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毅 著
THE
COMMON SENSE
OF BEAUTY

美的常識
—3000年來中西方
美的變遷

自
美，是人類永恆的話題和不變的追求；美，

序

是一切事物的最高境界；美，是鮮活的，又是不
可捉摸的 ； 美 ， 是精神的 ， 也是物質的 …… 那
麼，美是什麼？
這就是《美的常識》要回答的。
正是因為美在我們每個人身邊，卻又常常看
不見、摸不着，如「水中鹽」「蜜中花」，才令我
們對美莫衷一是，難以言表。用「人話」把「美」
說清楚，是我的最初想法，也就是用最明白、最
平實 、 最易為人接受的語言告訴人們 「 什麼是
美」。
也正是因為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
展之間的矛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更加提高
了，對美的認識也提高了。美，成為美好生活的
主題。人們對美的需求變得迫切了，相應的，講
清楚「美」的難度也增加了。
在對美的認識上 ， 我試圖循着中華文明之
美這條主線，從孔孟老莊講起，中間經過魏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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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一直到現在的新美育時代 ，告訴大家中華之美美在哪裏 。同時 ，以
西方世界對美的認識與之作對比 ，從古希臘到康德 、黑格爾，最後到馬
克思、恩格斯對美的論述，揭示美的本質，回答「美到底是什麼」這一千
年之問。
在材料的選擇上，從「常識」的角度，我試圖用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最重要的美的線索、最具轉折性的歷史節點、最經典的美的論述描繪「美
是什麼 」。 但是 ， 要用最精當的材料把問題說清楚 ， 難免會捨掉一些東
西，而這些東西可能同樣是珍珠。比如中國唐、宋、元、明、清各時期和
歐洲中世紀對美的認識以及宗教與美的關係等都涉及的不多。主要是珍
珠太多，而鏈子要保持一個恰當的長度 — 為了讓大家在儘可能短的時
間內對美有概括性的了解。當然，這麼做也有我學養不夠精深的原因在
裏面。
在敍述上 ， 我試圖少用概念 、 多講故事 ， 把概念融化在故事中 ， 減
少讀者理解的難度 ，少弄玄虛 、多接地氣 ，用生活事件和日常情感來增
進對美的感受 ，少模棱兩可 、多準確表達 ，直白地告訴大家美是什麼 、
美又不是什麼，減少認識上的隔閡。
這本小書，總體來說就是一句話：
堅持說「人話」，告訴最大多數人「美的常識」。

2020 年 11 月 25 日
於北京東三環南路甲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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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現
第一章 ，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近代以來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關於美
的看法。在這些思想家的著作裏有大量的概念，這些概念大部分都有特
定的含義，不是字面的意思 。這就給大眾理解它們帶來了一些障礙 。所
以，我想儘可能少地使用那些晦澀的概念，試着用相對比較通俗的語言
把問題講清楚 。這樣做難度很大 ，但有利於讓更多的人深入認識美 、理
解美、欣賞美。

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嗎
先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黑格爾的一個著名論斷講起，也是他哲學體
系中廣為人知的內容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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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818 年，他擔任海德堡大學教授。他於 1817 年完成了他的客觀唯心主
義體系中最重要的著作《哲學全書綱要》，全書分為邏輯學、自然哲學和
精神哲學三個部分，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他的哲學體系。1818 年，黑格爾
被普魯士國王聘為柏林大學教授。1829 年，他任柏林大學校長。1831 年，
他死於霍亂。因黑格爾被普魯士國王聘為柏林大學教授，後來又當上校
長，有人稱他是「官方哲學家」，是為保守的資產階級服務的，提倡改良
而不是革命。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黑格爾這句話的全文是「凡是合乎理性的
東西都是現實的，而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幾乎所有研究黑
格爾的學者都會提到他的這個著名命題，但有 90% 的人對這句話是有誤
解的。許多人認為黑格爾是為當時普魯士王國的現存制度進行辯護，認
為他的意思是說「現存的制度既然是合理的，我們就不要反對了」。這一
理解是錯誤的。從德語的詞根上去研究，可以發現黑格爾講的「現實」和

黑格爾出生於 1770 年，1831 年去世，享年 61 歲。他出生在德國南

「現存」是有巨大差別的，他講的「現實」是能動的、變化的，「現存」是

部斯圖加特城的一個官僚家庭，1788 年至 1793 年在圖賓根大學學習。當

客觀存在的 、不變的 。所以他所說的 「現實 」隱含着積極的和革命的方

時正值法國大革命時期，黑格爾熱情地肯定了這次革命，即使在波旁王

面。也有哲學家認為這句話中的「現實」應譯為「實現」，作為一個動詞

朝復辟時期仍公開宣稱「法國革命是一次壯麗的日出，一切能思維的生

來解釋，可以翻譯成「凡是合理的都是按照規律實現着的」，都是在變化

物都歡慶這個時代的來臨 」。 1805 年 ， 黑格爾升為教授 ， 在耶拿大學任

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所以說，這個命題的提出並不是為普魯士王國

教。1807 年，他完成了其哲學體系中具有奠基性的著作《精神現象學》。

當時的制度辯護的 。還有一種說法 ，黑格爾說他從來沒有講過 「凡是現

馬克思說這部著作的誕生 「 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祕密 」。 1807

存的都是合理的」，也許他是有意說的，也許是他官方哲學家的身份造成

年 ， 他在 《 班堡日報 》 做了一年編輯工作 。 1808 年至 1816 年 ， 黑格爾

的，往往使人產生誤解。

在紐倫堡當中學校長，在這裏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唯心辯證法巨著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一命題是黑格爾在他的著作《法哲學原

《 邏輯學 》， 俗稱 「 大邏輯 」（ 後來又增加了一些他的學生記錄的聽課筆

理》的序言裏提出的。在這本著作裏，他一方面把普魯士國家神聖化、合

記，叫「小邏輯」）。他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從唯心主義出發，對德國

理化，認為「君主權是以神的權威為基礎的 ，自由在德國已經得到了實

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歷史必然趨勢和合理性進行抽象論證。1816 年

現」，另一方面反對人民群眾的革命，得出的結論當然就是對於如此「合

〔法〕斯塔夫．庫爾貝：

《畫室 — 一個概括我從 1848 — 1855 年七年藝術
生涯的真實寓言》，油畫，1855 年，法國奧賽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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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德國的「現實」只可改良，不應革命。作為官方哲學家，他用哲
學語言表達了政治思想，他的哲學成為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哲學。從這個
角度推斷，這句話可能是黑格爾有意這麼講的。
據說德國著名抒情詩人海涅有一次去找黑格爾聊天 ， 他問黑格爾
「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 」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 海涅的著名詩句如
「生命不可能從謊言中開出燦爛的鮮花 」「冬天從這裏奪去的 ，春天會交

還給你 」等至今依然廣為傳誦 。海涅當年也是一個有思想的青年 。而黑
格爾聽到這個問題後，笑了笑說其實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合理的東西
都應該實現出來」。這話一說出口，黑格爾也被自己的話嚇了一跳，驚慌
地環顧左右，發現沒什麼人之後才平靜下來。「一切合理的東西都應該實
現出來」，這句話具有革命的積極意義。他告訴海涅，這個話說出去是要
殺頭的，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後來恩格斯在談到這句話時也是這麼認為
的，認為黑格爾其實是話中有話 ，埋藏着一種革命的鋒芒 。恩格斯將這
一命題往前推了一步 ，得出來一個新的命題 ，那就是「凡是現存的東西
都是注定要滅亡的」。

二、絕對精神：黑格爾哲學體系的基本概念
實際上 「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 」 這句話和黑格爾關於美的論述
沒有直接聯繫，有直接聯繫的是他的哲學內核 — 絕對精神。黑格爾哲
〔古埃及〕

《捕鳥圖》，壁畫，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學體系的基本概念就是絕對精神，這既是實體又是主體，既是主觀的又
是客觀的。從實體的角度來講 ，它是唯一客觀獨立存在的實體 ，是宇宙
萬物的本源和基礎，它構成宇宙萬物的內在本質和靈魂，但它不是靜止
不動的 ， 而是作為主體辯證發展着的 。 黑格爾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辯證
法 ，宇宙萬物無論是自然的 、社會的現象 ，還是人類思想的現象 ，都是
絕對精神實現自己、認識自己的辯證發展過程的外部表現，都是絕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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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自己產生和創造的。這是他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和當年柏拉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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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發展變化，而不是概念隨着對客觀事實的認識的深入發展變化。

