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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美的本质问题的界说 ,研究者大致是从 四种视界进行探讨。 这种探讨 ,都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
贡献 ,但缺陷也是致命的。 其实 ,从语言学和解构主义的角度来 看: 美是没有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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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本质问题 ,作为美学的基本问题 ,源于古

移的客观实在或者客观规律。 如果说美是一种客

希腊人从现象后面追求本质的精神。 从柏拉图的

观实在 ,那么对美的探讨 ,也可以等同于对事物的

《大希庇阿斯篇》开始 ,人们长期地追求着美的本
质 ,两千多年来一直为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以

某种客观存在的属性和特征的探讨 ,只要我们掌
握了这些属性和特征 ,也就解决了美是什么的问

至于使之成为一个千古难题。 要想科学地界说美

题 ,但无论我们用什么科学方法都不可能找到美

的本质 ,美学家们一致的观点是 ,这种界说应该满

的元素 ; 如果说美是一种客观规律 ,那么合乎某些

足三个条件: “第一、它能清楚地说明 ,美究竟生于
何处 ; 第二、它能绝对完满地概括一切美的事物、

规律的事物就应该都是美的 ,但合乎一定规律的
事物事实上可以是美的 ,也可以是丑的 ,或者说这

美的现象、美的形态的哲学本质 ; 第三 ,它能为一

个事物此时是美的而彼时是丑的 ,在某些人看来

①

切人所接受 ,所赞同。” 而历史上尚没有一种对
美的本质的界说能满足这三个条件。 于是西方美

是美的 ,在另一些人看来是丑的。因此可以说这样
的本体实际上并不存在。 从主体论的视界进行研

学界开始怀疑“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

究的另一方面侧重于美在主观 ,认为美的本质由

的真实性。

审美主体决定。 研究者从人在审美时的各种心理

一

活动 ,比如感觉、想象、情感、理解等一般性心理活
动和更为细腻微妙的个性、气质、直觉、顿悟、灵感

纵观历史上数百种关于美的本质的界说 ,归

等方面进行研究 ,企图找到一种存在于主体意识

纳起来 ,研究者大致是从四种视界进行探讨: 本体
论视界、认识论视界、价值论视界和实践论视界。

之中的美的标准 ,然而这种努力无一例外地遭到
失败。 因为任何比例、任何形状、任何颜色都可以

每一种视界的研究 ,都曾为美学的发展作出了不

是美的或丑的。从主体论的视界来界定美在主观 ,

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也都不可避免地遗留下了许

还是美在客观 ,这是 50年代很有政治色彩的学术

多弊端 ,甚至是致命的缺陷。
美学中的本体论源于古希腊哲学的重心在本

争论 ,今天早已冷却 ,但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 这
是因为一味强调美是主观的 ,忽视审美对象 ,当然

体论。哲学家们试图确切地把握纷繁复杂、变动不

不可能有审美活动 ,但仅仅有客观对象 ,没有主观

居的现象后面不变的本体是什么。 认为只要抓住
了这个永恒的本体 ,就能理解由本体所决定的现

的介入 , 对象就只能是一种存在 ,而无 所谓美不
美。 于是就有人从认识论的视界来寻求问题的解

象。 那么这种本体显然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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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的观点认为 ,美是一种认识活动 ,是主
客观的统一 ,是一种反映或者一种对外界美的形

来很有道理 ,正如常谢枫先生所宣称“`美即对象
的悦我价值’ … …有资格被认为是真正科学的美

象的感觉。 认识论克服了主观说和客观说的片面

的定义。” [5 ]实际上 ,这种视界对美的本质的探讨

性。古希腊的“美在和谐”说和新柏拉图主义、理性
主义的“美即完善”说 ,都是从认识论的视界 ,把美

已经离开了美的本质问题 ,而解决的是美的事物
的功能问题 ,也就是说 ,美的事物具有什么样的功

看作是可以用认识方式来把握的对象 的某种属

用。 正如我们不能将墨水的功用看成是墨水自身

性 ,例如形象的和谐性 ,事物本质所规定的内在目

的本质 ,我们也不能将美的事物的功用等同于美

的性。李泽厚站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立场上 ,认为
“美的本质是真与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 ,是

的本质。
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

现实与实践的肯定。” [2 ]强调“对人有利有益有用 ,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命题。 马克思的美学理

[3 ]

具有了社会功利的性质 ,这是美的内容。” 然而
正如蔡仪所诘问的“物质生产劳动的成果 ,也还是

论强调劳动创造了世界 ,创造了美。 有的学者认
为 ,马克思解决了美的本质问题 ,其实不然。 因为

有各色各样很不相同的。”从象牙雕刻、锦缎绣花

马克思只是从劳动实践的角度探讨了美的起源问

以至一堆扫帚、许多陶罐 ,难道一律都是美的吗?

