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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美学研究经历了 80 年代的/ 美 学热0 和 90 年 代的美 学转型, 美学 研究高 潮

迭起, 美学著述也颇为丰富。笔者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这 一时期的美学原理著作进行了综合考察。既进行了
时间 上的分段描写, 也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从而探询 出各阶段美 学原理体 系的特点、美学界 的兴趣和关 注
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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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今天, 中国美学的研究
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80 年代的/ 美学热0不仅

实用美学的研究等。

代表了美学研究的复兴, 也促进了美学研究的深

年份是显示该书的再版情况, 同一著作的不同版

入和分化。90 年代的美学转型或者说美学反思

本不重复计算。

使美学研究又呈现出/ 众说纷纭0的局面。在此期
间, 美学工作者们在学习西方, 继承古典的同时,

( 3) 著作名后的日期为出版年份, 多个出版

( 4) 单位为/ 册0, 例如蔡仪5 新美学6改写本
为 3 卷 3 册。

纷纷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 出版了大量的美学著

( 5) 笔者发现, 人大图书馆网上查询的原理

作及教材, 中国的美学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 百花
齐放, 百 家争 鸣0 的 状态。在这 里, 笔 者首 先对

著作数目与馆内实存书籍的数目之间有误差, 估

1980 年至今出现的美学原理著作做了统计, 其次

果仅供参考。

进行分类的描写, 再次从年代变化中揭示美学原
理体系的变化, 从而探询出各阶段美学原理体系
的特点, 美学界的兴趣和关注的焦点。
资料来源: 网上查询 中国国家图 书馆( 简称
/ 国图0) , 北京首都图书馆( 简称/ 首图0) , 北京大
学图书馆( 简称/ 北图0) ,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简
称/ 人图0) , 上海图书馆( 简称/ 上图0) , 键入美学
主题, 获取有关美学的著作目录( 其中中国人民大
学为网上查询和库本 阅览室实存书 籍查阅相结
合) 。

计其他图书馆也存在这种现象, 所以网上查询结
( 6) 力求全面, 但是遗漏难免。

一、列表综合分析
表一

1980 年至今各大图书馆美学原理书籍数量
( 单位: 册)

国图

首图

北图

人图

上图

204

98

97

115 ¹

100

从表一可以看到, 在五大图书馆中, 中国国家

说明:

图书馆收藏的有关美学原理的著作最多, 也相对

( 1) 调查时间为 2003 年 3 月到 4 月间。

来说较全。综合五大图书馆的藏书, 去除重复情

( 2) 选取标准: 有关美学原理的著作。其中
涉及美学原理的部分内容, 但是对原理研究颇有

况, 基本上可以认为自从 1980 年到目前为止我国

贡献的也计算在内。例如, 审美心理, 审美文化,

标准的美学原理著作, 次标准的美学原理著作, 涉

¹

出版美学原理方面的著作共 226 册。这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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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学原理部分问题的著作和以文集的形式谈论
美学原理的主要问题, 体系性不强, 但善于联系实

性. , 全书虽有全局上的通盘考虑, 不过却是以论
文体例, 而不是体系形式写成的。这一点上也参

际, 比较全面翔实的著作。这四类笔者分别命名

考了 20 世纪的西方语言论美学的通行惯例( 海德

为: 标准体系类, 独辟蹊径类, 个别问题类, / 谈美0
传统类。

格尔, 伽达默尔, 巴尔特, 德里达和詹姆逊等的专
著都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体系, 而是论文集) 当

标准体系类的美学原理著作指那些有较强的

然, 这样做正体现出消解经典美学体系, 走向修辞

体系性, 条分缕析地谈论了美学原理所可能涉及

论美学的一种鲜明态度0[ 1] 。这里引用王一川先

的全部问题或基本问题。包括美学的学科定位;
美学的研究对象: 美, 美感, 艺术, 审美活动以及介

生的话意在指出: 5谈美6这一系列的论文集形式
的著作有意无意之间消解美学体系的同时, 也在

入其中的主客体关系; 美学范畴, 美学赖以成立和

呈现自己的 某种范式, 类似中国古 代的诗话、词

展开的基本概念体系, 审美形态和审美范畴; 美学
研究的方法论; 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例如

