条

件一体化的世界公民之歩一旦真正与西欧交往吋，就会変方ー紳

深深的孤独感。長期以来方了援脱“日本人"逮一形象而一切向

西欧看芥，但在欧洲却又非得以自己的“日本凡格"方莱才能得

到も人可。晃一方面，在日本若不掌出一副援脱“日本人"形象的

姿恋就不被弘可方具有国隊意訳的オ具。

逮可滑是ー神双重制約。要援脱逮↑困境唯有玩弄施翼手。子

是便像希膳神活中的守炉神耶奴斯那祥掬有丙副面孔。向日本人

絃耀在巴桑社交界的来光，在欧治則炉然星示出一副日本美学代

表的架勢。逮是一神港以祇御的誘惑，却又是一神扱不滅実的恋

度。但若没有逮紳是凡使舵的焼舌，想、当↑在京西方都問述的国

隊名人是不可能的。只是当上了逮紳“国隠さ木家"就必須吋吋

承受扮演双重文化!司諜的心理重負。扱吉之，若没有逮紳因“折

衷"而引友困境的心理承受能力，“前J!"与“日本"的共存亦是

1].、不到的。那吋再堅持自己的日本国籍大概只是ー紳演技了。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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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1fJ不禁想起“巴築板"的画家1fJ，他的的作品大多表現流浪

者背井高多的心境，而他1fJ自己又都是些築倣不事"的元国籍滋民。

敏乏独創j性的日本風格

淡到逮里，我1fJ似乎可以宣言不浦地説，典型的具有“日本

凡格"的“前]!"作品只能是理性担曲的芹物。対西欧凡格作忠

実的摸傍，同吋却文要友現日本的独創性、述有比速神想、法更愚

不可及的時?若模倫中出現了日本情調，那{又是暴露了“模紛"的

不御成，或者是“国粋"残潰的芝起，而逮些“国粋"在学三3

“前]!"吋早就座予拠奔的。

面対速神情況，我官]莫如将視魚顛倒泣来。即:阿題井不在

子那些賦子“日本"特征的“独創性"，而在子那美“独創性"的

欠娘。如果悦日本凡格就在子“模倹"的忠実性，那z.作方逮神

模f方的符号則太欠“独創性"。

逮或主午是ー↑不合常規的安捻。向一般民余俳解“日本"的

“前]!"，却又告減他1fJ注意逮些作品鍛乏“独創性"，逮真是令人

暗笑皆非的行方。然而梢微も人真思考ー下“日本前]!"的現状，就

会知道碗有逮祥一些雄以途越的支住題提在眼前。

対三粋界限的研究

如何)Aよさ神悪性循亦中撰脱出来呪?~祥途越速神も人訳捻的

自身矛盾呪?雄題在子我1fJ面前的逮条死胡同是我1fJ所采用的忌

体研究方法中始己有之的。)A我1fJ己掌握的“前]!"資料序里{又

仮抽出那些可以分美的作品是元法解決問題的。当然，我没有文

努在此以ー↑“日本人"的身紛提出男一神分業体系，我也不具

此紳枚威。因方“土著居民"的視角彼准保証比“西欧"的視角

更具“正統情"。我現在的主張是z不要屈b人子那些“規菰性"乃

至“枚威性"現点的覇道。在“界限"面前矛盾着的双方是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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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的。剰余吋!司我想淡淡在各業文化中因不同現点的相互影哨