题 ,并没有专门去研究美的本质问题。 众所周知 ,

还有美术馆中展览的作品和山货店里 陈列的杂
物 ,难道就没有美与不美的区别吗?” [ 4] 从认识论

“起源”和“本质”是不同的概念 ,美起源于劳动实
践的命题是正确的。 但能不能说美的本质也在于

的视界来研究美的本质 ,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审

实践呢? 恐怕不能。因为“人的实践是一种物质性

美活动和一般的认知活动存在着什么样的本质差

的客观现实活动。”说美的本质在于实践 ,是否说

别?而要找到这种本质差别 ,无疑又得从审美主体
和审美对象入手 ,这样又陷入了前一个无法解答

美也是物质的、客观的、现实的? 再者 ,劳动实践可
以创造美 ,同时也可以创造丑 ,可以说人类的一切

的问题之中。

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制度均可从劳

现代美学基本上倾 向于把美确定为一 种价
值 ,把审美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 也就是说 ,当

动实践上寻找根源。 如果将美的本质问题追索到
人类文明的共同根源上去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一个事物美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事物的

二

内容或形式正是我们所向往的 ,是符合我们的目
的和理想的。 这种审美的价值判断和一般科学的
认识判断截然不同 ,因此区别于认识论视界的美

传统美学的一个根本性失误 ,就在于单向度
地以理性思辨的方式去先验地设定美是一种必然

学观。因为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 ,它只是

性或现实性的存在 ,把美界定为与客观现象、知识

反映对象的外在形式或内在本质 ,它只是提供客
体的知识 ,但价值论则不仅注意对象的属性 ,而且

内容、价值标准、创造实践等相等同的存在 ,美的
无限展开的可能性被舍弃了。 20世纪的哲学和美

更注意这些属性和人的内在目的的需求关系 ,其

学 ,尤其是后现代美学从不同角度对美的本质问

中内在目的的需求是根本的依据。所以 ,与其说审

题提出诘难。

美判断是判断对象 ,不如说审美判断是表现自己 ,
它宣告对象的形式或内容是合目的的 ,从而也就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 ,美学所研究的问题 ,首先
应该是一个语言问题 ,离开了语言也就无所谓本

表明我们的目的、理想和追求是什么。审美对象的

体论和认识论 ,无所谓价值论和实践论。

出现意味着理想转化为现实 ,目的得到确证 ,追求
变为存在。因此 ,美的价值论把合目的理解为美的

首先从美的含义本身来看 ,维特根斯坦在《美
学讲演录》中 ,一开始就说: 美学“整个被误解了。

本质因素。这种价值论的观点 ,实际上可以追溯到

`美’ 这个词比其他词更频繁地出现在 某些句子

苏格拉底的美即有用说、亚里士多德的美在感性

里 ,如果你注意一下这些句子的语言形式的话 ,就

形式的和谐说、经验派的美是快感说 ,再到狄德罗
的美是关系说 ,直至康德的美是形式的合目的性

会发现 ,像`美’ 这样的词更容易被误解。”我们谈
到某一事物“美”的时候 ,实际上是作为形容词来

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说。这种观点 ,看起

使用。 问题是人们往往把事物的形容当作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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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于是宣称美是和谐 ,美是典型 ,美是… …。实
际上“美的”这个形容词完全可以从句子中单独抽

重 金 属 , 符 号 AU, 原 子 序 数 79, 原 子 量 196.
9665,赤黄色 ,延展性最强 ,质软 ,化学性质稳定 ,

出来 ,放在句末 ,组成形容词性短语“真美” ,而这

易传热和导电。”只要把握这个定义 ,我们就完全

个形容词性短语又完全可以置换成感叹词。 我们
说“这朵花 ,真美! ”“这位小姐 ,真美! ”在特定的语

知道了金子是什么。 但追求金子是什么的成功并
不意味着追求美是什么也同样可以成功。 因为现

境中 ,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两句话置换为“这朵花 ,

代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 ; 任何问题“是由定项和疑

啊! ”“这位小姐 ,啊! ”我们在对很多不同的东西说

项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 ” 例如“金子是什么”

“美”的时候 ,总想找出一种这些东西的“美”的本
质 ,那么 , 我们在对很多不 同的东西说“啊”的时

这个问题中 ,“金子”是定项 ,“是”是联项 ,“什么”
是疑项。而在“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中 ,由于“是”是

候 ,是否也要寻找一种“啊”的本质呢?从这个角度

联项 ,“什么”是疑项 ,这就意味着“美”必须是个定

讲 ,“美”只能是一种体验 ,只能够直观地把握和感
性地体悟。

项。 也就是说 ,要使这个问题成立 ,就必须以下述
情况为前提 ,即人们明白无误地知道“美”这个文

“美”作为一个形容词 ,与一般形容词不同 ,因

字符号指谓什么。如果不首先满足这个条件 ,那就

为 它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 我们说某 个事物是

意 味着“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个 真正的问

“美”的 ,指的是事物“此时此地”的美。 事实上 ,即
使是在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 ,同一对象身上 ,也可

题 ,而是一个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假问题。你也许会
指责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把问题本身的

能是美丑并存 ,或者不同的观察者 ,可能产生完全

事先解决作为探讨问题的前提条件。其实不然 ,我

相异甚至相反的感受。由于“美”是如此的不确定 ,

们 说的羊大为“美”的这个文字符号指 谓什么与

因此 ,探讨其本质将是不现实的 ,也是无意义的。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 ,要想把