话, 这样的美学理论形式在中国本土上流行恰恰
是与中国传统美学有相似的言说状态。

美育, 审美文化, 技术美学等。

表二

1980 年以来美学原理 著作数量变化表 ( 单位: 册)

独辟蹊径类的美学原理著作指那些也试图要
解决标准体系式美学原理著作要解决的问题, 但
是它着眼于新的视角, 运用了新的方法, 多角度、
多层次、
多侧面地关注审美活动, 形成理论多元化
的格局。其中: 有来 自哲学不同流 派的, 如现象
学、
阐释学、
分析哲学等; 有来自相邻学科的, 如心
理学、
社会学、
人类学、
语言学等; 还有来自新兴学
科的, 如系统论、
信息论等。
个别问题类的美学原理著作指那些专门谈论
美学原理体系中的某个重要问题的著作。例如美

时间
数量
226

1980 )

1986)

1991 )

1996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至今

30

55

65

76

从表二中可以看到, 美学原理著作的出版量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 1980- 1985 年出版著
作占总量的 13% , 1986- 1990 年出版著作占总量
的 24% , 1991- 1995 年出版著作占总量的 29% ,
1996 至今出版著作占总量的 34% 。( 见下图)

的形态、
审美范畴、
审美心理、审美文化、
实用美学
等。在这其中, 有的是仅仅关注某个具体问题, 有
的则在专注具体问题的同时, 有以部分的描述来
辐射全体的意味, 把部分的探讨上升到学科建设
的高度, 也就是说力求通过说明一个具体问题, 从
而来解决美学原理的核心问题。
谈美传统类的美学原理著作指那些以文集的
形式谈论原理问题, 善于联系实际, 体系性不强,

表三

1980 年以来各类美学原理著作数量统计表
( 单位: 册)

但相比较而言, 能够做到全面翔实的著作。朱光
潜的5谈美6可以作为这一类的代表样式, 它之后
的与之类似的原理著作可以看作是对这一传统的
继承。这一类著作明显体现了中国学人在谈论美
学时所习惯采取的贴近生活和艺术实践的态度。
与其充满晦涩的哲理思辨, 搭建宏大体系, 不如直
面审 美事实, 自下而上的接 近美学的基本问题。
王一川在5修辞论美学6 的开场白中说到/ 本书的
各章之间虽然不乏呼应或连贯, 但各章具有相对
独立性, 并不寻求严密的-体系 性. 或- 有机整体

类别
数量
226

标准体

独辟蹊

个别问

谈美传

系类

径类

题类

统类

138

35

35

18

从表三中可以看出, 二十年来, 在美学原理著
作中, 标准体系类的最多, 占总量的 61% , 独辟蹊
径类的和个别问题类的次之, 各占总量的15. 5% ,
谈美传统类的最少, 占总量 的 8% 。标准体系类
的所占比例最大说明中国的美学工作者还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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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大叙事, 力求在自己的美学体系中涉及原理
体系所可能 涉及的全部问 题。诸如: 美论、美感

本, 四段分期内分别是: 0, 7, 8, 20。个别问题类的
共有 35 本, 四段分期内分别是: 3, 10, 15, 7。谈美

论、
艺术论等西方美学理论框架中的内容几乎都
有涉及, 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根据自身的研究兴

传统类的共有 18 本, 四段分期内分别是 8, 3, 3,

趣, 加上美育、审美文化、部门美学等。独辟蹊径
类和个别问题类一共占总量的 31% , 这说明同时
也有一些美学工作者借鉴新的科学方法, 借鉴西

4。标准体系类的著作和独辟蹊径类的著作均呈
逐段递增趋势, 个别问题类的著作随着年代变化
时增时减, 谈美传统类的著作基本上呈逐段递减
的趋势, 近期略有回升。( 见下图标示)