的 「理念說 」如出一轍 ，只有通過絕對精神的觀照來實現自己 ，是從主

第四 ， 黑格爾從絕對精神既是實體又是主體的唯心辯證的規定出

觀到客觀的 ，而不是從客觀到主觀的 ，是從意識到物質 ，不是從物質到

發，認為哲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絕對精神的自身的發展歷史，基本任務就

意識，世上萬物都是絕對精神自己產生和創造的。這是徹頭徹尾的唯心

是揭示其發展階段和內在必然聯繫。他把絕對精神的辯證發展分為三個

主義。

基本階段 ：邏輯階段 、自然階段和精神階段 。這也正是他經歷的大大小

絕對精神有四個特點：

小的三段式中的最大的一個三段式。邏輯階段經過自然階段到精神階段

第一 ， 絕對精神就是用哲學術語改造了的「 上帝 」 的別名 。 絕對精

的過程，也就是精神思維轉化為物質存在，又從物質存在轉化為精神思

神是先於自然和人類而客觀獨立存在着的主體，一切自然、社會和人類

維的過程，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正好是反過來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

思維的現象都是絕對精神的外部表現 ，就像柏拉圖 「三張牀」的理論一

從實踐到認識 ，黑格爾則是先從認識開始 ，從精神思維到物質存在 ，再

樣 ，是先有牀的理念 ，再有實體的牀 ，再有牀的圖畫 。只不過黑格爾更

從物質存在轉化為精神思維的過程，立足點完全不同。絕對精神正是通

加明確地指出一切都是絕對精神的表現而已，是理性的、邏輯的宇宙精

過這種雙重轉化的過程實現了對它自身的認識。黑格爾的全部哲學就是

神。康德給上帝在不可知的「物自體」那裏留了一個地方，而黑格爾的絕

對絕對精神這一過程的描述，因此他的哲學也就是由從主觀出發的邏輯

對精神就是黑格爾的上帝，它是萬物之源。

學到自然哲學，再到精神哲學三個部分組成的龐大體系。

第二 ， 絕對精神本身是永恆的 、 運動的 、 發展變化着的 ， 它本身內
部包含着矛盾 ，它自身的矛盾推動它不斷運動 、變化 、發展 。馬克思說
絕對精神的核心就是辯證發展 ，矛盾的變動 、鬥爭 、發展 。黑格爾認為
精神也是不斷變化的，這比強調理念是靜止的、永恆不變的古希臘哲學
家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第三，精神，即以概念形式表現出來的思維運動是有其固有的形式
和節奏的 。 絕對精神按照 「 肯定 」（ 正 ）、「 否定 」（ 反 ）、「 否定之否定 」
（合）的三段式不斷發展變化，從正到反再到合。這三者是密切聯繫在一

起的，而且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繫。概念在完成這一辯證運動時所達到的
否定之否定 ，又成為新的肯定 ，成為新的發展的基礎 ，然後它又會沿着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繼續發展 。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唯
物辯證法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唯心主義的辯證法是讓客觀事實來適應概

〔古希臘〕米隆：

《拳擊手的頭像》，大理石
雕塑，意大利卡比托利歐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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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絕對精神出發探討人的精神生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三個階
段 — 藝術、宗教和哲學。黑格爾認為在這三個階段裏面絕對精神就是
上帝，是上帝在人的精神中的現身 。你要接近上帝 ，要知道上帝是什麼
樣的 ，就要從事藝術 ，先從藝術開始才能接近上帝 ，然後信仰宗教 ，再
研究哲學。哲學是最高的，離上帝也最近。藝術、宗教、哲學是主觀的客
觀精神、絕對精神 ，但是其本身又體現為發展的歷史 ，這三者是一個遞
進的過程 ，每個時代都同時有這三者 ，但地位不同 。這裏蘊含着兩個重
要內容：藝術衰落論和哲學至上論。
在古希臘 ， 藝術佔統治地位 ， 藝術在那時達到了頂峰 。 在中世紀 ，
宗教達到了頂峰 。進入現代以後 ，藝術就衰落了 ，再也達不到古典的高
峰，因為它在人類的精神生活中不再佔有統治地位，人們不再把全部的
心血及精神凝聚在藝術裏。在三個階段裏面，藝術以感性的方式把握絕
對精神，宗教以象徵的方式把握絕對精神，哲學以概念的方式把握絕對
精神。
黑格爾認為哲學至上，而且是「黑格爾哲學」至上，他說「絕對精神
達到了最高層面就是絕對真理」，世界歷史在他這裏就終結了，只有黑格
爾的哲學思想達到了絕對真理。
黑格爾認為他是至高無上的。在他的哲學王國裏，他是世界歷史的
終結者。黑格爾對東方藝術是輕視的 ，在他看來 ，歷史的發展仿佛是東
方為西方做準備，而西方又為普魯士做準備，不但普魯士的君主專制是
理想的政體形式，而且普魯士的哲學在黑格爾身上也達到了世界哲學的
最高峰，普魯士的詩歌也是世界文藝發展的頂點 。有人認為 ，他的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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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現
真，就它是真來說，也存在着。當真在它的這種外在存在中是
直接呈現於意識，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現象處於統一體
時，理念就不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美因此可以下這樣的定義：
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1
這裏的理念就是絕對精神 ， 是最高的真實 。 藝術是絕對精神最初
的 、直接的 、自我認識的形式 ，是感性的 。黑格爾認為藝術最高貴的地
方在於它表現的是上帝的形象，它的任務是使這些精神性的、神聖的真
理或真實活生生地呈現在直觀面前，理念在這裏直接顯現外形，或者以
直接具體的感性形象釋放光輝。
雖然理念是一種極端的、唯心的、神祕論的東西，但是裏面隱含着
黑格爾的一個重要辯證思想，和絕對精神隱含的思想是一樣的。黑格爾
既反對美學中的形式主義形象 ，也反對自然主義形象 ，在他看來 ，美的
東西必須是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 、形式和內容的對立統一 。一方面，它
必須是具體的、感性的存在 ， 呈現於感性直觀面前的東西 ， 比如說一幅
畫或者一個雕像 ， 是絕對精神的表象的 、 感性的存在 ； 另一方面 ， 它
又必須體現出精神和理念 ， 也就是理性的思想和內容 ， 這些主觀的東
西必須經過藝術家來改變外在事物的能動的活動 ， 比如說繪畫 、 雕刻
等都是改變外在事物的活動，這樣才能獲得外在事物的形象，成為可以
感性直觀的對象 。因此「美是作為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 、內容和形式的
統一，也就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在這種統一中 ，理性因素內容主觀能
動的方面是佔主導的決定地位 」。 馬克思認為物質決定意識 ， 黑格爾卻

思想對後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是有影響的。
1 〔德〕黑格爾

. 美學（第一卷）[M]. 朱光潛，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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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主觀決定客觀，後者是唯心主義的。但黑格爾能認識到這種辯證
統一，包括內容和形式 、理性和感性等的辯證統一 ，是有重要的積極意
義的。

四、自然美與藝術美
在黑格爾那裏，藝術美是高於自然美的。
由於理念還只是在直接的感性形式裏存在，有生命的自然事物
之所以美，既不是為它本身，也不是由它本身為着要顯現美而創造
出來的。自然美只是為其他對象而美，這就是說，為我們，為審美
的意識而美。1
自然美 ， 你不發現它 ， 它是不美的 。 它雖然存在着 ， 但是沒有人
認識它 ，也就沒有美可言 。這就是說 ，自然美是為我們 、為審美的意識
而美。
進一步來講，正是因為有自然美的這種缺陷 —「自然美只是為其他
對象而美」，才有藝術美的誕生，才有必要有藝術美，藝術才是由心靈自
為地把理念顯現於感性形象，才真正表現出自由與無限。黑格爾說：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藝術美高於自然。因為藝術美是由心靈產
生和再生的美，心靈和它的產品比自然和它的現象高多少，藝術美
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2
就是說認識水平高多少，最後產生的藝術美就比自然美高多少。他
〔古埃及〕納克特墓室壁畫：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進一步論述：
只有心靈才是真實的，只有心靈才涵蓋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
在涉及這較高境界而且由這較高境界產生出來時，才真正是美的。

1 〔德〕黑格爾

. 美學（第一卷）[M]. 朱光潛，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60
2 〔德〕黑格爾

. 美學（第一卷）[M]. 朱光潛，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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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個意義來說，自然美只是屬於心靈的那種美的反映，它所反映
的只是一種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態 ……

1

黑格爾這種對自然美的輕視的觀點，源於他關於美的認識的基本觀
點 — 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五、藝術發展的三個階段