“美是什么”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要解决的是
确定这个文字符号与某种存在的对应关系问题 ,

握某个词语的意义 ,就得对这个词语进行语境分

而后者要解决的是所谓的美的本质问题。 “美”这

析。我们这里讲的语境 ,指的是书面语言的上下文
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构成的语言环境 ,即所谓的

个词虽然被经常地使用 ,你却永远无法找到与之
对应的存在 ,或者说你根本无法明确“美”所指谓

小语境。通过不同的语境 ,我们了解到下列词语的

的是什么。 我们既然不能明白无误地知道“美”这

意思。 圆、方、红、绿等等 ,并且也能了解到这些词

一文字符号指谓什么 ,“美”也就不能够作为一个

语所指谓的现象总是依附于某些实体对象 ,或者
说是某实体对象所具有的某种属性。 例如“圆”总

定项。因此“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就不能成立。所
以从语句形式这一角度来看 ,“美是什么”这个问

是通过球、太阳、月亮等事物的形体体现出来的 ,

题可以说是一个假问题 ,是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

也就是说是这些事物的一种共同属性。反过来 ,任
何人只要看到这些事物时 ,都会把它们看成是“圆

前无意中设置的一个圈套 ,而后来的研究者们都
乐此不彼地往圈套里钻。

的…… ”。 可是 ,通过“美”这个词语所处的任何语

传统的哲学和美学都有一个中心。 实际上都

境来分析 ,对不同的美的事物进行研究 ,我们都不

只是以各自的视界出发 ,本体、认识、价值、实践 ,

能够找到这些事物的一种“美”的共同属性。因此 ,
“美”这个词语的意义 ,在不同的语境中体现出逢

也只是哲学家和美学家观察的视角不同 ,并没有
高下优劣之分。 可见传统美学的失误就在于从一

场作戏的多变性 ,换句话说 ,“美”这个概念 ,本身

个视角出发就认为自己的观点最正确 ,排除其他

就具有模糊性 ,因此可以推论出寻找美的本质的
虚幻性。

视角的合理性 ,正如瞎子摸象。这样由一个中心出
发所建立起来的美学体系 ,不可避免地具有单一

其次 ,从“美是什么”这个命题来看 ,对“美是

性、封闭性和霸权性。所以解构主义正是在这个意

什么”这个问题本身进行分析 ,应该说是美学研究

义上要破除传统的一元中心论 ,代之而起是多中

的起点。 “美是什么”这个问句 ,从语法的角度看 ,
其语句形式与“金子是什么”是完全相同的。 后一

心、多视角、开放和宽容。 传统美学的核心就是对
美的本质的终极追问。显然 ,这种追问在当代已不

个问句 ,我们可以根据词典回答: “金子是一种贵

可能 ,维特根斯坦将这类问题称为假问题。正如托

[6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年第 1期

92

马斯· 芒罗所说: “当代美学方面的著作已极少涉
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抽象概念下抽象的定义。 它们

将其作为美学其他问题的前提。例如 ,客观论者认
为美的本质是客观的 ,就是事先确定客观事物为

愈来愈多地涉及到艺术的具体现象和艺术家。 今

在场。解构主义认为 ,美的文本本身就动摇着对美

天的美学 ,正像其他古老的学科一样 ,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各描述性学科。” [7 ] 解构主义要打破的就是

的本质的判断 ,即任何一个人的美学实践都不能
证明美的本质的存在 ,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

传统美学中美丑、雅俗对立的状况 ,反对崇高 ,取

度去解构它。例如 ,《红楼梦》可以被不同的欣赏者

消深度模式 ,倡导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和解释的多

所解构。同一对象 ,既可以是美的 ,也可以是丑的。

样性。从解构主义理论来看 ,“美”的所指永远不出
场 ,也即“美”的意义永远不能确定。 在德里达看

美与丑没有明确界限 ,何来美的本质的规定性呢?
或者说 ,涉及到美学 ,我们不能说一种美的文本属

来 ,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把存在规定为在场的历

于某一类范畴 ,因为没有让人确信的标准或依据。

史。 我们在文章第一部分所引用的关于美的本质
的几种视界的探讨 ,解构主义认为其实都是形而

综上所述 ,在现实生活中 ,只有主体直观中的
活生生的美的事物 ,其背后并不存在确定的美的

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途。 即先设定有一个终

本质。

极所指的在场 ,然后论证它是美的本质的确证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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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cept that the aesthetic perception has no intrinsic quality
YI Sa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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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 tio n of the int ri nsic qualit y of the aesthetic perceptio n has been giv en by the
resea rchers f rom f our aspect s, w hi ch, o n o ne hand, has co nt ri but ed much t o t he study of aesthetics, a nd
o n the o ther hand, led to the deadlook to t he dev elopment o f a esthetics. From the poi nt o f vi ew of
li nqui sti cs and deco nst ructio ni sm , the aesthetic percepti on has no i nt rinsic qual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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