方的现当代哲学思潮, 从新的角度解决美学问题,
来弥补宏大体系的不足。诸如: 消解美的本质, 以
/ 生存, 生命, 存在0等完善实践美学, 以科学的可
论证性来克服美学的思辨性所带来的模糊性和语
义不明。对美学原理的某个重点问题进行专门的
研究, 也是一部分美学工作者孜孜以求的, 不管是
对审美心理的研究还是对审美范畴的研究都不同
程度的促进了美学原理体系的发展。谈美传统类
的著作数量少, 也应在意料之中, 这由美学本质上
是哲学的分支而决定。美学自有它思辨的和进行
形而上追问的传统, 不适于作太通俗化和散文化
的解说。但朱光潜先生的/ 谈美0却以一种至今无
人企及的高度创造了谈论美学的经典而独特的方
式, 也着实令人深思, 这大概与中国古代习惯以诗
话和词话来谈论美学问题的传统相关, 以一种贴
近生活和艺术实践的态度, 直面审美事实, 自下而
上的接近美学的基本问题。近两年出版的5美学
的意蕴6 ( 彭锋, 2000 年) 和5美学是什么6( 周宪,
2002 年) , 就以类似的方式谈论了美学问题, 所以
这一类的原理著作不应因为数量少而被忽视。
表四

类别

各类美学原理著作出版年代变化表 ( 单位: 册)
时间 1980- 1986- 1991- 1996 年
总计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至今

从表四中纵向可以看到, 在 1980- 1985 年期
间, 各类原理著作的数目分别是 19, 0, 3, 8。1986
- 1990 年期间 分别是 35, 7, 10, 3。1991- 1995
年期间分别是 39, 8, 15, 3。1996 年至今 分别是
45, 20, 7, 4。可见, 在 1980- 1985 年期间的原理
写作中, 标准体系类的和谈美传统类的居多, 分别
占 63% 和 27% 。1986 - 1990 年期间, 标准体系
类的和个别问题类的居多, 分别占 64% 和 18% 。

标准

19

35

39

45

138

1991- 1995 年期间, 标准体系类的和个别问题类

独辟

0

7

8

20

35

的居多, 分别占 60% 和 23% 。1996 年至今, 标准

个别

3

10

15

7

35

谈美

8

3

3

4

18

体系类的 和独辟 蹊径类 的居 多, 分 别占 59% 和
26% 。这说明, 在 80 年代初期, 中国要建立古代

总计

30

55

65

76

226

文化中没有的/ 美学0这一新学科, 只有从介绍西
方美学, 发掘古代文化中的美学资源这两方面入
手。于是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借助于西方美学, 形

从表四中横向可以看到, 标准体系类的美学

成了自己的理论形态。依照西方美学传统的三大

原理著作共有 138 本。其中 1980- 1985 年有 19

块: 美、美感、
艺术所建立的的标准体系类的美学

本, 1986- 1990 年有 35 本, 1991- 1995 年有 39
本, 1996 年至今有 45 本。独辟蹊径类的共有 35

原理著作至今依然占据了主流。而在初期, 谈美
传统类的也比较多一方面是沿袭中国古代文化中

刘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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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化的写作传统,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一种通
俗平易的方式使更多的人来了解和认识美学。在

二、分类研究

1986- 1995 年期间, 个别问题类的著作居多表现

以下笔者将对各类的原理著作进行分别的研

为在标准体系的框架内对一些美学原理的重要问
题进行了专门深入地研究, 尤其是对美感问题的

究, 通过不同种类的原理写作在不同时段的变化
情况, 探察美学原理体系的变化, 对美学原理研究

研究一 直是美学界关 注的焦点。这 一方面由于

提供经验性的总结和思考。

70 年代末开始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使久已忽视的人的主体性研究重新受到重视, 另
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西方当代美学研究重点转向审
美经验和审美主体的影响, 当然同时也由于中国
美学研究发展自身的要求和必然趋势, 美的本质
的哲学探讨和艺术理论的研究难以形成突破的情
况下, 审美心理领域的问题凸现出来。通过审美
心理的研究, 也推动了 80 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

