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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康德从质、量、
关系、方式四个方面对美的特有本质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阐述, 不仅为现代美学

( 艺术) 的发展 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方向, 且已内化为现代 人的一种生 存方式和 人生态度, 成为生 活价值与 意义
的最高源泉。
关键词: 康德; 利害; 目的; 形式
中图分类号: B 83-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587( 2006) 04 0075 04

康德是德国古典美学、
哲学的集大成者, 是近
代西方美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关于

康德认为, 美不是认识, 而是一种快感, 一种
审美的愉悦。这种审美快感不同于由于利害关系

美的特质理论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第

而引起的感官上的快适感和善的事物所引起的快

一次 清 晰 而 令 人 信 服 地 证 明 了 艺 术 的 自 主

感。审美判断所引起的快感是纯粹的, 主观的, 与
客观存在的对象无关。也就是说, 感官上快适所

[ 1] ( P175)

性。

它不仅 暗合了审美 艺术发展 的规律

与趋势, 而且成为现代西方各种美学流派的滥觞。
康德从质、量、
关系、方式四个方面对美、审美

带来的快感和善的事物所引起的快感总是与它们

的特有本质进行了探讨。

善。他认为去发现某一对象的善, 必须知道这个
对象是什么, 也就是说, 即从它获得一个概念。而

一、从质的方面来说, 美的特征在于审
美或鉴赏而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
康德对美的说明是: 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
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现方式作
[ 2] ( P48)

评判的能力。

的存在( 性质) 相结合。因而康德认 为美不等于

觉得它是美的, 就不需要这样做。比如, 花, 自由
的素描, 无任何意图的相互缠绕着的, 名为卷叶饰
的线条, 它们没有任何含义, 不依赖于任何确定的
概念, 但却令人愉快。

在康德看来, 审 美判断是引

康德将三种快感进行了区分: 快适, 美, 善标

起一种无利害关系的, 自由的快感。与认识判断

志着表象对愉快和不 愉快的情感的 三种不同关
系, 我们依照对何者的关联而把对象或表象方式

不同, 审美判断只涉及对象的形式和主体的情感,
而不涉及对象的存在( 即性质) 以及主体对其概念
的了解。例如, 这朵花是红的 与 这朵花是美

相互区别开来。就连我们用来标志这些关系中的

的 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判断。前者是逻辑判

满意而与每一种关系相适合的表达方式也是各不
相同的。快适, 对某个人来说就是使他快乐的东

断, 它涉及到对象的概念

红, 是用主体的已知

西; 美, 则只是使他喜欢的东西; 善, 是被尊敬的,

概念 红 , 去 关照呈 现于 主体面 前的 个别 事物
这朵花。在审美判断中, 则与对象的概念无

被赞成的东西, 也就是在里面被他认可了一种客

关, 只是从呈现于主体面前的个别事物
花出发, 来寻找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

这朵
美感。

观价值的东西。
在所有这三种愉悦方式里唯
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
愉悦。 [ 2] ( P47~

48)

在这里, 鉴赏过程是主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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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这个过程的情感性质是自由的, 并且是唯
一自由的。它既不同于具体欲望满足所产生的感

紧随判断而生。 对象与情感的单称性蕴寓着鉴赏
判断的先验性。[ 4] ( P79)

性愉快, 比如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的人突然见到了

三、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审美判断具有

绿洲, 饮水如饮琼浆的快感。也不同于道德所引
起的理性的愉快, 比如子女的懂事、
孝顺使父母感

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

关, 这两种愉快都在各自同化对象, 使对象失去了

康德首先强调审美是 无目的性 的。这里有
必要搞清楚康德对于 目的 的定义, 康德对它的

其原有的独立存在的意义, 与对象构成了一定的

表征是: 既然有关一个客体的概念就其同时包含

利害关系, 因而是不自由的, 有限的。鉴赏过程中
主体的情感之所以是自由的, 是因为审美判断只

有 客 体 的 现 实 性 的 根 据 而 言, 就 叫 做 目

到欣慰。感性愉快和理性愉快都与对象的存在有

[ 2] ( P17)