015

什麼？也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象徵型藝術是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
來理解的 ，用黑格爾的話來講就是 「這個階段 ，理念還被壓抑在自然的
物質體積之下顯示不出來」，內容和形式沒有得到很好的結合，形式沒有
很好地反映理念。比如前面提到的牛壁畫到底是講什麼，有人講是當時
的勞動場景 ，有人講和祭祀有關 。金字塔也一樣 ，金字塔到底象徵什麼
至今也還是一個謎 。所以在這個階段 ，藝術的內容和形式是分離的 ，藝

黑格爾對於藝術發展的三個階段的論述 ， 至今還閃爍着理性的光

術品具有象徵性。

輝，這是黑格爾關於美的論述方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果。他對藝術發展

2. 古典型藝術

的三個階段的劃分 ，至今沒有人超過他 。他是怎麼劃分的呢 ？黑格爾認

古典型藝術的代表是古希臘藝術，其代表就是雕刻藝術，尤其是人

為藝術的第一個發展階段是象徵型藝術 ， 第二個發展階段是古典型藝

體雕刻藝術。古希臘藝術反映出的時代精神是個人自由和獨立，在人體

術，第三個發展階段是浪漫型藝術 。這種對藝術史階段的劃分方式 ，到

上特別能夠表現個人的獨立 ， 所以這個時期最重要的題材就是人體雕

目前為止仍是獨一無二的 。一般學習美術史 、藝術史是按照歷史分期 ，

刻。有人說古希臘的人體雕刻藝術至今無人超越 ，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

但黑格爾是用時代精神來進行劃分的。哲學是什麼？哲學就是時代精神

其用人體雕刻藝術來反映人的獨立性 ，反映「神人同形同性 」的人格化

的精華，所以說黑格爾是從哲學的高度用時代精神的特點來劃分藝術發

特點。屠格涅夫曾經講過，斷臂的維納斯雕像的震撼力不亞於法國的《人

展階段的，也是從哲學的高度深入一個時代藝術品的象徵型 、古典型、

權宣言》，它主要表達的是個體的自由。這個時候的人體雕刻藝術表現的

浪漫型的特質，以及不同時代的藝術品的差別，劃分了三個時期。
1. 象徵型藝術
象徵型藝術主要是在史前的一些早期建築中得到體現。黑格爾舉了
個例子 — 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象徵型藝術的特點是藝術的內容和形
式這兩方面還在相互尋找，即內容在尋找好的表現形式，形式也在尋找
能符合形式的內容，內容和形式還沒有很好地結合，這一階段就是象徵
型藝術時期。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美術史中記載的在山洞裏發現的最早的
美術作品 — 畫在洞穴（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窟）牆壁上的牛，這象徵着

就是古典藝術的精神。黑格爾認為這個階段的內容和形式是吻合的，是
古典型藝術。
3. 浪漫型藝術
黑格爾認為從中世紀一直到他所在的時代都是浪漫型藝術時代 ，
這期間藝術的內容和形式又開始分裂。在象徵型藝術時期，內容和形式
是相互找不到的；在浪漫型藝術時期，藝術家的創作內容和形式雙方要
主動背離 ，內容要背離形式 ，形式也要背離內容 ，這種背離是故意的 、
主動的。他舉例說 ，基督教藝術以宗教為題材 ，感性形式肯定要受到精
神內容的扭曲 ，文藝復興張揚感性 ，但又走向自然科學式的精確 。理念

1 〔德〕黑格爾

. 美學（第一卷）[M]. 朱光潛，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5

和感性形式的正面衝突在黑格爾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印象派以及抽象藝

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窟巖畫（局部）

〔英〕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

《海上災難》，
油畫，1835 年，英國泰特美術館藏

〔古希臘〕米隆：

《擲鐵餅者》，大理石雕塑（原作為青銅），
羅馬國家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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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開始出現 ，有的開始賣弄技巧 ，不表達任何深刻的東西 ，有的畫得絢

不表現空間 。詩歌又進了一步 ，不用形體而是用語言 ，不再直接描繪形

麗多彩 ，有的就只畫一條魚 、一個盤子 、一間廚房等 ，有的故意背離內

象，而是一種符號和意念 。黑格爾在其著名的觀點中指出 「到了詩歌這

容所要表現的思想，有的要把人的思想引到事物的表面，比如光影的變

個階段 ， 物質的因素已經削減到最低限度 」， 認為詩歌是藝術的最高形

化，比如一個裝了酒的玻璃杯子 ，它的光影是怎樣變化的 ，這和當時自

式。浪漫型藝術精神超越物質必定是內容和形式的分裂，這種分裂不但

然科學的發展也很有關係。黑格爾認為浪漫型藝術是內容和形式的主動

導致浪漫藝術的解體 ，而且也要導致藝術本身的解體 。到了浪漫時期 ，

背離，認為有一些故弄玄虛的神祕東西在其中。他把這種因內容和形式

藝術的發展達到了高峰，人們不再滿足於從感性形象去認識理念，精神

分裂而產生的藝術形式稱作浪漫型藝術 。 這種分析的確有重要的啟發

就要進一步脫離物質 ，要以宗教的 、哲學的 、象徵的 、概念的形式去認

意義。

識理念，最終藝術會讓位給宗教和哲學。黑格爾說：
我們儘管可以希望藝術還會蒸蒸日上，日趨於完善，但是藝術

六、藝術會衰落嗎
藝術會衰落嗎？黑格爾認為會衰落。為什麼呢？這要從浪漫型藝術
的內容和形式的分裂開始講，這種分裂在內容方面產生了大量讓人不懂

的形式已不復是心靈的最高需要了。我們儘管覺得希臘神像還很優
美，天父、基督和瑪利亞在藝術裏也表現得很莊嚴完善，但是這都
是徒然的，我們不再屈膝膜拜了。1

的神祕東西，後來發展成宗教神祕主義。浪漫主義在內容方面開始拋棄
感覺的形式，走向一種象徵、一種表象、一種信仰，那就是宗教了，宗教
比藝術更高。黑格爾認為藝術衰落之後就走向了宗教，宗教不再以感性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關於美的本質的討論

直觀的形式來打動人，而是用象徵和比喻等表象的形式來引導人，用這
種方式來表達絕對精神。他說，浪漫型藝術體現出的這種浪漫的靈魂是

為什麼要講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呢？因為後續就沒有過多關於美的本

一種分裂的靈魂 ，古典藝術經常避免的罪惡 、痛苦、醜陋在浪漫型藝術

質的討論了。我也在想為什麼現在沒人去研究這些東西了，也沒人去在

裏找到了空間。這些論述都是非常有見地的。

意這些東西了 。我覺得現在是物質超出了形式 ，物質又佔了主要方面 。

黑格爾關於整個藝術史 ， 包括藝術衰落觀點的產生和發展 ， 與他
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分不開 ， 也就是說藝術越往前發展 ， 物質的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關於美的本質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的觀點，每
個觀點都有代表人物。

因素就越逐漸下降，精神的因素就越逐漸上升。象徵型藝術是物質超越
精神，古典型藝術是物質和精神平衡 、吻合，浪漫型藝術則是精神超過
物質 。浪漫型藝術的種類主要是繪畫 、音樂和詩歌 。就繪畫來講 ，它已
經比雕刻受到的物質約束要少得多 。音樂就更進了一步 ，只表現時間 ，

1 〔德〕黑格爾

. 美學（第一卷）[M]. 朱光潛，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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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在心與物之間

第一種觀點是認為 「 美在物 」， 代表人物是蔡儀 ， 他重要的著作是

第三個代表性觀點是美在心與物之間，代表性人物是著名美學家朱

《新美學》。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李澤厚強烈批評蔡儀的「美在物」觀

光潛。他認為美在心與物之間 ，即美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這個觀點雖

點。「美在物」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美是客觀的。蔡儀說：「美在於客觀的

然沒錯 ，但還不夠先進 ，和馬克思主義觀點還有一定的差距 。他講的主

現實事物，現實事物的美是美感的根源，也是藝術美的根源 …… 」1「美的

客觀的統一，體現在美在於心和物的關係上 ，比如說欣賞一朵花的美 ，

本質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個別之中顯現着種類的一般。」2「這所謂美

既要有花本身美的條件，還要有觀賞者的情緒加上花的形象。

的規律，從根本意義上說也就是典型的規律。」3 蔡儀的觀點片面地強調美

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觀條件加上人的主觀條件的

的客觀屬性，他試圖建立一個和唯心主義美學相對立的唯物主義美學體

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已經不純是自然物，而是夾雜着人的主觀成分
的物，換句話說，已經是社會的物了。美感的對象不是自然物而是