1. 标准体系类
在以上划分出的四个时间段中, 标准体系类
的美学原理著作逐段呈递增的趋势, 而且在任何
一个时间段内, 标准体系类的也占据同期原理著
作中的半数以上, 所以这一类应该成为研究的重
点。下面将分段考察这一类体系的变化情况( 因
美学原理著作数量太多, 所以仅以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实际收藏的 129 册美学原理作为具体调查

向着纵深发展。1996 年以后独辟蹊径类的美学
原理著作增多体现出 90 年代美学多元并存, 竞争

对象) 。

发展的态势, / 实践美学0一枝独秀的局面已被打

理体系性著作: 王朝闻5美学概论6, 刘叔成等5美
学基本原理6, 蒋培坤5审美活动论纲6, 叶朗5现代

破, 完善实践美学, 超越实践美学, 审美文化转向,
挖掘古典美学等各种/ 蹊径0 各领风骚, 推动美学
理论在与多种哲学思潮、
多种学科的对话和碰撞
中寻找自己的合理格局。( 见下图标示)

参考 1980 年以来的 5 本颇有影响的美学原

美学体系6, 李泽厚5美学四讲6。我们可以看到美
学原理体系在构架过 程中所可能涉 及的主要内
容, 他们都围绕着人的审美活动或人与现实的审
美关系, 包含美、
美感、
艺术这西方美学的三大块。
在此之上, 不同的著作又有所增加, 加入了审美教
育, 审美设计等部门美学的内容, 加入了审美文
化, 探讨了审美活动的起源等问题。
表五

中 国人民大学美学原理著作藏书情况表
( 单位: 册)

时间 1980- 1986- 1991- 1996 年 总计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至今
类别
标准体系类

17

18

10

15

60

独辟蹊径类

0

6

5

15

26

个别问题类

3

8

12

6

29

谈美传统类

8

3

0

3

14

总计

28

35

27

38

129

从表六可以看到, 这一类中几乎全部著作都
谈到了美和美感, 半数以上的谈到了艺术和美育,
从 1986 年以后, 美学工作者们开始关注部门美学
的内容。例如周忠厚5美学教程6( 1988 年) 中的
/ 部门美学论0, 谈到了生产、
科学、生活、
商品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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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美学问题, 仲国霞5美学实用教程6( 1989 年)
中谈到了技术美学, 唐孝祥5美学基础教程6( 1998

学的方法, 曹俊峰5元美学导论6( 2001 年) 中运用
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还有大约 12% 的著作以价

年) 中谈到 了生活美学。关于审美起源, 叶朗的

值论、
认识论等的视角分析美学理论, 例如, 黄凯

5现代美学体系6( 1988 年) 和蒋培坤的5审美活动

峰5价值论视野中的美学6( 2001 年) 采用了以实

论纲6( 1988 年) 两书中都有所涉及; 张法的5美学
导论6中则探讨了美的人类学起源和美的宇宙学

践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论研究, 这是一种面向

根据, 既给美以文化的根基, 又上升到超文化的高

从认识活动与评价活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审美活

度, 指向美的宇宙统一性。

动的认识论机制。

表六

标准体系类著作美学理论主要内容年代变化表
1980-

1986-

1991-

1996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至今

美

17

18

8

15

美感

17

18

8

13

艺术

14

14

5

12

时间
内容

部门美学

1

6

3

7

主体的研究; 陈新汉5审美认识机制论6( 2002 年)

表七

独辟蹊径类著作所用独特方法年代变化表
( 单位: 册)
时间 1986- 1991- 1996 年 总计
1990 年 1995 年 至今

观点

科
学

三论

5

全息理论

1

模糊数学

1

逻辑方法

1

自然科学

1

的

美育论

9

12

5

9

审美起源

0

2

2

4

观
点

[ 1991 - 1995 年 内, 包 括 蔡 仪5 新 美 学6 的 第 二 卷
( 1991 年) 和第三卷( 1995 年) , 第一卷 出版 于 1985 年, 这
本书放在 1980- 1985 年期间进行 描写, 所 以 1991- 1995

