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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对文艺价值的构筑与强化

蔡 毅

文艺创作是一种授予意义、创造价值的活动。这活动既需随心所欲地

尽情发挥，又不能凭空捏造胡作非为，它是有基础有门槛和有标准的。如

果我们把文艺创作者比喻为一个做木工、打磨钻石、修理钟表的人，那都

存在是一个门外汉还是熟练者，是工匠师傅还是能人、大师的区别。熟练

与陌生、有技术与无技术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舞蹈家一举手一投足随

便做个动作都比别人好看有范，歌唱家一开口起唱便能镇住人，让人觉得

不同凡响，画家展纸挥笔就让你觉得训练有素，满怀期待，那都是因为其

中有专业技术、艺术素养和长期训练在内，令你一接触便感觉需要敬重，

不敢小看。

宗白华先生认为：“艺术是人类的一种创造的技能”a。傅雷先生则

主张技术与精神“一物两体”，一再指出：“一件艺术品，去掉了技术部

分，所剩下的还有什么？”“艺术活动本身是一种技术”“没有技术，

才不会有艺术”b。他们从艺不离技，技能创艺方面阐述了技与艺密切而

不可分割的关系，简洁精辟透彻。那就让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技”与

“艺”的关系以及“技”在文艺价值中发生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显然，

一切都得追随两者的关系和产生的价值来梳理分析、究诘查验。

a　宗白华：《艺境》。

b　转引自童中焘：《气韵出于笔墨：黄宾虹的自由艺境》，《光明日报》2015年5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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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之概念析义

《说文解字》释“技”：“巧也，从手，支声。”并提示与“拙”，

不巧相对。《辞海》释“技”：①艺也，才能也。②工匠也。相应的在释

“艺”字时，第一解释是“才能也，才技也”。从这两种权威的字典查究

可看出，技总是从手，靠手，而技与艺、与才能很多时候就是一回事。延

续至今，我们今天所说的“技”，通常指的是一种手艺、才能和本领，与

古代基本一脉相承，并无什么改变。

稍 加 扩 张 ， 技 便 与 一 些 相 关 的 字 组 合 成 词 ， 出 现 “ 技 巧 ” “ 技

艺”“技能”“技术”“技法”“技工”等，成为它的细化与延伸。技巧

是从它的巧妙方面肯定技之作用。技艺是从它达到艺术之目的来肯定它。

技能是从能力本领来看待技。技术是从它形成一套方法手段，让务工做事

更快更有效率。技法则是从它形成一套规矩方法着眼，归纳总结，有利于

传诸后人。在这类词组中，技与艺有非常密切的相关性，“技艺”是一个

比“技”更宽泛的概念。即所有的艺必有技作基础，依据技的状况而存

在。没有一定的技，艺恐怕是无法独立自存的；反过来说，技不能仅停留

于技，它必须升级入艺，才能彰显其最大价值，获得广泛之传播。简言

之，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艺术则将技术变得更加重要，更能亲近人，感

染人，打动人。两者在实际上所达到的结合、融合程度，构成了艺术经验

与艺术审美中的核心部分。

“技”从手因而它的特征是“人为”，它与劳作紧密相连。只要一

说到技，就必然联系到人和人之作为。因为世间不论哪种技，都是人之所

为，人之所能。离开了人，是谈不上任何的技或艺的。

说到此，我想到庄子的名作《庖丁解牛》是一篇高度赞赏“技”之

神力的文章。以前人们多赞赏其文“顺应自然，依乎天理”，是秉承事

物之道理，体现安时处顺的生活态度。有人说：对于人事就是要善于掌

握规律，运用规律。运用规律办事就顺利，做事便能得心应手，运用自

如。这些总结都对。我想说的是《庖丁解牛》其实更是一篇技能赞、一首

技艺歌。因为它用故事和夸张手法将技艺所能达到的程度进行了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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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超渲染。首先，庄子将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及刀法作了