涉及对象的形式。对象的形式在鉴赏过程中始终

的。
目的 就是一个概念的对象, 这个概念
是使对象成为可能的原因。以 人 为例证, 人生

处于自足的状态下, 拥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主体

活于社会中, 观察、
感受、
认识并且改造装点着世

与对象没有构成一定的利害关系, 所以是自由的。
审美无利害性 观念被认为是传统美学与现代美

界, 向往幸福, 自由和快乐, 彰显个性的同时追求

学的分水岭, 为美学独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

自身价值的实现。人是以 人 的概念要求自己从
而使自己成为人。 人 的概念本身包含着人的现

美国美学史家杰罗姆 斯托尔尼兹所说: 除非我

实性的基础。它是自身存在的依据, 作为原因, 是

们能理解 无利害性 这个概念, 否则我们就无法
理解现代美学理论 [ 3] ( P 17) 。

个人成为人的这一结果的目的。在康德看来, 目

二、从量的角度来说, 审美判断具有普
遍的有效性
康德给美下的定义是: 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
[ 2] ( P58)

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
。审美判断是单称判
断, 因为审美的对象都是个别的事物。如, 这朵玫

的有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的区别, 而审美判断的
特点是 既无客观的也无主观的目的 [ 2] ( P57) 。在
康德的意识里, 目的 总是与概念、
利害、
欲望等
相关联。既然审美是 无目的性 的, 因而审美判
断是同知识、伦理、道德、观念、逻辑 等没有关联
的, 是与任何目的无关的。康德又强调, 审美判断
虽然是无目的的但又是 合目的性 的。关于 合

瑰花是美的。而不是普遍判断, 如, 所有的玫瑰花

目的性 的概念, 康德给出的界定是

而一物

是美的。但康德认为, 审美判断虽然是单称判断,

与诸物的那种只有按照目的性状的协和一致, 就

却具有普遍有效性。任何人看到这朵玫瑰花都会
认为它是美的。这是因为审美判断只涉及审美对

叫做该物的形式的合目的性。
接下来他又
对 自然的合目的性 作出确切地表述 判断力的

象的形式而与任何利害无关。当审美主体作出 这

原则就自然界从属于一般经验性的那些物的形式

朵玫瑰花是美的 判断时, 玫瑰花所引起的审美愉

而言, 就叫做在自然界的多样性中的自然的合目

快对于审美主体自身是无任何利害关系的, 也就是
说, 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时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的性。
康德将自然的合目的性又可分为形
式的合目的性和质料的合目的性。很明显, 康德

他不能指出这种愉快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因

关于审美判断的合目的性原理, 是指形式的合目

而, 审美主体有理由确信, 使他感到愉快的对象也

的性, 它是关于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 而区

能使其他人感到同样的愉快, 即对一切人都有效。
但这种普遍性并不依靠对象, 只是审美主体的一种

别于作为关于自然的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的质料
的合目的性。形式的合目的性与表象有一定的关

设想 , 所以审美的普遍有效性是主观的普遍有效

系, 这种表象是在对象身上被知觉的但不是指向

性。换一个角度来说, 当一个人在花园中漫步, 不

对象的, 它是指向表象的经受主体的精神状态的。

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朵玫瑰花多美呀! 他先得
出了审美判断, 然后在得出这一判断的过程中作为

因而, 审美判断只能由主观的合目的性产生, 是没
有任何目的对象的表象。 既不以主观的目的( 即

主体的 他 与被判断对象 这朵玫瑰花 的形式反

是否符合主观利益) 根据, 也不以任 何客观目的

应生成情感。在鉴赏判断中, 判断在先, 审美愉快

( 如是否完 善) 为根据。 [ 5] ( P158) 审美愉快 是通过

[ 2] ( P17)

