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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马克思认为欲望具有能动和受动的二重性, 二者对立 统一于生产 实践中的 人。在社会生 产发展

的视野下, 审美活动同样受生产实践的建构作用。马克思美学 的审美维 度就此分为 两层: 理想审美层 面和异
化审美层面。生产视点也使得马克思 美学中的 审美主 体带有 了实践 主体的 特点, 异化的 实践主 体通过 货币
中介使异化的欲望和异 化的 审美 直 接联 系起 来, 这种 状况 与 美 的规 律 的相 互作 用使 现 实审 美活 动 不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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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 审美领域中存在两种对待欲望的不
同态度: 超越式和非超越式。在西方美学理论中, 超
越式审美把人的本质归属为理性, 强调美对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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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把关键钥匙。

一、欲望的二重性

活的超越, 至于肉身欲 望, 则由 于受制于对象 性存
在, 注定了要被美越之而去; 非超越式审美强调人类

超越式欲望观本质上都会把人的精神和肉体区
分开来。它始终强调欲望天然受限的一面: 因为欲

生命存在的统一性, 把欲望看成重要的生命动力, 强
调它是审美活动的深层动因。这两种态度使人们的

望由可朽的肉身而来, 由于自身的满足依赖于对象
的客观存在, 所以带有明显的受限性。精神自由的

审美体验朝两个不同方向发展, 前者趋向强调永恒、

程度则与对肉身欲望超越的多少成正比。在西方思

凝神静观的审美理想状况, 后者趋向肯定当下、
强调
确认主体自身的现实慰藉。这两种态度其实各有合

想史中, 自柏拉图确立这种区 分的观念, 一直到现
代, 主流审美领域在谈 美 时, 欲望问题总是被否定

理性, 正是审美领域中欲望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

式提及, 即提到就讲如何超越它, 至于欲望本身的复

但是, 许多现实纷争和理论纷争产生的根源在
于, 两种不同的认识以并不相同的基本界定去片面

杂性及被超越的程度是否一定则总是被 越 而不
论 的滑了过去。

概括另一套话语的观点, 致使所讨论的问题无法相
交。这些问题往往从现实文化层面入手, 如审美和

马斯洛的心理需要层次论是这种欲望观最为大

日常生活的关系、
艺术与市场的关系、
雅俗文化的关

众所熟知的一个表述。他把欲望作为心理动机来归
类。人的需要被划分为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 即

系等等; 然后难以避免地追溯到审美基本原理问题,
如感性与理性的矛盾、
美感与快感的区分、
审美无功

由低到高的五 种需要) , 它们分属两个 不同价值体
系。基本需要( 欲望就被划归到这部分) 虽然较超越

利还是有关功利等; 直至美和艺术等基本范畴的界

性需要更有力, 是人生存的基础, 但它受制于客观对

定和价值判断。其实在这些纠缠不清的纷争背后,
都隐藏着那条如何看待欲望的线索。

象, 同时是匮乏性的。超越性需要则是满足基础性
需要后的高层次需要, 它具有自由性, 有更重要的精

是否能在同一个理论语境中既吸取两种观念的

神价值, 也是人类既有天生的。所谓 超越性动机是

合理性部分, 又见出各自的局限性所在? 马克思美
学思想所包含的欲望观至少可以作为解决这一疑问

遍及全人种的, 从而是超文化的、人人共同的, 并不
是文化随意创造的 [ 1] ( P 224) 。在这种等 级性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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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下, 审美需要就被干干净净地划入 超越性 的
行列, 自成一套价值体系。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 人也有自己的
形成过 程 即 历 史,

历史是人 的真正的自然

[ 2] ( P107)

马克思对欲望的阐述虽然吸收了超越式欲望观
的一些具体观点、名词 , 但由于重新思考了 人的

史
。在此, 通过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发
展过程来统一人的精神和肉体、统一欲望的二重性,