中音合舞、处处顺耳悦目的描述，引起梁惠王的高度赞叹。然后庖丁自

己解释说，这解析牛的技术并非他所看重。他看重的是超越技术之上的

“道”——自然规律。但是要达到“道”那就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穷年

累月的努力学习。开头时，他眼中所见的是一只完整的牛，只见外表而不

知内里，这是初级阶段。三年后他看见的已不再是一只完整的牛，而是一

只虚化的牛，弄清了其骨骼构造和血脉筋肉。这是第二阶段。再经过二十

年后，他对牛之构造肌理，全然烂熟于心，已经达到“以神遇而不以目

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因此剖牛便能依照其生理结构进刀，一切迎刃而

解，如入无人之境，达到提刀而立踌躇满志，无人可及神乎其技的最高阶

段。庖丁之所为所讲，非常生动准确地将技是如何经一次次实践——反复

地琢磨、练习、操作，就熟能生巧，积累突变，发展到极致，由“技”进

“艺”达“道”。二十多年的技艺努力，“所解数千牛”，从目中有牛至

目中无牛，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达到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的神奇境界，

用了十九年的刀仍像新磨的那么锋利，真正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在我看

来，《庖丁解牛》就是一曲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不断提

升精进的技术歌，是从生到熟、由浅入深，不断积累、渐进发展，达于顶

峰的技术进化史。它对我们今天研究重视技艺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其一，技是一种隐秘的知识、内在的方法，也是一种独特的技巧和具

体的技能。寻常看不见，但它广泛存在于人与事物的一切活动之中。比如

盖房子，怎样选址，何处垒墙，哪里安窗，何处开门，都有学问讲究，必

须仔细思量策划，才能有舒适房屋居住。又如写作唱歌跳舞，没有哪一样

离得开技能技巧，否则便搞不好。离开了技的事，一定简陋粗糙、不值一

提。技当然也有完全显露在外的东西，易看易学。但更多的技，确实是隐

藏难见的，所以才会有人存技存，人亡技灭的痛心事，让人感叹不尽。

其二，技是长久努力、持续磨炼的结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幸运。任何

一种技术、技巧、技能、技法、技  艺，全是由于不断地学习演练、操作实

践，才能一步步提高，逐渐掌握形成。没有谁是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天

才。古人强调“功深百炼”，强调想要功深那就得千百次地学习磨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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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说的是“技须苦学”，因为技术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必须

通过持之以恒的长期努力，下大功夫，才可能做出成绩。多少能工巧匠、

文人学士是靠了几十年或一辈子的苦功，才练就高超过人的技艺本领，奉

献人世社会的。因此刻苦重于才华，勤奋胜过天赋，那是获取技艺的不二

法门。

其三，技无止境。任何一种技，其发展往往都是无限而没有止境的。

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浅到精深，从初级到高级，存在无穷的阶梯层级，几

乎看不到尽头。这一是由于知识的无穷无尽会带来技之内容和范围不断地

扩大改变，庄子早在《庖丁解牛》篇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类的科技越发达，知识越增多，人类面临的知

识、技术问题就越多越大也越难。二是每一种技，它本身的构成与发展，

也是无限上升，可以不断提高深化的。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青出于

蓝胜于蓝。一代又一代人们对技术、技巧的追求，不断在提升着技的内

涵、效率与精准度，这也是一个永远向上向前，无休无止的过程。

讨论技和重视技，是因为任何一种技，皆是人为了摆脱和克服事物

对人活动的限制，超越所有的束缚，而去求取效率与自由。技是好东西，

“技”能改变事物，改变人和世界，改变科学技术自身的研发方式、内容

和水准，改变文化和社会的运行方式和面貌。技术的进步，能让人看到神

奇和不可思议的事，做到以往根本做不到或不敢想的事。技术是永远在不

断变异求新，永远需要提高推进的。

美国杰出发明家雷·库兹韦尔指出：在不远的将来，技术将帮助人

类变得更聪明、更健康。他预言随着技术和医学进步，人类很快就会到

达“奇点”。届时计算机将超越人脑，人类则可永生不老。他预计这一巨

大变革将在2045年前到来。他发明的“库兹韦尔定律”（又称加速循环定

律），大意是说，技术的力量正以指数级的速度迅速向外扩充。人类正处

于加速变化的浪尖上，这超过了我们历史的任何时刻。他说，更多的、更

加超乎我们想象的极端事物将会出现。这并非神话，而有很多正在我们身

边逐步发生实现。

可以肯定的是，技中蕴含着新的可能、新的成就。比如电脑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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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创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互联网的运用，使创作的数量和内容突飞猛进。

