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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何以需要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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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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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何以需 要审美 ,是 一个很重要的美学 理论前提。 审美、艺术活动相对于现 实世界 ,

是一个梦想 ,具有超越和升华的意义。 这 种寻梦式的审美活动 主要源于对可能生 活前景及其创造
性的理解 ,生活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自 由过程。因此人对审美与艺术生活的需要是
与人的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需要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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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

人到底为什么需要审美生活? 这 个问题往往为

在我之外 ,我无法真正把握他 ,因此 所谓对世界的理

人忽视 ,似乎无须回答。 其实不然 ,因 为如果审美活

解就 充满猜测性 ,我作 为人也 就不可 能是一 个纯知

动是 人生活中有 亦可没 有亦可 的东西 ,探讨 它的价

识性 的主体 ,他人会时 时提醒 我作为 基本生 活世界

值就很可怀疑了。 所以追问审美活动 在人生活世界

一分子的角色。在这个生活世界中 ,我处于“非我”的

中的位置 ,追问人何以需要审美 ,是一 个很重要的美

他人的包围中 ,自我无法为所欲为 ,只能是一个有限

学理论前提。

的存在。 生活中的人是一个个以生 死为始终的活生

一、生活世界与审美世界
在理论或实践活动中 ,人老在提问 ,上至宇宙天

生的人 ,有理智有感情有苦恼有欲望 ,他不是纯理智
的 ,也不是纯概念、纯功利的 ,而是有诗意、带有艺术
性的 ,他生活于基本的经验世界。①

体下至蚂蚁蟋蟀 ,几乎无所不问 ,但殊 不知人本身就

在文明演进过程中 ,这个诗意的、基本的生活世

是一 个最核心的 问题 ,人如何 去理解 人的意 义在概

界是被掩盖起来的。 现实世界已逐 步演化成一个按

念上永远是一个问题。幸好 在概念上难以说清的 ,生

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世界。 在这个 精心组织起来的

活 经验、生 活世 界本 身可 以让 人体 会出 来、领 悟出

世界中 ,基本的真实的生活世界被遮盖。 结 果是: 科

来。因为“我 在故我思”—— 我活着我一定在思想。从

学化的世界成了真实的。 这是一种 生活世界与现实

这 个角度去看 ,所谓 “人 是有理 智的动物 ”、“人是会

世界关系的颠倒。为 再次展现基本生活世界 ,人必须

说 话的动物”、“人是 使用工 具、符号的动 物”、“人是

塑 造一个“意象世界 ”来 揭示掩 盖着的 东西 ,这个活

社会的动物”都是很成问题的说法 ,原 因就在于人根

动便 是艺术创造 活动 ,便是以 审美为 主要特 征的活

本不是动物! 他天天在生 出“活的思想”。在生活中 ,

动。 意象世界的塑造使审美活动成 了人的生活中划

思考着的人逐步知道: 生死是自然的事 ,只有活着才

出来的另一个世界。 它时时提醒被 掩盖着的生活世

是人的事。 生死显然不是基本生活经 验所能体验到

界。 审美、艺术活动相对于精致组织的现实 世界 ,是

的事。但生死又提示了决定了人的 有限性。而且 ,这

一个梦想。 它以扭曲夸张的形式使 人摆脱当下的现

种有限性是由别人提示的。 我们每一 个人生活的世

实世界 ,重返基本的生活世界。 作为审美活 动 ,它被

界 是包括他人 的世界 ,我们拥 有的知 识非“自学”得

认为 是超脱利 害关系 ,具 有超越、升华 的意义 ,为什

来而是由他人教给的。 因此 ,“我在世 界中”也 即“我

么人会相信并希望有这样一个不 同于现实世界的审

在他 人中” ,这是 生活在 世界中 一个最基 本的事 实。

美世界呢? 我认为对人诗意生活世 界寻梦式的审美

活在他人之中的我才是人。但他人又不可能是我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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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要源于对可能生活前景及其创造 性的理解。

二、可能生活前景与人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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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具有不可还原的意义 ,从而标明人的存 在身份。
对生 活的创造性 冲动是 每个人 天然的 冲动 ,创造性
生活 其实是非常 平易的 生活 ,渗透在 生活的 各个方