系，反覆表示美在於物而不在於心 ，美在於典型 ，在於個別對象上顯現

作為物的形象的社會的物。1

出來的種類的一般性。他主張美應當以唯物主義為基礎，主張從事物和
與人類無關的性質、特徵、規律中探究美的根源。他完全強調「在物」，
其中不體現人的作用。

二、美在心
第二個代表性觀點就是「美在心」，也就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以高爾
泰為代表，他的著作叫《論美》，在 20 世紀 50 年代發表。這一派的觀點
主張美是主觀的 ，美在心不在物 ，也就是在於美感 。比如花兒美不美在
於觀賞者 ，而不在於花 ，美跟物沒關係 。高爾泰的觀點完全割裂了美和
美感的統一性，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康德認為 「 物自體 」 是不可認識的 ， 只有現象是可以認識的 ， 這與
朱光潛的觀點有相通之處。但是朱光潛提出的「社會的物」具有客觀性，
而康德認為的現象完全是主觀的。在這裏，美學所研究的也只是這個社
會的物如何產生，一定要有一個中間的東西，和康德在「物自體」和主體
之間有一個現象的觀點一樣。「具有什麼性質和價值，發生什麼作用，至
於自然物，這是科學的對象。」朱光潛認為「物甲」即自然物或者科學的
對象，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而「物乙」是美的對象，比如鄭板橋的竹，不
是眼中之竹，而是胸中之竹。

四、美在客觀性與社會性的統一
最後一個代表性觀點是美在客觀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代表人物主要
是李澤厚和王朝聞。王朝聞在 20 世紀 60 年代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主

1

蔡儀 . 新美學 [M]. 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17.

2

蔡儀 . 新美學 [M]. 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68

3

蔡儀 . 新美學（改寫本）[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250.

1

朱光潛 . 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三卷）[M].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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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了《美學概論》，其中基本上沿用了李澤厚的觀點。李澤厚主張美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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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對象的『移入』，便能產生美」1。

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它比主客觀統一又更進了一步。他說：「所謂美的

總體來講，第一性是社會存在問題，第二性是社會意識問題，一個

社會性，不僅是指美不能脫離人類社會而存在（這僅是一種消極的抽象

是實踐問題，一個是認識問題。所以毛澤東一再說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

的肯定），而且還指美包含着日益開展着的豐富具體的無限存在，這存在

物論和認識論的第一和基本的觀點。對美的本質的理解，也不能離開這

就是社會發展的本質、規律和理想 …… 」1 李澤厚認為美是有社會性的，

個基本觀點。

沒有社會性的美不叫美，強調應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實踐總體中去探
求美的根源。他比朱光潛的觀點更加全面，明確提出了從社會歷史發展
的實踐總體中去探求美的根源 ， 不單是把美看作主觀和客觀認識的結
合，而且將其看作能動的 、實踐的結合 。李澤厚也較早地指出了馬克思

美的本質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美學研究的重要指導意義，指出了美是自由

的形式，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真與善的統一。

一、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王朝聞在 《 美學概論 》 裏面進一步論述了美的客觀性和社會性 。
他說：
美是一個感性具體的存在，它一方面是一個合規律的存在，體
現着自然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一方面又是人的能動創造的結果。
……

美的本質是什麼 ？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
點 。 第一個觀點是唯物主義 ， 即物質決定意識 ， 物質第一 ， 意識第二 。
第二個觀點是實踐論，指的是實踐既反映了發展的過程，又反映了認識
的規律，從實踐到認識到再實踐 、再認識，對真理的認識是不斷上升的

美是客觀對象所具有的這種不依存於我們主觀意識的社會屬性。2

螺旋式發展過程。第三個觀點是矛盾論，是說辯證發展的過程要經過肯

同時他指出：「所謂的美的客觀社會性，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之間的物

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再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在這一過程中主

質變換這個感性現實的客觀社會性的運動的基礎之上的，不通過人的感

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轉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轉化。

性物質的客觀社會性的活動 ，美也就不可能產生 。所以，美的客觀社會

在研究美的本質時，首先要從對人的研究開始。馬克思認為人是一切

性，實質上是來自社會實踐本身的客觀社會性。」3 王朝聞批判唯心主義美

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本質存在於現實社會的矛盾之中，而社會生活在本

學，認為「唯心主義美學也經常講美的社會性 。他們以為人的思想情感

質上又是實踐的。這幾個基本觀點大家有時間可以再去複習一下，不只對
認識美有一定的作用，對指導我們的工作、學習也非常有幫助。

1

李澤厚 . 美學論集 [M].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30.

2

王朝聞 . 美學概論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31.

3

王朝聞 . 美學概論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31.

1

王朝聞 . 美學概論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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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
人化的自然。人的實踐鬥爭使自然成為人的自然，自然被打上了人
的烙印。不僅外在的自然界 ，作為肉體存在的人本身的自然 ，也就是五
官感覺到的各種需要 ，也超出了動物性的本能 ，具有了人的性質 。這是
人化的自然 。人的性質是社會性 ，動物是包含在自然裏面的 ，只有人才
能使用工具、使用語言，人是具有社會特徵的社會產物。
自然的人化 。 這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偉大的歷史成果 ， 是美
的本質 。人的本質不是自然的進化 ，也不是神祕的理性 ，而是實踐的產
物，美的本質也是如此 。美的本質標誌着人類實踐對世界的改造 。人化
的自然是實踐改造的自然，自然的人化是具有社會屬性的自然。由於馬
克思對美沒有進行系統的論述 ， 我們只能用馬克思的基本觀點來看待
美，這也是關於美的本質的第一個基本觀點。

三、人是依照美的規律來造型的
下面是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裏面的一段原話，是他
對美最直接的一段論述：
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則甚至擺脫肉
體的需要進行生產，並且只有在他擺脫了這種需要時才真正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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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客體規律來生產，於是人類能夠依照客觀世界本身的規律改造客觀世
界，以滿足主觀需要 。這個改造的客觀世界的存在形式便是美 ，是按照
「美的規律來造型」。

馬克思不是從審美 、 意識 、 情趣 、 藝術實踐等角度出發 ， 而是從人
類的基本實踐，從人對自然的社會性的生產活動的角度來講美的規律，
既深刻點明了美的客觀性的本質意義，同時也深刻指明了美的誕生是在
人的實踐與現實的相互作用和統一之中，是依存於人類社會實踐的客觀
存在 。 總的說來 ， 馬克思關於美的本質還是圍繞實踐 、 認識 、 再實踐 、
再認識的社會實踐認識過程展開的，因此「人是依照美的規律來造型的」
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美的論述的基石。

四、真、善、美的有機統一
任何一個哲學成為體系後都會講到真、善、美，康德的「三大批判」
是關於真、善、美的，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也是關於真、善、美的。因為美
和真、善是密切聯繫的，它們存在於人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真、善、
美都有各自的客觀規律。真是認識論裏面的認識規律，是最終形成的我
們對社會的規律性的認識，對客觀事物自身規律性的認識。真和美有着
密不可分的聯繫 ，但真本身並不是美 ，因為它只是個規律 ，是作為科學

生產。1

認識的對象 ，其本身無所謂美或者醜 。但是就社會的規律來說 ，當人們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裏論述

運用規律來改造社會 、改造自然的時候 ，這一活動過程不但體現了真 ，

了人類的本質特點 — 人的生產活動具有社會普遍性，隨後他講了這段

同時也是美的，體現了馬克思「人是依照美的規律來造型的」的觀點，這

關於美的名言。正因為具有內在目的和尺度的人類實踐主體能夠依照自

也即是真和美的聯繫。
美和善的關係 ， 比美和真的聯繫更為直接。 康德的 「 三大批判 」 中
的判斷力批判，就是要搭起通向善的橋梁。人改造世界的活動是一種自

1 〔德〕馬克思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M]. 劉丕坤，譯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覺的、有目的的活動 ，其中的目的性表現在社會發展中就是善 。在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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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同階級對善有不同的認識 ，不同的目的性產生了不同的善 。在

史地、必然地產生出來的 。現實美是美的客觀存在形態 ，而藝術美只是

社會實踐過程中，人對客觀現實與主觀目的二者關係的認識形成了善的

這種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的產物，是美的創造性的反映形態。

觀念。一般來講 ，在實踐上符合人的目的性的東西是善的 ，反之就是惡

藝術美作為美的反映形態，是藝術家創造性勞動的產物，是藝術家

的。就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只有與社會發展規律相一致

與現實社會相互作用的過程。這些勞動創造的產物能夠加深人們對現實

並推動着社會發展的普遍利益才是真正的善。美以善為前提，歸根結底

美的感受和領會，同時更能影響人們的思想感情，通過人們的審美意識

應該最終符合並服從於善 。與此同時 ，雖然美以善為前提 ，但美本身並

反作用於人們的行動，也即是意識反作用於物質，反作用於人們的生產

不是善。善是直接與人的功利目的聯繫着的，美則不是與人的功利目的

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踐 ，從而推動現實美不斷前進 。這一過程即是

直接聯繫的對象。美有時候並不直接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僅僅是作為

改造現實 、改造社會 、改造自然 ，是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觀賞和認識的對象，所以美本身並不一定是善。