技术技艺在不断地革新中催发艺术上新的形式和内容、新的领域和新的成

就，技丰富强化了我们的感知领域，更新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洞

察，为想象力和工作方法提出新的方向，为日后的前进提供了更大的可靠

支持。

二、技与艺之关系与区别

倘若说对于许多领域而言，技是技，艺是艺，两者有不小的差异。

那么对于文艺而言，技与艺简直就是亲兄弟一家人，形影相随难舍难分。

比如李白杜甫之诗，来如江海腾巨浪，去似朝云无觅处，何处为技，何处

为艺？朗朗弹钢琴，手指在琴键上如鸟一样上下翻飞，什么是技，什么是

艺，谁能回答？黄豆豆跳震人心魄的《醉鼓》，那俊朗微醺腾跃扭转的舞

姿，哪些是技，哪些是艺，谁能分得清？此类现象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而且越是高明的艺术，技与艺越是融为一体无法区分，这大概就是文艺最

为感人动人的显著特征。

考查历来的理论，对技与艺关系的说法大致不外两种，一种是认为技

是技，艺是艺，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两者各有不同内涵、目的和分

工，不容混淆。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是代表，他在其名著《艺术原理》中

认为：将艺术认为是一种技艺是一个重大错误，“真正的艺术不可能是任

何一种技艺”a。他主张艺术是一种情感、一种认识或一个目的，它是表

现性、想象性的。另一种主张技艺不分家，乃一物两体，或就是一件事。

前述宗白华、傅雷的观点可作代表。在我看来，两种说法皆有道理，关键

只在要看场合与对象。那就是在谈大的宏观问题时，技艺完全就是无法区

分也无须区分的一回事；而在细究详解，研究分析问题时，则应当分开来

说，因为有助于问题的具体、明晰和深化。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便对艺术制造过程提出过：“关于制造

过程，一部分称为‘思想’，一部分称为‘制作’——起点与形式是由思

a　〔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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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行的，从思想的末一步再进行的工夫为制作。”a艺术创作就是一个

从思想到制作的过程。他还说：“从技艺造成的制品，其形式出于艺术家

的灵魂。”b这种既分又合的基本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艺术观，也是最

早便主张艺术与技巧相统一的代表性观点。

通常来说，技多指技术、技巧、技能、技法，主要指一种本领，无

论内涵外延都比较明确。艺则指艺术，但什么是艺术，却颇多含混模糊之

处，从来都不够明确。艺在古代指的是六艺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在

现代则指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电影等多种

艺术形式。百度百科释“艺”：意思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

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艺在英文中是art，是个多义词，指代创造性表现的

作品，也指一门技巧，后天习得的技术。正因为“艺”多义而含混，所以

连科林伍德也转过来承认：技艺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贡献，“至少是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那个学派的最伟大最坚实的成就之一”。c这一

切说明，技与艺联合没问题，分离就得谨慎，因为它们微妙而精细的差别

必须细致分剖。我们既应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还须弄清它们之间

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纠葛。

技与艺的关系大致存在三种：一是游离，各行其是，没能心往一处

想，力往一处使；二是矛盾对立，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三是密切配合，

技与艺目标方向一致，齐心协力，共同为实现一个目标努力奋斗，那就是

比较理想的境界。第一种情况出现，我们会看到一边是在苦苦努力，另一

边则无动于衷，见不到什么效果。比如文艺创作中出现的劳而无功、事倍

功半或两张皮、无中心大体就是这种情形。第二种情况出现，我们就会看

到错乱、冲突，技不配艺，艺不符技，相互拆台，力量抵消，导致一事无

成。文艺创作中心力交瘁、心劳日拙就是此类情形。最正常也最好的就是

第三种情况，那就是技艺一体一心，水乳交融不分彼此，你为我出力，我

给你加油，并肩携手，共创美好。凡成功的文艺创作，都不外这种合作共

a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7页。

b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6页。

c　〔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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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的情形。

之所以要区分“技”与“艺”的不同，是因为它们的内涵和侧重各有

不同。技追求的是通过积极主动的努力和有目标的活动去达成预期效果。

这预期效果就是目的，就是艺。此时技主要就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为

达目的而不遗余力。而技，又涉及计划、选材与执行，制作、加工与成品

等问题。技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计划，达到目的，做出结果。艺

因是目的，是追求的内容和结果，涉及创意、立意、理念和追求目标，所

以艺侧重的是凝聚资源，引导文意，统领标准，整合与强化技巧，形成冲

击力、震撼力。如果说技的本质是运用，技的进步能促进艺的发展，那么

艺的本质就是审美，艺对技有完善提高校正的作用。技所重者方法、技

巧、能力与功夫，艺所重者，则是性情、志气、趣味和精神。技重精雕细

刻，追求的是血肉丰满；艺重心领神会，求取的是传情达意。技让人惊叹

技艺非凡，艺让人深明大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技视为一种文艺常用的手段和方法，艺则