13

其他
西方现
当代哲
学思潮

1

1
2

现象学

2

分析哲学

1

生命、生存、
存在论美学

6

修辞论美学

1

价值论

1

认识论

1

现研究美学的新方法、新视角。1986 年至今, 独

其他

1

辟蹊径类的著作中, 有大约 50% 的是采用了科学

总计

年著作数目由 10 本变成 8 本。]
( 美育问题原则上也属 于部门 美学, 但习惯 上它常 作
为美学体系中独立的一部分, 本文依照习惯。)

2. 独辟蹊径类
从表七可以看到, 1986 年以后才开始逐渐出

超
越
美
学

7

6

5

15

3

26

的方法, 诸如: 三论( 控制论、
系统论、信息论) 、
全
息理论、
模糊数学、逻辑、自然科学等的方法。例
如, 黄海 澄5系统 论、控制论、信 息论美 学原理6
( 1986 年) 、
孟宪堂5美的逻辑哲学论6 ( 1993 年) 、
杨蔼琪5美是生命力6( 2000 年) 有大约 23% 的著
作从超越实践美学的角度, 以生命、生存、存在等
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例如, 傅谨5感性美学: 一
种人性的美学观6( 1997 年) 、
封孝伦5人类生命系
统中的美学6 ( 1999 年) 、潘知常5生命美学论稿6
( 2002 年) 有大约 15% 的著作采用了西方现当代
新的哲学思 潮中的现象学、分析哲 学等方法, 例
如, 罗安宪5审美现象学6( 1995 年) 中运用了现象

3. 个别问题类
从表八可以看到, 美学界研究个别问题的兴
趣主要放在了审美心理和审美范畴上, 例如, 杨宗
兰5美感6 ( 1984 年) 、林同华5美学心理学6( 1987
年) 、
彭立勋5审美经验论6( 1989 年) 童庆炳5现代
心理美学6( 1993 年) 、王一川5审美体验论6( 1999
年) 等都是专注于审美心理的研究。彭立勋强调
要从整体上去认识和把握美感和审美经验的性质
和特点, 尝试运用现代系统论的成果, 提出了/ 审
美心理的整体性0原则。劳承万认为在审美客体
到审美主体美感生成、
定型之间, 存在着一个由审
美感觉、
审美知觉、审美表象构成的/ 审美中介系
统0。杨咏祁5审美形态通论6( 1991 年) 认为美学

刘三平

的研究对象 应该是审美形态, 它的 产生过程、类
型、
属性及结构。柯汉琳5美的形态学6( 1995 年)
运用系统论、
文化学、
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 在
阐述美的各种形态的共同规律的基础上对它们的
特殊性和彼此联系做出理论概括和说明。她研究
了三大世界的美( 自然物理世界、人自身世界、文
化世界) , 三大范畴的美( 优美、崇高、中和) , 艺术
美的范畴( 悲剧、喜剧) 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和丑
与美的形态。审美文化研究也是 90 年代中国美
学转型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向, 在标准
体系类的著作中, 也有一些把审美文化作为一章
来讲解的, 但是以审美文化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来成书却体现了美学界对审美文化的特殊关注。
这一期间出现的两本书都倾向于把审美文化研究
视为一门学科建设, 例如, 林 同华5 审美文化学6
( 1992 年) 认为审美文化学学科实际上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 可自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由审美文
化哲学、
审美艺术哲学、
审美行为哲学和审美科技
哲学四大部分组成。李西建5审美文化学6( 1992
年) 认为审美文化学以人类的审美文化范畴为研
究对象, 考察审美文化系统的生成、
本质、
特征、
结
构、
功能发展及当代问题, 使美学成为研究人类审
美的各个方面极其普遍规律的科学。
表八

个别问题类著作探讨问题年代变化表
( 单位: 册)