話》中指出的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 ，但藝術美卻可以高於現實 。美源

真 、 善 、 美什麼時候能實現有機統一呢？ 就歷史的發展來說 ， 只有
當人在實踐中掌握了客觀世界的規律 （即是真）並運用於實踐 ，達到了

於生活、高於生活，充分地肯定了藝術美在改造世界過程中積極的推動
作用、能動作用，體現出藝術美和現實美的辯證關係。

改造世界的目的 ，實現了善 ，才可能有美的存在 。但從歷史的成果 、從
作為客觀的對象來看 ，真 、善 、美是同一客觀對象密不可分的 、聯繫在
一起的三個方面。只有通過美才能夠把真和善有機地統一起來，統一的
方式和途徑是社會實踐，因為「人是依照美的規律來造型的」。

五、現實美與藝術美
美的分類方式有很多，比如社會美、自然美、生活美、科學美、藝術
美等。為了方便大家理解，這裏說的現實美包括社會美、生活美、自然美
等，是與藝術美相對應的 。為什麼需要藝術美 ？是因為現實美還比較粗
糙、分散，處於自然狀態。有缺陷才需要藝術，這是黑格爾的一個觀點，
但是不夠全面。若要更全面一點，可以認為是現實生活中的社會美和自然
美雖然廣闊、生動和豐富，但是由於諸多限制，它們仍然不能充分滿足人
們對美的需要。還有一點要特別明確，現實中的美是美的唯一源泉，是唯
物主義的，是從物質到意識的。藝術美是為了滿足人更多的美的需要而歷

康德：論優美感與崇高感
2020 年 9 月 17 日 ，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佈一起學術不端行
為案件處理的決定，處理了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的一位
教授。他在 2013 年寫了一篇名為《生態經濟學集成框架的理論與實踐》
的文章 ，在互聯網上引起爭論 ，成了一個笑話 。在這篇文章中 ，他用了
大量的篇幅來講他和他的導師、師娘的故事，講「導師的崇高感」和「師
娘的優美感 」，不遺餘力地讚美導師 「胸懷博大 ，成為中科院院士已 20
年，『移山造海』的成果豐富，實乃國之棟梁，望之可讓人頓生一種崇高
感」，稱師娘「雍容華貴，儀態大方，性格溫柔體貼，近處讓人能感到春
草的芬芳，優美感四溢」。人們批評他拍馬屁，玷污了學術。在這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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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愉，但又充滿着畏懼；相反地，一片鮮花怒放的原野景色，一座
溪水蜿蜒、佈滿着牧群的山谷，對伊里修姆的描寫或者是荷馬對維
納斯的腰束的描繪，也給人一種愉悅的感受，但那卻是歡樂的和微
笑的。為了使前者對我們能產生一種應有的強烈力量，我們就必須
有一種崇高的感情；而為了正確地享受後者，我們就必須有一種優
美的感情。高大的橡樹、神聖叢林中孤獨的陰影是崇高的，花壇、
低矮的籬笆和修剪得很整齊的樹木則是優美的；黑夜是崇高的，白
晝則是優美的。對崇高的事物具有感情的那種心靈方式，在夏日夜
晚的寂靜之中，當閃爍的星光劃破了夜色昏暗的陰影而孤獨的皓月
注入眼簾時，便會慢慢被引到對友誼、對鄙夷世俗、對永恆性的種
種高級的感受之中。光輝奪目的白晝促進了我們孜孜不息的渴望和
歡樂的感情。崇高使人感動，優美則使人迷戀。一個經受了充分崇
高感的人，他那神態是誠懇的，有時候還是剛強可怕的。反之，對
〔荷蘭〕梅因德爾特．霍貝瑪：

《林蔭道》，油畫，1689 年，英國國家美術館藏

於優美之活潑的感受，則通過眼中光輝的快樂，通過笑靨的神情並
且往往是通過高聲歡樂而表現出來。崇高也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這
種感情本身有時候帶有某種恐懼，或者也還有憂鬱，在某些情況僅

用到的 「 崇高感和優美感 」， 實際上是借用了康德關於美的一個重要的

只伴有寧靜的驚奇，而在另一些情況則伴有一種瀰漫着崇高計劃的

概念範疇。

優美性。第一種我就稱之為令人畏懼的崇高，第二種我就稱之為高

舉這個例子是想引出康德在 1763 年寫的一篇長文《論優美感和崇高
感》。這篇文章有多個譯本，在新中國成立前就有一種譯本，之後至少有
兩種以上的譯本。我現在給大家看的是何兆武先生的譯本。何兆武先生
1921 年出生，是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學術底蘊深厚。以前的譯本，翻

貴的崇高，第三種我就稱之為華麗的崇高。深沉的孤獨是崇高的，
但卻是出之以一種令人畏懼的方式 ……
崇高必定總是偉大的，而優美卻也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
是純樸的，而優美則可以是着意打扮和裝飾的。偉大的高度和偉大
的深度是同樣地崇高，只不過後者伴有一種戰慄的感受，而前者則

譯的內容比康德的原文還要難懂，但何兆武先生的翻譯文字優美，令人

伴有一種驚愕的感受。因此後一種感受可以是令人畏懼的崇高，而

回味。我們先來領略一下：

前一種則是高貴的崇高。埃及金字塔的景象，正像哈賽爾奎斯特所

我們目前所要考慮的那種較精緻的感情，主要地是如下兩種：

報道的那樣，要遠比人們根據一切描寫所能形成的東西都更加感動

崇高的感情和優美的感情。這兩種情操都是令人愉悅的，但卻是以

人，然而它那建築卻是純樸的和高貴的。羅馬的聖彼得教堂則是華

非常之不同的方式。一座頂峰積雪、高聳入雲的崇山景象，對於一

麗的。因為在它那偉大而單純的規劃上，優美（例如金工和鑲嵌等

場狂風暴雨的描寫或者是彌爾敦對地獄國土的敍述，都激發人們的

等，等等）是這樣地展開的，從而使崇高感因之最能起作用，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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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象就叫做華麗。一座武器庫必定是高貴的和純樸的，一座行

的這些內容並不是枯燥無味的。何其芳曾經說康德是一個枯燥、無趣的

宮必定是華麗的，而一座遊樂宮則必定是美麗的和精心裝飾的。

人。康德的理論的確非常生澀難懂，但他在 1763 年寫的這篇文章竟然如

悠久的年代是崇高的。假如它是屬於過去的時代的，那麼它就
是高貴的；如果它是展望着無法窺見的未來的，那麼它就具有某些
令人畏懼的東西。一座最遠古的建築是可敬慕的，哈勒對未來永恆

此華麗優美，思想性也很強。這是康德在前批判時期的一篇很重要的作
品。我們引述的這一節正面論述了優美與崇高的性質 ，語言雖然優美 ，

性的描寫激起人們一種溫和的恐懼，而對過去的描寫則激起人們目

但在思想上如蜻蜓點水，並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推理，它只是一個楔

瞪口呆的驚訝。1

子。在這篇長文裏 ，康德要表達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優美與崇

悟性是崇高的，機智是優美的。勇敢是崇高而偉大的，巧妙是

高的對立與統一，二是強調美的主觀性。

渺小的但卻是優美的。克倫威爾說過，審慎乃是市長的一種德行。
真誠和正直是純樸的和高貴的，玩笑和開心的恭維是精妙的和優美
的。彬彬有禮是道德的優美。無私的奉獻是高貴的，風度和謙恭是
優美的。崇高的性質激發人們的尊敬，而優美的性質則激發人們的

「關於優美和崇高分野的界定，他（康德）只有寥寥數語：
何兆武說：
『美有兩種，即崇高感和優美感。每一種刺激都是令人愉悅的，但卻是以

不同的方式。』『崇高感動人，而優美感則迷醉人。』『崇高必定總是偉大

愛慕。其感情主要地是來自優美的東西的人們，唯有在需要的時候

的，而優美卻也可以是渺小的 。崇高必定是純樸的 ，而優美則可以是經

才去尋找他們正直、可靠而熱心的朋友；但他們卻挑選與歡樂的、

過裝扮和修飾的。』」1 優美可以是具有多樣性的，而崇高則始終是單一的。

有風趣的和禮貌周全的夥伴們相交往。有很多人被人評價得太高

何兆武清楚地講明了康德所論述的優美和崇高之間的關係：「優美和

了，而無法讓人親愛。他激起我們的敬仰，但他是太高出於我們之

崇高的不同 ，在於優美使人歡愉 ，崇高使人敬畏 ，但是兩者卻不互相排

上了，使得我們不敢以親切的愛去接近他。
這兩種感覺都結合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人將會發見：崇高的情
操要比優美的情操更為強而有力，只不過沒有優美情操來替換和伴