是其目的。技解决“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艺解决“做什么”“要

什么”的问题。因此有人提出：技术是艺术表现的基础，艺术是技术追求

的最终目的。这大体是对的。笔者只是想强调：技与艺虽有分工，但根本

的目标目的是共同一致的，所以虽有时各司其职，但总体上是围绕着一个

大目标不分彼此地尽心竭力，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而且由于

技与艺紧密衔接，各自提携，相互照耀，交织递进，所以技与艺任何时候

也不该分家，它们亲密无间时，就能大大提质增效，提高它们的魅力、感

染力。它们各自为政时，就会两败俱伤。因此谁也别指望着打倒谁、压倒

谁。

显而易见，从整个文艺事业来说，区分技与艺，便于将问题细化具体

化，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但在现实生活与实际创作中，哪有什么纯粹的

技、纯粹的艺？两者若不合起来一并对待，你怎么能解决复杂交织的多重

创造问题。有技无艺，作品便会无魂魄，无主心骨；有艺无技，作品或流

于简单、浅薄、粗陋，或根本无法制作完成。唯有两者齐心协力，才有技

艺之并驾齐驱互利共赢。



文艺理论

·79·

文艺理论

·79·

明代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一书“吴中绝技”写下：“陆子冈之

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

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

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

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他用精炼

语言记述了当时各行各业的名艺人，都是通过巧夺天工之技艺造出精美绝

伦的金、银、玉、犀等各种艺术品，供世人享用。他们是用生命磨炼技

艺，又用技艺照亮了生命。实现了魏源所说：“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

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亦可祁天永年；造化自我立焉。”a的理想。

世间无论什么“技”或什么“艺”，统统皆是人工所造，人智所为，造化

当然自我而立，这是一种最精彩深刻的思想。说来说去，只有更深入地了

解技，才能更透彻地了解艺；只有尽最大努力去追求技，才能成就更高的

艺。研究技的根本目的在于艺，从技去研究艺才能真正取得切实的进步，

获得可靠而有价值的帮助。

三、技对文艺价值的构筑与强化

诗人席慕蓉在《诗的价值》中写道：“我如金匠　日夜捶击敲打/只

为把痛苦延展成/薄如蝉翼的金饰//不知道这样努力地/把忧伤的来源转化成

光泽细柔的词句/是不是　也有一种/美丽的价值。”这诗既描绘了诗人像

个金匠日夜辛劳，用技艺将忧伤转化为诗——艺术品，又肯定了这样打造

的诗有美丽的价值。它启示我们对“技”“艺”的研究要超越技艺，走向

更高的价值探索。因为文艺价值是文艺的精华所在，是文艺创作产生的花

朵，文艺活动结出的果实。因此若要说透技，那就不能停留于现象，而要

到技所能发挥的效用、创造的价值中去追根溯源。技无疑是孕育价值、形

成价值、催生价值和拓宽、深化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方法和力量。技、

技术、技巧和技艺是文艺价值诞生群聚的一个大本营。我们应当深入其

间，去寻芳览胜探幽揭秘。

a　魏源：《魏源全集·默觚篇》，岳麓书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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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黄宾虹先生说画“从意生”“由笔成”。他还说“技以立其形

质”“夫善画者，筑基于笔，建勋于墨”a。不多的话，肯定了技在塑造

艺术品形质方面的功用，筑基建勋，建功立业，任何一项工作都少不了技

的促进与支撑。这不难理解，即想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都有个如何使用技

术、技巧和技艺的问题。比如建筑须先选址择材，绘画须先选择描绘对象

和内容，创作小说戏剧也得先确定题材、故事和人物。有了大体的构思创

意，随后就得要技来立形质、建结构、造宫殿。技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承

担着设计规划，调整虚实，控制张弛，掌握进度，穿针引线取长补短，左

右开弓上挂下联的无数工作。只有通过艰辛努力，才能让理想的文艺大厦

呼之欲出。若缺少技之切割取舍、穿插联结、呼应回馈、去伪纠偏，增光

添彩，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出力，一切都只会是沙上建塔、白日做梦。

任何艺术的诞生形成，离开技之鼎力相助，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技在立形质、筑基业方面功不可没，那么技在提升艺之质量，