时间 1980- 1986- 1991- 1996 年 总计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至今
观点
美的本体
论研究

1

审美形态
( 范畴) 研究

1

1

3

这一类的源头朱光潜先生的5谈美6以一种谈
话的方式, 呈现出美学的一系列思想, 内涵了美学
的基本问题。丁枫5美学浅谈6 ( 1981 年) 沿袭朱
先生的风格, 以/ -心旷神怡, 宠辱皆忘. ) ) ) 人对
现实的审美关系、-不涉 理路, 不落言筌. ) ) ) 谈
谈美感特征、
- 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 ) ) ) 艺术欣赏的性质0等这样一系列题目来组
织美学理论问题, 注重审美理论和艺术生活实践
的关联。彭锋的5 美学的意蕴6(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 虽然有章 与章的区分, 但前后之
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理论探讨中间或有历
史的追溯和现实的考察。例如他谈到美学视野中
的环境保护问题, 谈到朱光潜美学体系的矛盾及
其克服, 谈到李泽厚与实践美学, 谈到美育的意
义。这样的美学写作同样能够激发我们发自内心
的追问真理和热爱智慧的热情, 在解读美学理论
的同时, 体会到生活的无穷意味。笔者认为这一
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建构美学理论体系的方式是很
有生命力的。
笔者由于个人水平和涉猎范围的限制, 所做
出的分类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事实上,
同一 本书, 从不同的角度看 可以分属不同的类。
例如: 张法的5美学导论6中也明显运用了分析哲
学的方法, 可看作第一二类的兼类; 第一类中黄德

2( 3)

志的5美学入门6、陶功定的5 美学6在讲述原理的

4

同时也大量引证生动的艺术和生活事实, 兼有第
四类的某些特征。叶秀山的5美的哲学6中既渗透
着现象学的方法, 又以通俗的方式转述经典, 不追

审美文化
研究
美感( 审美
心理) 研究

( 1)

83

1980 年以来美学原理著作概况

2

3

5

5

4

2

求系统, 可看作二四类的兼类。
经验的归纳最能够孕育新思想的萌芽, 那么

17

对历史事件的回顾, 也同样可以引起对未来的思
考。总结这 20 余年来美学原理的写作情况, 也许

审美活动
( 审美主、
客 体)

3

会对今后原理的研究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王一
川认为/ 只要走出巍峨而堂皇得令人眩晕的经典

1

美学的大厦, 就可以发现在周围的田地或荒野上,

29

[ 杨曾宪的5 审美鉴 赏系 统模 型6 ( 1994 年) 探 讨了 美

到处可以开垦种植, 引来新 的美学生机0 。他
以为/ 可以由若干条彼此不同的大道小径通往这

的本体论和鉴赏论, 一本书 可归纳 到两个 部分, 既可放 到

新的生机0[ 1] , 要走出经典美学体系, 面向具体的

美的本体论研究中, 也可放 到审美 心理研 究中, 不重复 计

审美和艺术。当然不管是走出经典美学体系, 还

算, 故总数不变。]

是重建体系, 都只是表达了一种言说美学的方式,
都解答了美学领域内的某个问题, 都会进一步接

1

部门美学
总

计

1

1

1
3

8

12

6

4. 谈美传统类( 因数量少而不再分类)

[ 1]

84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6 期

近美之为学存在的必然状态。笔者期待美学原理
注
¹

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 虽然同样会有不断的超越。

释:
中国人民大学馆内实际收藏原理著作为 129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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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aesthetic works since 1980
L IU San- ping
( D epart ment of Philosophy, R enming U 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 he aest het ic research has seen / an aest het ic fever0 in t he 80s and t he aest het ic transformat ion in t he 90s since 1980. T he research is feat ured by great ent husiasm on one hand, and fruitf ul works on
the ot her hand. Based on t his, t he w rit er of the paper has done a diachronic description and typ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aesthet ic works v ia statistic methodology . T he purpose of the st udy is to show t he specif ic f eat ures of aest hetic principles, and the focus of t he aest het ic research in t he aest het ic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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