[ 2] (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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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表象即合目的性的形式获得的。它不是感
官的判断, 也不是认识的判断, 更不是伦理的判
断, 它是获得表象自身的一种意愿

[ 6] ( P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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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要面对美的形象 时就必然会引 起审美的愉
快。在康德看来, 美的东西总是合乎主体自己未
意识到的目的, 令主体感到愉快。并且这种愉快

审美判断的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特征是和审
美无利害的特点相联系的。审美无利害在这里既

在他看来是普遍适用的, 即当判断这个对象是美
的, 每个人都必然认为这个对象是美的。每个人

指与目的概念无关, 也与情感上的愉悦无关。康

都感到同样的愉快, 这种愉快与审美的快感有关,

德的审美愉快不是感性的快乐。在他看来, 以审

它不是某个人的情感, 而是 共同的情感 。审美

美判断为基础的愉快是认识力即想像力和理智的
自由发挥。审美主体想像力的自由发挥将对象的

愉快的人类的共同性和普遍可传达性是必然的。
但审美判断中的必然性既不是客观的必然性( 由

表象与它的实际存在相脱离。从而使审美与利害

对象的存在性质决定) , 也不是依据概念进行逻辑

关系区别开来。康德说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 关于

推进形成的必然性, 而是 示范的 必然性, 或称主
观的必然性, 即 一切人对于一个被看作某种无法

美的判断只要混杂药铺丝毫的利害在内, 就会是
很 有 所 偏 心 的, 而 不 是 纯 粹 的 鉴 赏 判 断
[ 2] ( P41)

了。

这样 美就不依靠任何概念, 只凭借完

指明的普遍规则之实 例的判断加以 赞同的必然
性。[ 2] ( P79) 这种 都要表示同意 的基础就是康德

备的 形式, 也就是说美是形 式的主观合目的性。
这种审美活动是通过静观, 主体超越或摆脱一切

所先验的假定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着的某种 共通
感 。这样康德就从主观唯心主义的角度说明了

外在因素而达到的一种自由活动, 这种审美对象

审美判断的必然性问题, 也进一步说明了审美判

被称为 自由美 。

断的普遍性问题。
通过对美的特有本质的探讨, 可以看到康德

在艺术欣赏中, 康德同样呈现出注重形式的
倾向。他认为, 尽管艺术欣赏必须联系到艺术作

认为质的审美判断, 既不是快适判断, 也不是道德

品的内容意义, 但欣赏本身是与艺术作品的概念

判断, 因而它既不依靠概念, 也不依赖道德的绝对

无关的, 因此必须超越艺术作品的内容意义, 像对

意志。它是主体审美的情感过程, 是唯一无利害
关系的自由愉快。关于量的审美判断, 我们可以

自由美的欣赏一样, 只注意到艺术作品的主观合
目的性的形式。他说: 在绘画中, 雕刻中, 乃至在

看出康德对美的普遍有效性的注重。这个普遍有

一切造型艺术中, 在建筑艺术、
园林艺术中, 就它

效性的前提是审美主体共通感的先验存在。人们

们作为美的艺术而言, 素描都是根本性的东西, 在
素描中, 并不是那通过感觉而使人快乐的东西, 而

判断对象为美时, 会设想每个人都同意它是美的,
有一种事同此理, 人同此心的意味。这个 心 是

只是通过其形式而使人喜欢的东西, 才构成了鉴

人对美有共同的情感。康德建构的审美判断的普

[ 2] ( P65)

赏的一切素质的基础。

这就是说, 欣赏美

的艺术主要的是欣赏这个艺术作品的形式。正是
这个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审美主体的心理机能( 想