使其变得高明、神奇和深具魅力方面就更大有可为。过去许多人受传统重

道轻技观念之影响，将技视为形而下范畴，将艺、道视为形而上范畴，好

谈玄论道，却忽视技之伟力。有的人仅关注形而上的文论文艺研究，却将

大量技巧技法贬为形而下的东西加以排斥。殊不知，缺乏形而下——技

巧技法的支撑，所谓的形而上便会堕入空泛，流于虚妄。视野、观念的

狭隘偏颇，既导致判断认识的错误，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完全不懂技对构成

艺——艺术价值和艺术精髓方面的作用。

明万历文人潘之恒在谈戏班演出时说：“其为技也，不科不诨，不

涂不秽……不越不和，不疾不徐……必得其意，必得其情。”b他讲的是

优秀的表演，其演唱疾徐有度，格调高雅清纯，整体和谐完美，这样才能

“必得其意，必得其情”。若欲求“情”求“意”，不靠技靠什么去实

现它？类似情形，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说：“我最渴望的就是要抓住正展

现在我眼前的某种情势的全部本质，我深信只要一张照片就够了。”一

张照片就要反映事物的本质，不靠高超精湛浓缩的技艺又靠什么呢？克莱

a　黄宾虹：《论画稿片断》。

b　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技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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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贝尔在《艺术》中说过类似的话：“仅以一条线的质量就可以判定该

作品是否出自一位好画家之手。”这既须判断者有眼光，也需要线精准有

力、特异不凡，能集蓄意味和技巧功力。按苏珊·朗格的理论，艺术是人

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线条则是构造和描述生命感的符号。唐代张彦远

论画也说：“真画一划见其生气”a。因为以气贯之的中国画的线，是一

种起伏流动、有情有义、有生命的线，是构成完整艺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条线在中西艺术家眼中便有那么重要和丰富之意味，因为它显示着技

巧、气韵和情意，也影响和决定着艺术创造的价值与质量，切不可小视。

美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在分析塞尚早期作品《宴会》时，谈到他的笔

触始终明朗而精致，色彩也始终鲜艳而纯粹，“他的每一笔也从不虚下，

不是增加了作品的和谐性，就是为富有创造力的色彩大合唱平添了丰富

性。正是在他的色彩中，我们才发现他那最根本的品质，以及他那种造型

创造力的首要灵感来源……他那种认为色彩不是附丽于形式，也不是强

加于形式的东西，而是形式的一个直接组成部分的观念。”b这些关于线

条、色彩的论述，无不从一个特定角度讲述了技的重要，技不仅仅是在组

构形式，它直接就是组构的内容，是让形式和内容完美结合、高度统一的

动力和价值。没有技，哪有艺？离开技，到哪去寻艺？更何况，欲为善根

福德助力，为天地立心、万物立命，哪能不讲究技巧技艺？唯有让技术技

巧纵横捭阖大展身手，才可能有艺术的出奇制胜建功立业。因为凡艺术，

皆是艺术家投入经验、智慧、生命、技艺和匠心所造成。缺少技艺，没了

良工苦心，精雕细镂，剩下的只能是些零乱的感慨、体悟和杂物，而根本

不能构成艺术。

说到此便不难明白，其实，技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技巧问

题，而是一个关乎艺术本质的问题。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不光是内涵和

境界的区别，也是有无技艺，技艺高低的区别。当所谓的艺术没有任何的

技术含量时，当所谓的艺术完全与平常事物混同时，艺术存在的价值何

a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b　沈语冰：《塞尚的工作方式·弗莱及其形式主义批评》，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200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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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还有什么稀罕？肯定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完全被取消了。因为