我们 知道: 生活事 实不像 世界事 实那样 是一个

面。这与人的自由几乎是同一的。如同人的创造性与

被给予的事实 ,而是一个给予的事实。人存在于现实

人无法分开一样 ,人的自由也无法与人的存 在分开。

中并关怀着存在的未来性。由人活在其中的生活 ,比

正是 在维护、恢复 自由 ,在拥有 自由的 基础上 ,人才

现 实 性有 更 多的 特 点 ,这 种 特 性便 是 生 活 的建 设

去追求各式各样值得追求的东西 。 我们不禁要进一

性。② 建设性无法还原成现实问题。虽然现实是未来

步追 问: 那 么人的 可能生 活前景、人的 创造性、人的

生活 的土壤 ,人无法脱 离现实 去思考 生活又 不能局

自由又源于何处呢? 归根到底 ,我们认为它们来源于

限于现实。 但问题在于对生活的建设 性容易在人们

作为人活动内在趋动力的人的需 要 ,“人的需要即人

的具体生活中被遗忘。 审美本身就是 对生活建设性

的本性”。④

、创造性方 式的理解 ,它 以生活 本身的质 量为目 的 ,
阻止 着芸芸众生 在生活 中遗忘 生活 ,在生活 中丑化

三、人的需要与审美需要

生活。 它是一种既不能最终完成又永 远被追求的东

一说 到有关 需要的 理论 ,人们很 自然地 会想到

西 ,而对人来讲 ,生活空间还是在创造 性行为中被不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其实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断开 拓出来的 ,生活的 意义不 在于过 别人已 过的生