存在 , 欲望的特点得到了前人 未论及的进一 步分

这已经使马克思的 实践主体 成为一个处于不断生

析。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他从对黑格尔

成建构中的主体。这一点就与非超越式欲望观的代

哲学进行批判的角度, 提出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 而
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 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

表

命力, 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

表人物拉康把欲望界定为一种无意识欲望, 是不断

能、
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 另一方面, 人作为自然
的、
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同动 植物一

被建构的。 在要求与需要分离的边缘中欲望开始
成形。这个边缘地是要求以需要会带来的那种没有

样, 是受动的、
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就是说,

普遍满足的( 称之为 焦虑 ) 缺陷的形式开辟的。而

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

要求的呼唤只有在他人那里才是无条件的。[ 4] ( P624)

他之外的; 但是, 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 是表
现和确证他的 本质力 量所 不可 缺少的、重 要的 对

非超越欲望观始终强调的也是: 由于欲望产生于本
能需要和社会性需求之间的交叉地带, 所以无法剥

象

[ 2] ( P 105)

。

结构精神分析学派有了理论交汇点。
结构精神分析学提出了一个欲望构形说。其代

离这两方面特性的任何一方。但与马克思美学最大

通过这一段话, 马克思不但强调了欲望具有 能

的不同在于, 它把欲望的这种构成性奉为最高原则,

动 与 受动 的二重性, 更以这二者的对立统一强调
出 人的欲望 的特点, 即无法在区分出动物性本能

以欲望的构形过程分析所有实践活动, 审美活动也
完全被摄入欲望的构形, 在对现实审美过程的分析

之后、
之外再来研究人的欲望, 而是在人的欲望中,

有重大进展的同时, 也陷入阐释论的循环。

自然本能始终都与人的 本质力量 结合在一起, 我
们必须在这种双重性下了解欲望的存在和实现。欲

马克思美学的 审美主体 则由于建立在 实践
主体 基础上, 审美活动呈现出由两条线索构成的动

望问题同时就是欲望的对象化实现问题。欲望的对

态发展系统。

象既外在于人, 同时又是他表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所
不可缺少的对象。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的
回答我们早已熟悉: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 物, 在 其 现实 性 上, 它 是一 切社 会 关系 的 总
[ 3] ( P56)

[ 3] ( P 56)

二、审美的二重性
人的欲望和审美都要受到处于生产劳动中 身
体 的建构作用, 这是二者在现实存在根源上的共同

和。
而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
这里的 实践 , 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来讲, 毫无疑问是

点, 但它们的直接联系之处在哪里? 不回答这个问
题, 二者仍然无法真正相交。马克思对此的回答分

以生产实践为决定因素的诸种实践活动。

为两个维度: 在理想性的维度上, 人按照 美的规律

在对人的存在特性进行阐释时, 马克思特别提

来构造, 人的知、
情、
意、
欲诸心意能力应当统一于身

到: 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抽象人本主义式的批判不
同, 他把对黑格尔的批判置于经济学体系中, 这一体

体活动中, 达到感性和理性、肉体和心灵、必然和自
由的统一; 而在异化审美的维度上, 异化劳动使欲望

系的实质是从生产实践角度出发。费尔巴哈也强调

和审美都发生异化, 欲望膨胀然后打破了身体的统

精神和肉体的统一, 但这种统一的人的 身体 是建
立在自然存在物的基础上, 而马克思所强调的精神

一, 审美物化为满足欲望的手段。现实审美活动就
这样在这两个层面的互相作用中不断向前发展。

和肉体的统一是建立在处 于生产劳动中的 身体

在马克思那里, 这两个维度的关系不是简单对

上。欲望能动与受动的统一面也就是这一不再被区

立和排斥, 以一方否定另一方, 而是在矛盾张力下保

分等级的 身体 。对这一 身体 的认识, 马克思在
手稿 中已经强调了它的本质特征的两个方面。一

持联系和相互影响。联系的根本正是回到生产劳动
的出发点, 找到交流关系的语境。在政治经济学中,

方面, 由于欲望的受动 性, 人是 一个有激情的 存在

交流关系体现在生产一般关系中, 是生产、分配、交

物。激情、
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
量。另一方面,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人