它已经没有难度、高度，没有过人之处，没有特殊构成，最终也没有存在

的必要。技的特征是“人为”巧作，只要一种“技”独特高超，超越大多

数人之所为，它就可能从实用层面上升到艺术审美的层面，由普通人工制

品上升为精致艺术品。所以当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技巧，将技巧当作一个

陈旧过时的东西时，一定会影响艺术存在的价值意义。对于技巧的轻视，

其实是一种惰性反映，是一种懒汉思想与舍难求易的表现。我们需要的是

攻克难关，挑战高度，去追求价值。迟子建说：“作家就像淘金工，没有

‘技’，没有艺术的‘慧眼和慧心’，怎么去沙取金建构小说？但这个

‘技’，应该是水到渠成的，而不是刻意而为之。每部作品，都有很多表

达方式，作家要做的，是选择其中最恰当的适合你这个素材的方式构建小

说，这也是技术。没有技术，等于演员失去了舞台，谁能在空中表演呢？

可是仅仅有舞台，没有灵魂人物，这个舞台也是死寂的。”a

文艺涉及的技，是从最初的感受力开始，延续到想象力、思维能力、

赋形能力、构思能力、语言能力、表现能力、锻造能力等，同时涉及理

念、目标、伦理、文化等一切因素。技承担着创意审核、形象塑造、故

事演进、情节提炼、意蕴发散、主旨升华和联结中西、熔铸古今、营造氛

围、意象、意境等多种任务。技从素材中提炼意义，从现象里萃取思想，

从体验中发现价值。技能将创意转化为构思，把想象化为现实，将感受转

化为艺术，把意图付诸实施，如同把水变成酒、桑叶变成锦缎一样，一切

都得依赖技。有技才能用精准、优雅的语言传递信息。有技才能清晰明白

地开展叙述，刻画人物。有技才能潇洒灵动地从容表演，展现风姿，传神

达意。有技才能自信满满地宣讲艺术，弘扬理想，展示美学。技打开能量

通道，让文思顺畅无碍奔流；技拓宽表现能力，让意绪流转自如；技扩张

延伸创作理念、意图，促使它展现神采、焕发生命力；技攻坚克难，解放

艺术生产力，极大提高艺术创作的速度与质量，大大增进艺术品的魅力和

价值。

a　迟子建、柏琳：《在写作上，我是个不知疲惫的旅人》，《青年文学》2019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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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技在哪一环节哪一地方发生作用，就是价值诞生、形成、

涌流，大展拳脚和绽放光彩的时刻。立形质、筑基业是技之所为，扩大形

象魅力，增强作品能量，纵横驰骋花样百出、以少胜多创建功勋也是技之

所为。技从始至终贯穿整个创作的全过程，在提升效率，化无形为有形；

点石为金，将空想转化为现实；以小见大，强化艺术效果；妙手回春，催

生无穷价值方面，从来都不可或缺，发挥着提速优化的积极贡献。

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文艺之技——包含了所有技巧、技能、技法、技

艺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最重要的一种价值，千万不能丢弃与

忽略。一是因为若不掌握技，那就根本无法进行文艺创作。二是唯有掌握

了一定的技，才能进入得心应手的文艺创作。三是技是构成艺术精髓的重

要因素，是决定艺术等级、价值地位的重要内容。一句话，技本来就是艺

术构成的重要部分和核心内容，技从来便直接或隐秘地滋养着艺术。任何

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品质等级往往是与它所包含的技艺含量、难度成正比

例关系的，即技艺成分越多，技巧越高，难度越大，品质等级才会越高，

价值才会越大；反之则品质、价值等级越低。文艺之技，从来皆与心灵紧

密相连，它是艺术家立身行世的独门绝技，是艺术创造的核心秘密。技高

才做得到“透发心花，穷搜诡谲”；技高才可能精妙绝伦，无人可及。因

为高难度的技艺技巧才能有效提升作品的美感与意境，高难度的技术技巧

传情达意效果才更强大，且是低难度所无法比拟。没有高超纯熟完美之技

艺，谈何艺术、价值之高峰？！最伟大的艺术一定是由最高超的技艺所组

成，低劣的艺术常常是由稀薄低劣的技艺所构成。就像棋手高低段位的区

分，完全是根据棋技棋艺来划分的。高低段位的功力差距是一目了然，也

根本无法逾越和对阵的。赵朴初曾有诗：“金银琉璃众宝器，精微工巧辉

煌极，金缕袈裟待展开，天衣遍覆无边际，勤劳智慧叹先民，妙手所到如

有神，密藏加护赖佛力，多劫能留稀世珍。”a他写的是陕西法门寺佛指

和许多文物重见天日之事，赞叹那些文物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是无与

伦比的。先有“精微工巧”，才会有辉煌至极的“稀世珍”，离开了如有

神之妙手高技，到哪去寻精妙绝伦的宝器？

a　叶小文：《法门寺、赵朴老与星云》，《人民政协报》2018年4月2日、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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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法造化”，顺应自然物性，遵循自然规律，将物性与人的巧