的 价 值并 不 在于 其 独 创 与新 颖 ,而 在 于 具 体与 精

活而 是创造可能 生活前 景 ,尽 可能地 实现各 种可能

致。⑤ 马 斯洛另 一个比 较重要的 贡献是 他对高 层级

生活是幸福美满的条件。

需要的充分肯定与分析。但实际上 ,更精确描述需要

人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 ,人从来不是神 ,因此必

层次理论并使审美需要得到归位 与落实的仍是马克

受制于世界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超越事实、理想来设

思 的需要理 论。 马克思 本人在 《德 意志意 识形态》、

想人 的可能性 ,但关于 人存在 的事实 显然又 不足以

《 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政治经 济学批判大 纲》

说明人的生活 ,只因为人的生活是创造性的。生存这

等著作中关于需要的基本结构是 这样的: 第 一 ,自然

一事 实最多只划 定了生 活的可 能界限 ,但却 无法说

需 要或生理 需要 ,即马克 思所称 的“直接需要 ”。 第

明生活在界限之内人的自由行动。 而 由于人受制于

二 ,社会需要: 其含义主要有两个 ,一是指商 品生产、

自身 的存在规定 ,人的 创造性 与自由 行动又 是有限

货币 交换引起的 需要 ; 二是指 人作为 人的真 正的需

的 —— 这种有限表现在人只能创造生 活不能创造世

要 (共产主义的人的需要 )。第三 ,一般需要和经济需

界。 于是 ,人就是一种双重存在: 一方 面受制于世界

要: 即指对于货币的需要。第四 ,精神需要: 包括两个

的事实 ,另一方面又主宰着生活事实。这两方面综合

方面 ,一方面 ,是指人需要作为主体 自由施展自己的

起来 决定着人是 创造存 在的存 在 ,人 在世界 中的生

才能 ;另一方面 ,是指对文化成果 的享受。 在上述基

活是 一种创 造 ,③ 人渴望 去创造 一个属 于他自 己的

本 结构 基础 上 ,马克 思还 分析 了自 然需 要 ,必 要需

世界。只有在这样一个世界 里 ,他才感到是在自己的

要 ,奢侈需要和它们之间的相 互联系与区别 ⑥ ,这些

家 里。 也只有拓 展人自 身的力 量 ,过 “生 产性”的生

分析为马克思需要层次论奠定了 思想基础。

活 ,人才能使自己的生存富有价值和意义。

我们谈人的需要 ,一定是主体人意义上 的 ,而不

生活 不仅是 生存而 已 ,不 仅是一 个自然 过程而

是动物水平上的。因为 ,其一 ,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 ,

且也是一个自由过程 ,生存的前景是一种必然 : 生命

是自 己创造出 来的 ; 其二 ,人的 需要不 同于动物 ,它

由成熟衰老到死亡 ;而生活的前景则充满可能 ,是人

是丰 富多样的且 发展趋 势是无 限的 ,人为需 要满足

的“作品” ,生活的意义是在创造中产生的。人并不满

开创 无限发展 的可能 性 ;其 三 ,实 践活动 是人的 “第

足于生存 ,生存也不足以实现人的存在。人是一个主

一需 要” ,从事实 践活动 包括劳 动、审 美艺术 创造是

动 的 行 动者 ,对人 而 言 ,生 活 意味 着去 “做”、去“创

人最根本的需要。 人们对自由自觉 活动的渴求与需

造” ,创造性使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的 一个环节而且

要是一种创造性、能动性的需要 ,这 种需要的实现不

是新 存在的开拓 者 ,生 活因此 便有了 属于自 身的目

仅仅是满足而且会创造新的需要 。最后 ,人不同于动

的。归结起来 ,可以说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创造自身存

物 ,人的需 要可以超越 自身机 体的限 制并且 只有超

在的过程 ,人被创造成创造者。只有创造性才使人的

越机体限制时的需要才真正成为 人的需要。

48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年第 1期

马克 思主义 把人的 需要分 成三个层 次: 即生存

世界 中 ,审 美活动较之 于米面 禾黍或 许显得 不太实

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 生存需要 是一切需要中

际 ,但人之为人正在于既生活于现实又能超 越现实 ,

最基础的需要。人为满足生 存需要从事劳动 ,一旦劳

凭想象的轻翔远举 ,凭艺术的创造 ,向往着更加美好

动起 来 ,除生 存需要外 必然会 产生狭 义动物 界根本

更符合人的愿望的审美生活。 这是 人亘古常新的一

不存在的完全属于人的享受需要 与发展需要。 事实

种内在冲动。

上 ,并非只在生存得到完全满足后才出现享受 需要 ,

人与 审美之 间的关 系可以 简单概 括成: 人在审

并 非充 分满 足个 体的 享受 需要 后才 滋生 出发 展需

美的时候 ,他的心超越了外在于他的抽象理 性 ,回到

要。 生存、享受、发展在实际生活世界 中本来是同一

其血 肉之躯 ,而且人本 身就是 一种以 审美为 最高境

的。 不过 ,正如马斯洛所肯定的那样 ,越是高级的需

界的自由存在物。审 美是人格的投入与畅适 ,它哺育

要对人的价值意义越大 ,越为人类所独有。所谓发展

着人格的成长。 审美是人的渴望自 由发展的心灵对

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 ,是表现自身生命的 需要 ,

于不自由的现实世界的虚幻的超 越 ,虽然虚 幻 ,不等

发展自身潜能的需要 ,它是生存、享受 基础上最高层

于无关乎实际人生。虚幻的超越、瞬间的自由也是对

次的 需要 ,它与人的 自由追 求、人的创造 性、与人的

人心灵的抚慰。有了 这样的抚慰 ,苦难的人生不至于

可能生活前景直接关联。人 类对审美、艺术的需要是

太沉重 ,有了这样的抚慰 ,人可以一 定程度上从现实

与发展需要、与人自我实现的需要相联系的 ⑦ 。但审

中超脱出来。审美产 生于人对自由实现的渴望 ,人也

美需要显然又不是一个与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

不断激发这种渴望 ,审美体现人追求自由的 本质 ,也

相独 立的另一个 层次 ,从人类 的这三 种基本 需要中

强化 人追求自由 的本质 ,它立 于不自 由的现 实世界

都可 萌发产生审 美的需 要 ,绝 对排斥 审美需 要的生

对立 面召唤人向 着人的 自由实 现与发 展永远前 进。

理因素是片面的。 当然 ,作为高层次的一种需 要 ,审

人有权利也有能力进行审美活动 。 人的自由意志使

美需要主要属于精 神性的享受和发展 需要 ⑧ 。 更确

人认 为自己应该 是万能 的 ,但 现实生 活中人 又不可

切地 说 ,人类 的审美需 要是随 着人类 发展自 身的需

能万能 ,只有当人实现了具体的自由时 ,他在某一时

要而产生 ,又从属于发展的需要层次。 归根到 底 ,审

空中才真正是万能的。 人追求自由 的“神性”在审美

美需要 ,也就是人类表现自身生命的需要 ,从这种生

中才 得到虚幻的 满足 ,而这种 满足对 人来讲 是非常

命表现中获得享受的需要。人作为一个生命体 ,有一

必要的。

种需 求实现自身、发展 自己以 求种属 生命不 息的自

人需要审美 ,一方面是由于审美是“人的内在必

然趋向。 人的需要 ,包括审美需要 ,因 此是一种与人

然性”的一个高层次内容 ,另一方面 是由于审美自身

生命俱来的必然。

与人在自由境界的追求上是无法 分离的。 只有人才

我们追问人为何要审美 ,从人自身这方面 来讲 ,
现在 我们可以回 答: 因 为审美 是人生 命活动 中的必

需要审美 ,审美只能是人的审美 ,是 人自由生活可能
的一种方式。

然的创造性需要 ,它从属于发展的需要。在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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