斥 ，而是互為補充 、相輔相成的 。崇高如果沒有優美補充 ，就不可能持
久，會使人敬而遠之而不是親而近之 。另一方面 ，優美如果不能昇華為

隨，崇高的情操就會使人厭倦而不能長久地感到滿足。2

崇高則無由提高 ，就有陷入低級趣味的危險 ，雖則可愛但不可敬了 。一

這是康德前批判時期的文字 ， 如此優美的敍述和康德批判時期晦

切真正的美必須既崇高又優美，二者兼而有之，相映生輝。」2

澀的論述相比，簡直讓人難以相信出自一人之手。康德的理論有兩個時

下面我們來看康德關於美的一些主要的論述。在這之前，要給大家

期，一個是前批判時期 ，一個是批判時期 。他在前批判時期對於崇高和

講一講康德的哲學體系，這是理解他對美的認識的一個基礎，他的哲學

優美的認識和他後面講到的崇高和美的關係，在對美的認識上是有變化
的。在《論優美感和崇高感》中，康德對崇高和優美的論述讓人覺得他講
1 〔德〕康德

. 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M]. 李秋零，譯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208-210.
1 〔德〕康德

. 論優美感和崇高感 [M]. 何兆武，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5.
2 〔德〕康德

. 論優美感和崇高感 [M]. 何兆武，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6-7.

2

何 兆武 . 一條通向康德體系的新路 — 讀《論優美感與崇高感》[J]. 學術月刊，199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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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其對美的認識是有直接關係的。
康德出生於 1724 年，1804 年去世，享年 80 歲。他生活的時期正好
處於德國啟蒙運動的高潮 。從當時的啟蒙運動 ，到法國大革命 ，高潮迭
起，但是德國因處於政治分裂的狀況中 ，各個小國和小城市閉塞孤陋 。
康德出生在普魯士西部一個名叫哥尼斯堡的偏僻小鎮。據史料記載，他
一生只離開過哥尼斯堡一次，去了距離哥尼斯堡 100 千米遠的地方。從
這以後，他一生都沒有離開過這個地方 ，並且終身未娶 。在這樣的生活
中，康德一直坐在書齋裏面玄想，幾乎感受不到即將或正在發生的大變
革。他寫了那麼多理論著作 ，但不得不說有不少是脫離現實的 ，這也是
他的思想不易被人理解的原因之一。但為什麼他又能引起那麼多人的重
視呢？因為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成為德國古典哲學領域重要的
代表人物 。德國古典哲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兩位 ，一位是康德 ，一位
是黑格爾。黑格爾的哲學體系相對來講比康德的要容易理解得多。

一、「三大批判」
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
充滿日新又新、有加無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
中的道德法則。1

〔英〕約瑟夫．瑪洛德．威廉．透納：

《暴風雪 — 汽船駛離港口》，油畫，1842 年，
英國泰特美術館藏

和敬畏，我認為這實際上與他的「兩大批判」密切相關。
哪兩大批判呢 ？ 康德 「 三大批判 」 中的第一部著作是 《 純粹理性批

這是康德的一段名言，「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尤

判》，主要研究認識論，研究人類在什麼條件下才能獲得知識。第二部著

其為人傳誦 ， 也有人翻譯成 「 位我上者燦爛的星空 ， 道德律令在我心

作是《實踐理性批判》，主要研究的是倫理學。「在我之上的星空」和認

中」。對這句話的理解，人們一方面覺得意味深長，另一方面覺得深不可

識論有關，「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和倫理學有關，這段話的意思實際上

測。其實，康德的這段話對於理解其哲學體系是有幫助的 ，他的哲學體

和「兩大批判」有關，講的是認識論和倫理學兩大學術領域。康德的第三

系體現在他提出的「三大批判」上。他講的「兩樣東西」讓人充滿着敬仰

部著作主要是講美學的，叫《判斷力批判》。
這「三大批判」之間是什麼關係呢？簡單來說，康德試圖用《判斷力

1 〔德〕康德

. 實踐理性批判 [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177.

批判》這部關於美學的著作來聯結他的前兩部著作 ，即聯結關於哲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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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認識論的《純粹理性批判》和關於倫理學的《實踐理性批判》。他是

物自體

怎麼聯結的呢 ？認識論是研究客觀發展規律的 ，倫理學是研究道德 、研
究善的哲學。這兩方面要靠什麼來調和呢？靠美來調和，也就是真、善、

不可知的

美的統一。這也即是我們通常講的知、情、意。知，就是認識；意，就是

彼岸的

現象

科學認識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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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主體
人

具有主觀性

超驗的

意志 ， 是一種意志力 ， 是倫理學 ； 情 ， 是情感 。 這三者與康德的三部著
作相對應 。康德把人的心理功能分成了知 、情 、意三個方面 ，他試圖用
情感來調和知與意，用美學來調和認識論與倫理學，使之成為兩者之間
的過渡 ，由此建立起他的完整的內容體系 。康德承認知 、情 、意這三種
心理功能之間的聯繫，但是在研究中又把它們嚴格地區分開來，三部著
作也是把不同的研究對象區分開來進行分析。特別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是，康德的研究對象，包括批判時期他寫的三部重要著作中的研究對象
都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主觀意識，這是因為康德的哲學立場是唯心主
義的，這是康德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
康德的理論還有一個重要特點 ， 他既承認經驗主義 ， 又承認理性
主義，但是最終是理性主義的 。因為經驗主義是從物質世界 、客觀世界
來的，理性主義更多的是主觀的東西，由此可見康德還是偏重理性主義
的。他試圖用批判（也有學者譯成「評議」）的方式在理性主義和經驗主
義之間找到平衡點 ，來完成他設想的最重要 、最完美的哲學體系 ，也就
是「三大批判」。

二、物自體：康德的認識論的核心概念

識的主體）或自我，而且還必須同時假定有客體或對象 ，這就是在人的
意識之外客觀存在的「物自體」，也即是在人的意識之外獨立存在的客觀
物質世界 。在這種形式下 ，康德把思維和存在 、主體和客體假定為各自
獨立、互不依賴、互不相干、二元對峙的東西。
那麼，人類認識的結果是在它們之間出現了一個和「物自體」根本
不同的「現象」。康德認為，人和客觀世界是不直接發生關係的，客觀世
界是不可能被認識的，是不可知的。「物自體」是客觀存在的，但不是科
學認識的對象，屬於不可知的、彼岸的、超驗的東西。「物自體」屬於認
識能力達不到的彼岸世界，只有現象是可以被認識的。但是大家需要特
別注意 ，在這裏 ，現象是主觀的 ，不是客觀的 。康德的所有研究對象都
是主觀的，只有通過現象這個中介才能認識客觀世界，而現象恰恰也是
主觀的。
這樣會推導出一個怎樣的結論呢？康德基於人類認識能力的限度這
個觀點認為，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應把上帝從現象世界及科學認識
的現實世界中趕出去，認為在科學認識的現象世界裏是沒有上帝的，但