换、
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 生产关系和 交往关系等
等。 正是依赖于交流关系的存在, 从发展角度看,

的自然存在物, 就是说, 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

美的规律 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仍然有效, 理想性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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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成乌托邦; 而在 美的规律 作用下, 异化劳动

性与理性、
欲望和情感之间的严重异化现象。一方

的负面影响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有其价

面, 资本主义社会凸显了异化的欲望。这种异化指

值所在。审美领域中审美形态的丰富, 如丑、荒诞逐
渐被包容到审美范畴就是这一点的表现。

不是满足作为整体的个人而只以自身的满足为目的
的欲望。工业化前期劳 动日益畸变为 机器般的劳

这两个维度确立后,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说明这

动, 工人肉体受折磨、
精神遭摧残, 身体严重扭曲, 灵

两个维度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机制, 而说明这

与肉分离。人的各种感觉也畸形发展、生存状态单

一机制的关键又在于社会化的 美的规律 和 异化
劳动 如何与个体欲望和审 美相互影响。 美 的规

一化。当劳动的身体不断释放自身的能量, 为人类
生活状态的优化提供可能时,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

律 本是从生产实践的角度提出:

动者的生存条件却日趋恶劣, 劳动的身体失去了主

动物只生产自身, 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动
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 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

体的能力和地位。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也凸显了异化的审美。

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

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的感觉, 同样也剥夺了自己的感

需要来构造, 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

觉, 他通过生产消费的过 程实施了一种双 重置换。

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资本异化了他的感性生活, 于是他就用本身的力量
替代性地弥补 异化的感性: 凡是你自 己不能办到

因此,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 人才真正地证明

的, 你的金钱都能帮你办到: 它能吃, 能喝, 能赴舞

自己 是 类 存 在 物。这 种 生 产 是 人 的 能 动 的 类

会, 能去剧场, 它能拥有艺术、
学识、
历史珍品和政治

[ 2] ( P58)

[ 2] ( P123)

生活。
所以说, 理想的、
按照 美的规律 进行的生产在

权力, 能旅行, 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
资
本是幻觉性的身体, 是死亡了的生命形象。感性的

于人能够自由面对自己的产品, 能够在他所创造的

存在在某一层次上被从基本的需要中剥离出来, 必

世界中直观自身。而 异化劳动 则 从人那里夺去
了他的生产的对象 :

然在另一种程度上被过分地夸大。愤怒绝望的理想
主义和迷乱膨 胀的肉欲至上成为常见 的审美消费

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
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

观念。

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虽然, 马克思所谈的这种极端的异化状况出自

因此, 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意识, 由于异化而
改变, 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 2] ( P58)

他所身处的特定时代, 但正是在这种极端中, 他有力
指出了阶级社会审美、伦理问题上的两面性。在资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美的规律 和 异化劳动

产阶级时代开 始时作为实践主体而登 台的抽象个

都通过生产出的对象与个体审美和欲望联系起来。
这也是社会化的生产和个体存在的连接点。在 政

体, 仅在社会力量重新分布的基础上, 又成为一种新
的幸福要求的承载者。每一个体此时不再作为高级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 马克思提出了这一问题的交

社会团体的代言人或代表出现, 自己亲自把握其需

流过程: 如果说, 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对象是显而

求和欲望满足, 并直接同他的目的发生关系。在此

易见的, 那么,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 消费在观念上提
出生产的对象, 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

情形下, 个人有更多的余地来完成其个体的要求和
满足: 这种余地使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开始以商