将呈現何神情景逮↑阿題。逮里挙的三↑例子不伐在西欧，而且

在日本都是備寓或被排斥在“前]!"定文之タト的。首先必須摘清

之所以被排斥的~輯依据。

首先要提起的是“日本民余工芝返功"。よさ決非是“民余芝木

這功"。我1n重新研究ー下西欧近代大t:木与小芝土木的上下美系就

可以事K住其要点。本世紀 20年代逮ー這功的推功者柳宗悦主政，

没有比内心清静、甘子平凡的匠人所制作的日常奈器更純粋更美

好的作品了。因方逮些京西没有被近代↑体作家的利己野心和春

摩所汚染。如果説，在日本被視方“前]!"的流振只是在タ卜表上

模佑了西欧前E作品的“形骸"，那ゑ“民t:送功"則可以悦是汲

取了西欧前E的“精神"。不満足子{叉以西方摘凡↑果子来品会，

而是将果樹加工后移植到日本的土壌上来。将逮一返功称作批刻

継承了威廉・毛里斯的“伶筑主文"当然彼容易，但皮該看到将

其称之滑“伶筑主文"之倣法本身就是“西欧"教訓11之一端。重

新i平伶日本的文化遺戸原本就需要“西欧"逮ータト在的眼光。此

タ卜，不可忘氾“西欧"的“前]!"原是以“中世主文"及“原始

主文"方自杯的送功。其精神上的同業在日本則変成了“反近

代"的“伶銃主文"。逮↑倫換概念的問題在文章的牙共部分巳径

指出了。

第二↑例子是“創作版画"。如果悦“民芝"是以西欧前E的

意訳方支柱更新了“伶筑ぺ“創作版画"則是ー下子就否定了西

欧的意訳形恋和日本的伶筑。速神双重否定一方面打破了版画在

西欧美木中的瓜属地位，晃一方面文不能不対抗日本“浮世絵"的

伶銃。但版画作方“民余"的芝木媒介被「芝座用却是在中国。通

辻魯迅之子伶人中国的近代版画作方大余伶播手段，在共芹党的

領号下曽被「吃~用子人民解放送劫的宣伶之中。大余的表現媒
介服寿子社会革命，小芝土木的“版画"変成了名副其実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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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前_TI"的渚多矛盾，或主午述会社矛盾成倍増加。因方民族美

学的国粋主文明根到底不迂是“前E主文"的“帝国主文"之翻

版。逮紳新的“神族・日本回明"実隠上是対文化的背叛。井且

逮次不是西欧，而是“京洋"来自演出的、具有“京洋情趣"的

活尉。 19世紀西欧的“京洋主文"是西欧対“京洋"遊行掠取的

一紳形恋。西欧方了据“京洋"方己有不佼将其知人了自己的蒐

時，井且述将其“述原"方他f(J所宣称的“普通主文"。正是速神

顛倒了的俳値現，在神族紛債笈枚的美名下F重威跡着我f(J。
我官JE立該向タ卜国展示日本的什ゑ宛?逮是ー↑首先需要回答

的阿題。反常的是代表性的、典型的日本京西却得不到披道，所

披道的只是民俗学意文上的奇凡昇俗和地獄般的隻J3迎考等貧入

所閥的内容。也即是排，唯独日本オ有的特殊事例オ可去形之子

表象。在国隊舞台上了登堂入室的日本人其実都己遮掩起日本人

的本来面目。

対子生活在日本的普通日本人而吉，最推理解的就是強迫他

f(J接受的“自我同一性"逮ーヌ見念。正如是↑河的日清i手法所示，

i玄是一↑同文反隻河，不値得去寺n研究。逮是ー↑到了外国人

面前オ不可回避的阿題。不可思波的是，在作方日本人集体象征

的日本国里，好象不存在外国人。タ卜来現念介入之后，元捻嚇↑

国家都会有渚多阿題需要重新寧視。但是在日本，即便是国人も人

可的特別具有日本特色的事物也元人去加以隅明。

忽祥向タト界提供逮些元人言及又未被充分意訳到的尋常事物

呪?需解答那些在国内元人向津的阿題意味着与タ卜界巳存有隔膜，

面対子那神元章可循又俗不可耐的事物附会穿歯巳則意味着自己

与実隊的生活感受完全望絶。企望脱高没有媒介的世界巳是否定

一切的昇常表現，将那神向タト界的説明河程式化且一成不変提供

給媒介的行方就是背叛，至少也是不加緋怖就元能方力的蛮挙。対

此，当事者不会没有感受，因方減実地与タ卜界遊行淘通只有元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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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I"。如要把逮叫作玄木的前E性革命，那~即便在逆輯上井不矛

盾，但侃有可能被人指責方泣子示現。

作方版画姐妹芝木的画刊t:木在日本的 60年代己返返超出

了“前_TI"的権架。 1970年在大阪万国博覧会上一展身手的狩多

投汁家后来都成了「告界和商ft界的工具。人的(包括那些没有

迎合吋尚的人)在感到失落的同吋也領悟到了一↑道理。逮就是:

以方系出的オ隼可与世界宣接融方一体的思望只是“前豆"吋代

的幻想。

元捻宏~悦，“前_TI"吋代碗曽是浪漫主文土壌上的最后祭典。

在歩后的幻天中牙始創作的当今画刊波i十家f(J如果伺将自己称之

滑“前_TI"，那就実在是非常敢子面対現実的恋度。

最后看ー下日本的建筑。逮↑領域里“前_TI"的終結則更方

自覚。当上近代主文旗手的父撃的剛荻得国隠好坪， JL華f(J就己
宣布“近代"的終結，“前_TI"的伝活亦己成方昔目的遺物。日本

花了近百年吋阿妊上了西欧，不知是否偶然，就在逮吋西欧也放

奔了自己対日本的表率地位。逮祥，集“前_TI"凡格与“日本"凡

格子一身的捻点也被否定了，逮不{え佼是一神厨史的汎刺。在所

南“超現代"建筑到赴亮相的同吋却有人在宣揚“前近代"文化

的笈畑，逮空色非偶然事恋。“前_TI"的前方果真是“前近代"的再

次来l陥時?我ffJ今天正面!陥着逮祥一↑向題。

“前豆"的前景及反劫倒退的危隆

我f(J己径失去了成方“前_TI"的客ヌ見依据。今后若西欧再要

求我fn展示特別具有日本民格的作品，我ffJ又忽能不去装扮ー↑

“典型的日本人"模祥呪?再也不是展示日本的“前Eヘ而是向

タ卜国展示“日本"的吋候了。 70年代以后活妖子海外的日本玄木

家逃拝了一条或咋可称之靖国粋改宗的道路。逮是方了迎合タ卜国

人，是本末倒量。但是，逮一新的使命恐伯不佼不能解決上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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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文化乃至生活信条。没有巧妙周旋子内タ卜之|司的解河，没

有些も午創痛，伶迷交流本来就是元法遊行的。媒介的巧吉例日常

常是対双方的背信行方，不蒙受此神責罰就不可能接受仲裁。迭

正是我官]在文化交流中必須継袋容忍、支持的外交使命，官侍大

而又悲惨。

扱均ヌ良費量的使命及我イ11的寛容

如上所述，向タ卜国提供或形象地表現日本特色是一件不蒙受

倒痛就元以完成的作jk.。イ寺媒和其他信息提供者只要与信息来源

相隔絶，加之其本身又絶元理性忠雄能力，那ゑ他好!l都能担当

起逮“神文化代表“的魚色。不与自己要代表、表現的対象相隔

絶就元法去代表和表現。逮是ー↑以自我否定方机縁的使命。但

是， j句逮神貌似“神蚤"的非行而忍受創痛又是否算神径錯乱q尼?

有人も人方“日本"永恒的魅力在子勉是ー↑不可理解的国度。

他的之所以遠祥併，其原因(也是結果)恰恰就在子逮↑引起創

痛的街痕。逮里星現了理性所能把握的界限和弘訳捻上的美健所

在，但我的不能再継銭往前。我ffJ所能侍迷的至多是那些被象征

性的暴力或符号的暴力(只能逮祥表述)摘得傍痕累累的真実。我

ff]理性忠雄的任努決不是把自己当作真実，其或是真理的豆士。我

的的使命佼佼是不断地掲示逮些紡痕，一如時血的“子規"。

恐伯我該就此住口了。最后，我想引用ー↑古己有之的推題，

其内容是美子寛容的。“寛容対子不寛容可以寛容時?"，逮是大家

都知道的問活。対不寛容寛容的結果是容忍了不寛容。反泣来洪，

不容主午不寛容就等子声明自己不寛容。我ffJ的理性思錐活功必須

死心場地的忍受逮雄以忍受的条件而甘恩成方途神野蛮的栖牲品

時?謝謝大家不嫌奔我野蛮的法i吾一宜静折到最后，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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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23木中的“真実"現

蒋述卓

在西方玄木史上，常把対対象的逼真描全会当作さ木家的最高

杯准，而所i己裁的某些功物或人事昔把z:木品当成官官]所描全会的実

物的故事，則文成方対一↑z:木家的最高焚美。比如阿波莱斯所

画的弓如此逼真，以致子引起一匹真弓友出長噺，似乎要同画中

的弓奈熱。画家奏克西斯同巴忽恰西悠斯比饗，饗克西斯画的葡

萄非常逼真，引功了一巳烏来啄食z但是，当饗克西斯正要撤牙巴

忽恰西悠斯画上的遮差常子吋，他オ友現逮↑常子也是画上去的。

子是，他輪了。民古希賭芝木到古典主文乃至批判現実主文，西

方玄木侍統一直強調対玄木対像的真実描事，逮紳“模佑乃是z:

木的根本特征"的規点宣到黒格忽オ対其有絞充分与系統的批判，

也宜到西方現代派芝木的共起オ有大的特折。

在西方人眼中，玄木始終是一面鏡子。柏投図首先も人方模紛

芝木家ffJ是一些鏡子玄木家，他ffJ以方把鏡子特来特去，就能反

映現実中的一切。不泣，他ffJ忽略了整体，反映的只是事物的影

子，而只有理念オ是真実的。事物是理念的影子，而z:木品所描

事的事物則是影子的影子了。柏投園以此否定芝求的真実性，但

他的“鏡子"説却方后人批判地吸枚。文玄隻栄吋期的玄木大姉

迷・芥奇就提出:“画家的心座該象一面鏡子，永返把官所反映事

物的色彩援遊来，前面接着多少事物，就摂取多少形象。"①捗士比

亜則借恰郷雷特之口道出自己的玄木主扶z“演戎的目的，)A前也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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