遍性就是基于人对美有一种共识, 这种共识是只
有人才具有的共通情感。这种共通感把人们对美
的鉴赏的内在的共同性情感体现出来, 确立了审

像力和知性) 相契合, 激发了想像力的活跃, 于是

美的独立性。在关于关系的审美判断中, 康德引

引起主体情感的愉悦, 符合了审美主体未意识到

进了 目的 的概念, 将既无主观目的又无客观目
的的审美判断与带有功利目的的知识判断、
逻辑

的某一目的。康德在这个契机下推出的美的说明
是: 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 如果这形式
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
[ 2] ( P78)

话。

四、从审美判断的方式出发, 康德给美
下的定义是: 美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
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
在这里康德强调的是审美判断的必然性。因

判断区分开来, 将美感与感性和理性的愉悦相区
别。通过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 康德确立了审美
主体的 合目的性。审 美是主体无任 何目的的判
断, 但由于主体想像力的自由发挥同对象的形式
相契合, 从而构成了目的性。关于模态的审美判
断, 康德认为产生美的对象给人的是一种必然的
快乐, 而这种快乐来源于情感。这种情感是人类
共同的, 普遍的, 即 共通感 。正是基于此, 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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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世奉为直觉主义的鼻祖。康德把必然性与审
美对象形式的示范性联系起来, 确立了审美主体

的深入与重视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他要确立美、
艺术的独立地位, 脱离作为附庸的境遇, 于是他在

的必然性。

纯粹美的架构中极力要切断审美和认识, 形式和

康德在 美的分析 中, 确立了审美不涉及利
害而愉快、
不涉及概念而有普遍性、
无目的的合目

内容的一切联系。在他看来, 形式是高于内容的,
认识的介入会破坏美。一个作品被称为艺术品的

的性和来自 共通感 的必然性四个审美特性。其

首要前提是它具有美的形式。与美的形式相比,

中最核心的特质是审美不涉及存在, 只涉及表象

内容则显得不那么举足轻重了。当形式与内容发

形式。康德为审美艺 术的独立做出 了自己的努
力。在审美中, 他将审美主体提高到主客体关系

生矛盾时, 就只能以牺牲内容来维护形式的独立
自由。但是, 康德在谈及依存美时又认为, 只要二

中的主导地位, 也就是把人提升到审美的中心位

者结合得好, 认识对审美也 有所增益 。

置, 这是对以往西方美学中传承的摹仿说、
镜子说
的一种突破。

可以说, 康德不仅是西方古典美学的集大成
者而且开启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先河。在他之前的

当然, 在这里不妨赘言的一点是康德确立的

西方古典美学家, 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贺拉斯到

上述四个审美特性是在其纯粹审美判断及纯粹美

伏尔泰、狄德罗等等, 都把美和功用、
利害联系在

的建构下完成的。康德的所谓纯粹美是与依存美
相对应作为参照而存在的。纯粹美着眼于对象的

一起, 把艺术作为道德教化的手段, 作为维护社会
和谐安定的工具。而康德架构的纯粹美, 使美与

纯形式, 依存美则依赖于对象的概念, 即对象的内

利害性从亲密走向了疏离。当美不再必须承担政

容。从纯粹美和依存美的确立和关联中可以窥见
康德美论中的矛盾。纯粹美和依存美的提出是为

治、
教化、
伦理的功用时, 就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
的领域。康德为现代美学( 艺术) 的发展确立了基

了解决美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在

本的理论方向, 其影响不仅几乎遍及整个 20 世纪

这里陷入了困境, 他先将纯粹美和依存美进行区

的西方美学, 而且内化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分, 然后再试图将二者结合。他对于 美 的认识

和人生态度, 成为生活价值与意义的最高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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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ysical study of the beauty of K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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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nt systemically accounts for t he innate nature of t he beaut y f rom four maxims of quality,
quantit y, relevance, and m anner, w hich has not only served as a f undament al theoret ical framew ork for t he
present aesthet ics and arts, but also for the w ay of existence, att itude tow ards life, and ut most resources
for values and mea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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