思、意匠有机地结合起来，或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方法，或形成一种实际

的行动操作能力，有效地推动文艺创作和表演艺术。任何文艺之技——技

巧技艺的发明运用，本身都是为了克服困难、消除障碍、解决存在的问题

以创生价值。每一种技艺，都是在体验和经验基础上的总结提高，是花费

许多时间、精力和心血才掌握练就的本领。任何一种技，本身就是一种价

值，一种有用之武器。你掌握了它，便获得了一种能耐和便利。并且，技

这种特殊价值，还能推动和促生其他事物去创造更多更好更大的价值。

你若有技，便能将欲表达之意集中强化，将欲赞美之情渲染传神，能放大

事物功效，提升精神之价值。技还能激发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催生新的艺

术探索，打破固定的创作和表现模式，使艺术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你掌握运用它，就能打开过去根本无法进入的领域，见识更多新现象新景

观，为自己和他人造福。比如戏曲的起承转合、四 功五法，绘画的画龙点

睛、匠心独运、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文学的“略其形迹，伸

其神理”，直取文心法，倒插法、夹叙法、“烘云托月”法、“横云断

岭”法、“草蛇灰线”法等，都有助于安排情节、设置悬念、凸显形式，

强化内容，增进情感传达与意蕴揭示，拓展、深化和创造以往没有的价

值。

技既是文艺价值产生的源头之一，是价值发生的一个逻辑起点，又

是价值发展的持续动力，也是价值积蓄和创造价值高峰的助推引擎、核心

构成。技从文艺创作的初始便开始奠基发力，更延续贯穿于完整的创作全

过程，使创作不断获得巨大的支持帮助，在孕育、培植和发展价值方面功

不可没。从文艺的源头到文艺的顶峰，处处可见技的身影和功绩。技连接

黏合搜妙创真，积累释放统领整合，巧夺天工张扬价值，帮助创作者进入

从容不迫、得心应手的状态，并向着酣畅淋漓、炉火纯青、从心所欲不逾

矩，为所欲为的自由创造境界迈进。

技艺是战胜凡人，傲视群雄的才能。欲提高技艺，一要储学，二要磨

砺，三要付出巨大的心力与专注。还需要极精微的感受，透彻的理解和忘

我的投入。艺高人胆大，技高人自如。如何在和其他人的竞争里取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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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技高一筹，身怀绝技，拥有比别人更强的本领。《菜根谭》道：“士

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无穷之妙用。”我说人有不屈不挠之真

心，才有精妙绝伦之技艺。因为艺术是苦行之路，须保持高昂的激情、精

进不懈的精神，才能永立不败之地。

对技术技巧的求新求精是推动文艺进步、价值增长的一种动力。技术

要融合、内化进艺术的肌理，有助于艺术内部结构的运行，有利于多重信

息的辐射性释放。戏曲理论家阿甲说：“戏曲演员必须熟练地掌握技术，

把它的五官四肢锻炼得敏感到有筋骨思维的程度。”“这种筋肉感觉就是

要把全部的心理意识渗透到有高度技巧的筋肉里去，骨节里面去，使程式

能够表达丰富的语言。”“必先锻炼好形体技术，然后才能自由地运用心

理技术；必先使感情表演获得鲜明的物质形式，然后始有戏曲的舞台表

情。”“要使这种程式熟练到似乎来自天然，不是来自人工。使形体动作

和心理动作成为戏曲表演的有机天性。这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戏曲化了的有

机天性。”a他提出的从形体技术发展到心理技术，让技术的掌握运用成

为一种有机天性，变得像呼吸一样自如的思路太高明了，应成为每一从艺

者牢记的座右铭。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的是诗

歌创作中语言技艺的追求能使它开创新局面，达到让人惊心动魄的效果。

技术在不断地革新中催发着新的艺术形式，促生着艺术的发展和转型，创

造着意义价值和美。一技之高，有回天倒日之力，独领风骚之效。所以我

们提倡重视技能，重视技术、技巧、技艺，目的只有一个，为的是能提高

文艺的精神含量和艺术质量，让艺术表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更具魅力和

影响力，促使文艺向更高明更智慧的艺术方向发展，将人类生活建设得更

加美好。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a　万素：《戏曲表演的“有机天性”》，《文艺报》2019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