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

品的形式, 为自己填充越来越多的可能带来满足的

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 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
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 5] ( P29) 这里所说的 需要 就包

对象。就此看来, 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使一种新的
幸福成为可能。但是, 这种幸福的普遍性在资本主

含着生产对欲望的建构作用, 消费生产主观形式的

义生产中是作为具体的不平等而实现的。

欲望对象。这样的审美视野就会从个体异化欲望与
其理想存在状态间的关系出发, 立足于将劳动中的
身体与社会发展视角联系起来去探究现实的审美现

三、被建构的主体
马克思美学建立在 美的规律 和 异化劳动 两

象。这样做的价值在于, 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灵肉对

大基石上, 坚持了主体

客体区分并有所超越。他

立, 身体与心灵之间没有积极互动的笛卡儿式的二
元论的局限。

坚持感觉解放的客观物质性前提; 但是也认为感觉
始终联系着对象和主体、物质实践的模式和经验的

当然, 由于斗争需要, 马克思美学侧重于讨论感

丰富性。在认知理性范围内, 主体范畴基本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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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使用, 康德挺立的道德主体沟

人性格中新的因素, 财产在英雄时代的野蛮人中已

通了人与世界, 但这一点又使得在现实审美领域完

成为强烈的欲 望( boot y and beauty ) { 战利 品和美

全回避了欲望问题。马克思则在批判吸收旧主体观
的基础上, 强调了人的双重属性, 即在强调人是自然

人} 。最古老和较古老的习俗都无法抵抗它。在此,
马克思插入了一句话: 洛 利亚先生! 请看欲望的

的一部分时, 同时强调人是一种有意识、
有目的的社

作用!

会存在物, 可以能动改造自然; 这就使人具有了不同

[ 6] ( P392~ 393)

在生活实际中, 实践主体的异化通过货币中介

于外部自然界的主体性。
实践主体立场首先坚持现实生活第一的原则。

表现出来。货币本来是财富的替代性形式, 是 想象
的金量 。这一 想象的金量 就使主体的异化表现

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 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

在他的观念上, 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

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
现实、感性, 只是从

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
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 它把

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

人的和自然界 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 纯抽象的观

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

念, 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 个人的

理解。因此, 结果竟是这样, 和唯物主义相反, 唯心
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 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因

实际上无力的、
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 变
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因此, 仅仅按照这个规

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
感性的活动本身

定, 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 它把个性变成它们

[ 3] ( P60)

的。

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感性活动 同样属于

的对立物, 赋予 个性以 与它 们的特 性相 矛盾 的特

现实生活世界, 感性主体, 或者再具体一些, 审美主
体, 仍然会带有实践主体的特点。这个实践主体与

性
。这种普遍颠倒的极端状况是: 货币作为
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 一切情

旧有主体的根本不同在于, 它其实已不是一个先在、

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 2] ( P 124) 这

既定的 我思 主体, 而是一种处于各种关系中的被
建构的主体。

就是异化 欲望 与 异化 审 美活 动 达到 极 端 时的 连
接点。

从横向看, 实践主体的现实生活是一种社会生

就审美问题而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高度

活, 因而他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建构。坚持实践主体

上, 马克思提出了 美的规律 的审美理想, 也是理想

立场就必须立足于这种社会关系的考察。而最基础
的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所以, 马克思

化的生存状态。但是, 从对共产主义的定位中, 我们
可以类比, 对这一理想, 马克思特别强调不要把它作

对欲望和审美的异化都从这个角度入手来谈。他一

为一个孤立的、
实存的终极发展阶段, 而始终要把它

直都很强调自己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语境, 而对
诸种极端异化状况的描述, 马克思曾做过一个对理

放在与现实生活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中理解, 共产
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 因此, 它是人的解放

论适用性的重要说明,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

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

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 那些表现它的各种

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

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 同时也能使
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

效的原则。但是, 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
目标, 并不是人的 社会的形式 [ 2] ( P106) 。这 里, 马克