下面給大家介紹一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主要內容。我做了一

是又在不可知的 「物自體」世界裏給上帝留下了地盤 。他既肯定認識現

個簡圖，這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是「物自體」，還有一個概念是「現象」，

象世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學知識是完全可能的，在現象世界裏進

認識主體是人。康德認為，人類的認識活動不僅必須先要假定有主體（認

行科學認識是完全可能的 ，但又在科學知識達不到的 「物自體」的世界

036

美的常識

美是什麼

037

中給一些不可知的東西以及上帝、宗教留下了空間。這樣的結論不至於

了個頭。同時，他在形而上學的認識論上也打開了第一個缺口 ，為把辯

危及宗教信仰，體現出康德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應。

證法和實踐引入認識論開了個頭。這裏面既有唯物主義的因素，也有辯

歸根結底，康德是把認識的內容和形式對立起來，從思維和存在、
主體和客體的二元論出發來研究認識論的。他的整個研究轉動的軸心是
要把「物自體」和現象根本分開 。這種根本分開的後果使他得出人類只
能認識具有主觀性的現象，客觀存在的「物自體」是不可知的，人類認識
的能力是有限度的這些重要理論。
康德認為感性直觀是人類認識的第一階段和全部認識的基礎，從現
象和「物自體」的關係來講，人類是需要感性直觀的。感性直觀是非常重
要的，因為人類的認識只有通過感性直觀才能和對象發生直接關係，才
能獲得認識對象，思維也只有通過感性直觀才能得到思維的材料。感性
直觀的產生是對象及 「物自體」作用於感性的結果 ，認識到這一點對理
解康德關於美的認識是有所幫助的。他認為如果沒有對象作用於感性就
體會不到對象，這其中有極其重要的唯物主義因素，有體現康德進步的
地方。
他承認感性直觀和客觀事物發生關係才能產生認識，但是他又認為
我們的研究對象 — 現象是完全主觀性的東西，「物自體」是人不可以直
接接觸的東西。所以康德的整個理論體系充滿了矛盾，在關於美的論述
中也充滿了矛盾。他也講到過「二律背反」，但他所謂的「二律背反」用
經驗主義的理論來看是對的，用理性主義的理論來看也是對的，但是二
者放在一起就是不對的，就是有矛盾的。他的這種闡釋是為了調和經驗
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但他所有的概念、所有的理論中都不可避免地充滿
了矛盾，這是康德認識論的一個基本特點。
康德是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德國唯心主義辯證法哲學的創始人，
他在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為把辯證法引入自然觀開

證法的因素，但是總體上仍然是唯心主義的。

三、美
「位我上者燦爛的星空 ，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認識論 （真 ）和倫理

學（善）兩大哲學領域的溝通和統一盡在《判斷力批判》這部著作中。這
部著作是用情來聯結知與意的，是要讓判斷力在知解力和理性之間架起
橋梁 。為什麼這種判斷力 （可理解為審美能力 ）能在知解力和理性之間
架起橋梁呢？
康德說，這種判斷力既略帶知解力的性質，又略帶理性的性質，與
情感既略帶認識的性質又略帶意志的性質的特質一致，因而可以在認識
和意志之間架起橋梁。這也和審美活動既出自物質世界的必然，又體現
了精神世界的自由，因而可以在兩種境界間架起橋梁相一致。《判斷力批
判 》 這部著作填補了 《 純粹理性批判 》 和 《 實踐理性批判 》 所留下來的
鴻溝。
《判斷力批判》一開始就指出，要把審美愉快和動物性的官能愉快、

概念性的理智認識區別開來。所謂官能愉快是由感官獲得愉快而判斷對
象為美 。這個是動物都有的 ，不是人的特點 。審美愉快不是這種性質 ，
而是先判斷對象為美之後得到的愉快。審美判斷不同於認識中的邏輯判
斷：邏輯判斷如「這朵花是紅的」或「這朵花是植物」，是用一個已知的
一般概念（紅色、植物）去規定出現在眼前的個別事物；而審美判斷「這
朵花是美的 」， 則是拋開一切既定的抽象概念 ， 單從眼前的個別事物出
發，去尋找和發現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 。這種普遍性也並非客體 、對象
的普遍性，而是一種「主觀的普遍性」，即「人人應當從心裏同意」的普

美是什麼

039

遍性，這就是審美愉快 。這種美感的產生具有普遍性 ，不是來自對不同
個體的抽象概括，而是來自社會心理，來自人群的主觀判斷。
康德說審美判斷力就是欣賞、品鑒、趣味。他用認識論中知性的四
種範疇，即質、量、關係、模式來考察審美判斷力。
質 「趣味是僅憑完全非功利的愉快或不快來判斷對象的能力或表現
它的方法，這種愉快的對象就是美的」，即「非功利無利害的形式」。這
是一種非功利 、無利害關係的自由的愉快 ，它擺脫了利益 、善和道德的
考慮 ，而處在一種不受拘束 、自由發揮的狀況之中 。在這點上 ，康德批
評了經驗派美學將美的快感等同於感官愉快的功利、道德愉快的觀點。
量 「美是無須概念而普遍給人愉快的」，即「無概念趨於普遍性」。
這種愉快具有一種普遍性和共同性 ， 但這並不是通過抽象概念的普遍
性來達到的 ，而是通過共同的情感體驗直接形成的 ，是一種「主觀普遍
性」。這就反駁了理性派美學使美脫離人的直接的感性愉快而加以研究的
傾向，「美沒有對於主體的情感的關係自身就什麼也不是」。
關係 「美是對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當它被感知時並不想到任何目
的」，即「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正如一切愉快都來自目的的達到
一樣，審美愉快也來自審美活動的「合目的性」的完成。不同的是，審美
的合目的性並沒有一個具體的功利目的，它只是一種主觀「形式的合目
的性」，也就是人的諸認識能力「好像」趨向於一個目的那樣，處在相互
〔法〕奧斯卡．克勞德．莫奈：

《睡蓮》，油畫，1904 年，美國丹佛藝術博物館藏

協調的關係之中，從而引起超功利的亦即自由的愉快情感。這一條從正
面闡述了審美鑒賞的個體心理機制。
模式 「美是不憑概念而被認作必然產生愉快的對象」，即「共通感」
（Gemeinsinn）。審美愉快的人類普遍性和共同性是必然的，但這種必然

不是建立在概念和抽象教條的強制之上的，而是人類認識能力自由活動
時所具有的必然性 ， 它建立在人類情感本身的社會共同性即 「 共通感 」

〔德〕卡斯帕．大衞．弗里德里希：

《霧中大海上的徘徊者》
（局部），
1818 年，德國漢堡美術館藏

〔美〕阿爾伯特．比爾施塔特：

《優勝美地瀑布》，油畫，
1880 年，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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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美，它不是個體認為美就是美的，它是在「共通感」中必須包括所

是一種間接引起的快感，因為它先有一種生命力受到暫時阻礙的感

有人共同感覺的理念，也就是判斷功能。因為個人在反思中先驗地顧及

覺，馬上就接着有一種更強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發，所以崇高感作
為一種情緒，在想像力的運用上不像是遊戲，而是嚴肅認真的，因

所有人思想中的表象狀態，好像是為了將個人的判斷與人類的集體理性

此它和吸引力不相投，心靈不是單純地受到對象的吸引，而是更番

相比較，從而避免出於主觀自私條件的幻覺。這種「共通感」正是人的普

地受到對象的推拒。崇高所生的愉快與其說是一種積極的快感，無

遍必然的自由本性的體現。在這裏，康德提出了審美鑒賞的社會心理學

寧說是驚訝或崇敬，這可以叫做消極的快感。1

原理。

這一段論述了美和崇高的關係，我們在理解上主要把握三層意思：

概括地講，審美愉快來自非功利、無利害、合目的性的形式和無概

一是美在對象，崇高只在主體的心靈。美在對象的形式，而且這種

念的「共通感」。但正是由於主觀和客觀的脫節，產生了審美有沒有普遍

形式恰恰適合人的想像力的自由活動與和諧合作 ， 因而產生愉快的感

適用的美的標準的「二律背反」問題。經驗主義認為，審美不基於任何概

覺。而崇高是無形式的，不適應人的認識形式的功能，「對人的想像力仿

念，只基於人的審美快感 ，是一種個人主觀的趣味 ，所以沒有一個普遍

佛在施加暴力」。這裏有一種讓人的生命力受到暫時阻礙的感覺，但是馬

適用的美的標準，否則人們就可以通過論證和推理來判斷一個對象的美

上就會有一種更強的生命力迸發，所以崇高更在於心靈、在於道德精神

了。理性主義認為 ，審美一定基於一個美的概念 ，有一個普遍的客觀標

力量的勝利，更是主觀的。

準，否則那種純粹主觀個人的愛好就不能要求別人也同意，這樣一切文

二是美的觀賞者是平靜的，崇高的觀賞者是動盪的。「崇高感作為一

藝評論就毫無價值了 。正是因為主體和客體 、個體和社會的分割 ，康德

種情緒 …… 心靈不是單純地受到對象的吸引，而是更番地受到對象的推

再怎麼努力也調和不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矛盾，解決不了「二律背

拒。」2 所以這種經過推拒之後的消極的快感，實際上是一種更能引起心靈

反」的難題。雖然康德從感性與理性 、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中闡述美

震動的快感。

的本質，將經驗主義發現的美的感性形式與理性主義發現的美的理性內

三是崇高的對象只屬於自然界，不在藝術作品中。在自然界裏面有

容結合起來 ，具有合理性 ，但他僅從主觀方面把握美的本質 ，將其歸結

兩種崇高 ，一種是數量的崇高 ，一種是力量的崇高 。數量的崇高和康德

為審美的形式特徵，主客體的關係是對立的，根本上是唯心主義的。

前批判時期講的崇高和優美是完全不一樣的。剛才大家看到的那段文字

四、崇高與美
康德在批判時期對美和崇高的認識和在前批判時期講的崇高和優美

在對崇高和優美的論述中提到了金字塔，金字塔實際上是人類的作品，
但是在這裏 ，崇高不是人類的作品 ，不在藝術品中 ，而是完全在自然界
中。在自然界中，數量上的崇高的表現就是無限廣大，如星空、大海、山

有些不同。他說：
美的愉快和崇高的愉快在種類上很不相同，美直接引起有益於
生命的感覺，所以和吸引力與遊戲的想像很能契合。至於崇高感卻

1

朱光潛 . 西方美學史（下）[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367.