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

思的主体发展目标其实与康德 人是目的 的宗旨存

立起来, 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 继续在这里
残存着, 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 发展到具有充

在极大的共通之处。以实践理性挺立的道德主体与
符合 两个尺度 建造规律的实践主体都强调一点:

分意义, 等等。人体 解剖 对于 猴体解 剖是 一把 钥

人类生命存在的整体性。当然, 把这样的理论目的

匙

[ 5] ( P 43)

[ 2] ( P145)

。对我们来说, 这种异化根植于阶级社会

应用于审美领域, 两者就有了很大差别, 在康德界限

的本质之中, 虽然程度不同, 但由经济政治实践出发
来考察现实的审美问题是找到 了一个坚实的 理论

齐整的分析中, 审美领域对欲望问题是回避的, 而马
克思美学则通过现实中的异化劳动, 把理想与现实

根基。

置于一个动力系统的两极。所以, 审美理想的设置

从纵向看, 实践主体的现实生活是一种历史的
发展过程。在这种发展中, 异化的生活状况很早就

对审美主体而言, 也是以对现实审美发展的一个有
效原则形式出现的, 它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

出现了。 财产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唤醒

然的环节, 没有这种理想, 现实不可能改变, 但它不

65
能以一个单一的维度存在, 总是一个与现实交织的,

的实践 已经包含着对于具体性的审美反应; 它的孪

能够无限靠近的理想。

生对手是对象和内驱力的商品化抽象以及社会寄生

实践主体正是在这样的被建构过程中, 同时发
挥着自身能动性, 对施加作用各方以反作用, 这就是

的审美幻象, 它把功利与快感、
必然性和欲望捆在一
起, 并且允许后者在与物质必然性没有联系的状态

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马克思说: 对象如何对他

中消费它们自己

来说成为他的对象, 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

思的美学站在了康德美学的对立面, 摧毁了其非功

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 因为正是这种规定性造
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 [ 2] ( P106) 在此, 马

利性的沉思。
所以, 马克思欲望观的最大长处就在于给我们

克思强调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 某物成为实践对象,

提供了一个能够审视审美活动总体发展态势的理论

除了由该事物的性质即它自身所具有的属性和这种
属性是否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所决定之外, 更主要

框架。但是, 若要再进一步探讨审美领域中欲望构
形和表现的具体步骤, 仅仅从这两个极端维度出发

的是取决于与该事物相对应的主体的本质力量, 以

( 尤其马克思欲望观毕竟是围绕经济政治领域展开)

及主体活动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实践主体总是按

就很显吃力了, 我们需要结合其他更细致研究欲望

照自身的本质力量并根据现实的实践手段, 去选择
那些同自身主导需要和理想目标相吻合的客体。

的理论。不过此时, 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欲望观的另
一个长处
它 具备足够的理论 空间来吸 纳这些

在这样的马克思美学中,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
注

[ 6] ( P20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

阐释。

释:
如费尔巴哈对人的能动性、受动性、类存在物 的分析, 黑 格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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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欲望一般 的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分析。

此处分析参见王杰 审 美幻象研 究 , 广西 师大出 版社, 1995 年

参见 马克 思恩格 斯全 集 第 46 卷( 上 ) , 人 民出 版社,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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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xist aesthetics and desires
LIU Ying
( Sch ool of Publ ic M an agemen t, Fujian N or mal U n iversit 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 a)

Abstract: M arx ho lds t hat desire has tw o fo ld charact ers, act iv ity and passiv ity . Fr om t he v iew po i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 aest het ic activ it y is co nst ruct ed by t he production of labor. M arx divides aest hetics int o idea and alienat ion. T he product io n of labor enables aesthet ics to t ake on charact ers of practice. T he a-l
ienat ion connect s ast hetic desir es w it h currency. T his helps w it h t he developm ent o f the aest het ic real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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