2

朱光潛 . 西方美學史（下）[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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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力量上的崇高就像烏雲密佈的天空裹挾着雷電、帶着毀滅力量的火
山、颶風帶着它所摧毀的廢墟、巨大的河流與高懸的瀑布。
康德認為崇高和美是不同的，崇高只存在於自然界中，美還是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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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是「趣味與理性的統一」，即美與善的統一。
純粹美只是形式，依存美含有理性內容，藝術的本質是依存美而不
是純粹的形式美，這是康德對純粹美和依存美的理解。

觀形式和審美對象的契合。他進一步論述，由於自然對象的體積和力量

關於自然美和藝術美，康德說：「一項自然美就是一種美的事物，藝

超過想像力的掌握而令人感到恐懼，要求喚起理性理念，也就是通過人

術美卻是對於一個事物所作的美的形象顯現或描繪。」1 他講「藝術美卻是

的倫理力量來掌握和戰勝對象，從而由對自然的恐懼、畏避的痛感轉化

對於一個事物所做的美的形象顯現或描繪」，其實就是說藝術創作的過程

為對維護自身的尊嚴 、勇敢的快感 ，即由痛感轉化為快感 。他同時又認

是把美的形象顯現或描繪出來，所以他的藝術美的明確含義是藝術美是

為崇高和美都不在客體對象 ，而在主體心靈 ，都不是客觀存在的 ，而是

能動的，也是要經過主觀加工的。他說：

主體意識作用的結果 ，不具有客觀社會性 ，只有主觀社會性 。由此可以

美的藝術顯示出它的優越性的地方，在於它把在自然中本是醜

看出，康德的思想總是處在矛盾中，就是因為他總是搖擺於經驗主義和

的或不愉快的事物描寫得美。例如復仇女神、疾病、戰爭的毀壞等

理性主義之間 ，總試圖調和這兩個東西 ，但他又調和不了 ，所以他有很
多論述是前後矛盾的 。在康德那裏 ，由美到崇高 ，是認識到倫理在審美
領域中的過渡，這就是《判斷力批判》的意義所在。

五、純粹美與依存美
純粹美 （ 有的著作也譯成 「 附庸美 」） 和依存美關聯自然美和藝術
美的關係，這是康德關於美的比較重要的論述的第五個方面。康德講純
粹美如花鳥貝殼 、自由的圖案畫 、框緣或壁紙上的簇葉裝飾 ，以及無標
題 、無歌詞的音樂 。這些都是純粹的形式美 ，不含內容 。純粹美只是形
式美，充分利用了美之為美的標準：非功利、無概念、無目的。

等（本是些壞事）可以描寫得很美，甚至可以由繪畫表現出來。2
康德說藝術美是高於自然美的，是有人的能動性的。這裏隱含了他
對自然的認識，但他又不承認客觀世界是可知的，所以這本身也是一對
矛盾。進而他講到美和理性的關係，從內容方面看「美是道德的象徵」，
同時他講了一個概念 「 第二自然 」， 這種藝術創造的 「 第二自然 」 就是
讓藝術顯得不像人為的 。這和中國藝術創作中言猶未盡的 「意會」有一
定相通之處 ，其目的不是直接表露出來的 ，而是如自然那樣 ，是一種無
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能引起審美感受，同時又表明這是人為的藝術
品 ，這種感受因而更具有知性的目的興趣 ，不同於自然美 、形式美 。以
上可以看出他進一步肯定了藝術創造的特性。

依存美是依存於一定概念的有條件的美，具有可認識的內容含義，
從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尋 。 它包括了幾乎全部藝術和極大一部分自
然物的美 。這種美以目的概念作為前提 ，受它的制約 ，具有道德的 、功
利的社會客觀內容。這裏不僅有審美的愉快，還附加了理性或道德的愉

1 〔德〕康德

. 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M]. 李秋零，譯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208-210.
2 〔德〕康德

. 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M]. 李秋零，譯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2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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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才
康德講的天才有兩大特點 ： 不可模擬的獨創性與有普遍意義的典
範性 。他認為在科學界沒有天才 ，只有藝術界有天才 。按照他的理論 ，
科學是依靠邏輯推演出來的 ， 藝術主要是靠主觀想像來產生的 ， 在藝
術創作中通過無法之法及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審美形式來展現道德理
念 。 藝術創作具有獨特的心理功能 ， 只有天才在藝術創作中才能通過
他的無法之法來表現道德內容，這和中國傳統藝術講的「無法之法」是
相通的。
天才具有獨特的心理功能 ， 但是在天才和美的形式 （ 即趣味的形
式）之間如果要捨掉一個的話，會捨掉哪個呢？康德認為，「在天才（想
像力 ）與審美趣味 （判斷力 ）不可得兼時 ，應該割愛的倒不是審美趣味
而是天才」1。因為天才主要體現的是理性內容，趣味主要體現的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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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認為美是非功利、無概念、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即純粹美，這
是審美趣味的本質特徵。但另一方面，真正具有更高的審美意義和價值
的卻是要有一定的目的 、理念 、內容的依存美 。崇高 、藝術和天才是感
性到理性的過渡，後者使自然（感性）到倫理（理性）的過渡成為可能。
他甚至講依存美才是美的理想 。但是 ，康德關於真 、善 、美統一的思想
仍是牽強的，認識通過審美過渡到道德仍然存在巨大的鴻溝，關鍵原因
是康德仍然沒有發現美的本質。
人們一般認為，康德是真正將美學推向一門獨立學科的人。他將理
性引入美學領域，認為審美判斷是知性和想像力的統一。而接下來要講
的黑格爾美學則達到了最高的形而上學表述，他認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
現 。藝術美是由心靈產生和再生的 ，藝術美是高於自然美的 。而且 ，隨
着社會的發展，哲學、宗教終將代替藝術進入新的階段。

形式，但是沒有趣味就缺乏審美形式 ，根本不可能成為藝術品 ，沒有天
才，還可以是缺乏生命力量和內在精神的藝術品。他關於天才的理論實
際上是把內容和形式割裂開來，內容只有天才 （想像力 ）提供 ，形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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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審美趣味（判斷力）來提供，因而美能僅在於形式而不涉及內容，無功
利、無概念、無目的。但天才提供的內容 ， 卻又是美的藝術所不可缺少
的部分。
康德的美學思想是關於美的理解最艱深的理論，關鍵在於其搖擺於
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本身就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康德在純粹美
與依存美 、美和崇高 、審美和藝術 、趣味與天才 ，即形式與表現的對峙
中，深刻地體現了美的矛盾 。這個矛盾在康德的理論中是不可調和的 。

通過上面的學習，我們可以試着給美下一個定義。
美是什麼？美是人產生情感愉悅的內容與形式有機統一的實踐成果。
這個定義表達了三層含義：
首先 ， 美是實踐的成果 。 實踐是客觀的 、 具體的 ， 這是貫穿着馬克
思主義的基本思想。美是實踐的產物，但是它又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一
種成果。
其次 ， 美的直觀感受是一種愉悅的感受 。 崇高是經過痛苦之後達

1

朱光潛 . 西方美學史（下）[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382.

到了愉悅 ，最終也是一種愉悅的感受 。荒誕和滑稽也是一樣的 ，最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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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給人一種愉悅的感受 ，都屬於美的範疇 。沒有愉悅的感受 ，就不是美

不一定能產生美。因此愉悅的感受是美的一個重要特點。
最後，美是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統一。很多早期的哲學家都在講美在
形式，認為形式是美的表現，空間、佈局、和諧、比例、大小、光影這些
都是形式。但是這些形式到底能不能反映內容呢？不能反映內容的形式
不是美，僅有內容而沒有完美的形式來表現，也不是美。

第二章

東西也能產生刺激，悲劇的痛苦刺激可以產生美，手術刀的痛苦刺激卻

中西之美的源泉
大地與海洋
    —

的 。刺激是不是美呢 ？不一定 ，要看它能不能產生愉悅的感受 。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