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

摘要 “文艺美学”的创建始于20世纪初。王国维是开创和奠基者，宗白华是重要贡献者，朱光潜是第一位理论

集大成者。他们的美学研究的学术理路和中西融合的成果在文艺美学理论中得到了继承，使文艺美学成为与中国现

代美学联系最为紧密的、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美学理论建构。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文艺美学在创建本土美学、对

话传统美学等方面的自觉意识明显淡化了。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文艺美学应该继承中国现代美学融合中西、建构本国

美学理论的精神，接着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做下去。

杜 卫

中国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文艺美学”这个名称和学科是中国创造的①，然后就有了文艺

美学课程和中文学科内部文艺美学的方向以及教育部的相关人文社科基地。对于文艺美学学

科的讨论比较多，但是，对于文艺美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门学问的学术思想内涵和本土特征，

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因此对于它的学科性质和定位也还比较模糊。20世纪前半期，中国美学家

一方面学习西方美学，另一方面激活本土美学思想，开始了努力建构中国美学的进程。笔者由

此入手，考察后来被称作“文艺美学”的那些理论的本土现代资源。我们发现，文艺美学的思想

和学术建构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而且在王国维、宗白华和朱光潜②的著述中达到了很高水

平。通过对这个现代传统的回溯，我们有可能进一步认清文艺美学作为本土学问的深刻内涵

和特征。同时，文艺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现代传统的一种延续，在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中还

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

王国维是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

赋予美学和文艺研究以哲学思维品格，使其美学和文艺研究具有了现代学术形态；二是创建

了人生论美学，注重审美和文艺的人生意义，提出了中国美学史上著名的“无用之用”说，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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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美学的“审美功利主义”现代传统；三是用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开展文艺研究和评论，在

理论建构和文本批评两个方面为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崭新样式。

学界一般都很关注、肯定王国维关于“哲学独立”“艺术独立”的观念，但对于其深层的意

义却常常忽略。王国维强调哲学和艺术独立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当时学界对于知识总要先

做一番“有用”或“无用”的评判。他自感中国传统学术缺乏形而上的思辨是一种缺陷：“故我中

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

术尚未达自觉（self 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又对当时引进西学偏向于政治伦理等实际功用

而忽略形而上之义有所不满：“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

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

之影响也。”③他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

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

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

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

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

圣之所存也。”④他这番话的核心意思就是，哲学和艺术有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追求人类普遍的

真理，它们不是政治道德的手段。这种“真理”具有超越性，不受一时一地或某一群体利益之局

限，具有从具体经验中超拔出来的形而上意义。他自己也表白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

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之酷嗜也。”⑤

王国维在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研究中对形而上思辨方法的自觉追求⑥，是他对中国美学现

代转型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对创建中国文艺美学最根本的贡献：唯有在现代思辨哲学的高度

才可能创建人生论美学。因为王国维所讲的“真理”根本上就是对人生问题的解释，正如他自

己说的：“研究人如何而生活之问题，此实科学中之科学。”⑦他主张哲学和艺术独立，推崇形而

上学，也就是为了让哲学和艺术能够直面人生，走向关注人生、理解人生、慰藉人生之路，从而

建立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哲学、人生美学等等。他所讲的作为哲学和艺术之目的的

“真理”主要属于生存论范畴，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客观真理问题，在王国维的早期思想中实

际上并不占核心地位。而且，王国维尽管讲学术无所谓“有用”“无用”，但是，他实际上是反对

把文艺当作政治或道德的工具，另一方面却又心仪于艺术对于人生的积极作用。他对西方现

代美学的关键命题“审美无利害”作了独特解读，在肯定审美本身与任何功利考虑无关的同

时，却强调审美对于人的心理和精神具有慰藉和提升的作用，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无用之用”

说，创建了“审美功利主义”的现代传统，使他的美学理论达到了超越性和现实性的统一。这种

对于审美性质和功能的理解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为后来的文

艺美学提供了话语典范。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一般以关于创作经验或欣赏感受的漫谈、评点为主，虽时有开门见山、

单刀直入的精到之语，但总体上零散、随意，缺乏整体的理论建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自下而

上的经验归纳，缺乏自上而下的概括性把握。王国维站在现代思辨哲学的高度，自觉以美学的

观点和方法展开自上而下的文艺美学研究，留下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中国文艺美学

的开山之作。《红楼梦评论》第一章概述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大意是：人生而有欲，有欲就有痛

苦，只有艺术能够使人摆脱利害关系的纠缠，使人生得到慰藉。接着，作者分析了美有优美和

壮美两种形态，以及与这两种美相对立的“眩惑”。最后，王国维写道：“今既述人生与美术之概

略如左，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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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⑧在接下来的第二章、第三章中，王国维

正是以他认定的美学标准来评判《红楼梦》的。他首先提出了艺术的目的：“美术之务，在描写

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

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⑨接着，他指出，《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小说戏曲不同，

不是世间、乐天的喜剧，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而且在悲剧中又是最高水平的，《红楼梦》

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悲剧⑩。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论说结构：先论述哲学和

美学理论，然后提出评判艺术的美学原则，接着按照美学原则来阐发具体作品的意义，评价具

体作品的价值。这种研究或评论文艺作品的方式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是具有创新性的，成为

了后人学习、模仿的样板。后人尽管可以对《红楼梦评论》提出各种批评意见，但是，从中国文

艺美学学术史的角度看，王国维的这一大作注重文艺与人生的紧密联系，以哲学方法研究文

学，从美学标准出发阐释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以西方美学理论来阐发中国文艺作品等等，

这几点确实是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另外，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有我之境”“无我之

境”等概念，以及在几篇论文中对中国传统美学、艺术思想和美育思想的阐发，都对后来文艺

美学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輥輯訛。

二

在20世纪前半期，宗白华也是一位对文艺美学特别热衷的诗人和美学家。他不仅在自己

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对审美主义的追随，而且在文学艺术研究方面也持审美主义立场。在一

篇专门讨论新人生观的文章里，宗白华认为中国在孔孟老庄影响下形成的现实人生主义和悲

观命定主义均有流弊，应该创造新人生观，具体途径有二：“科学的”和“艺术的”。他说：“我们

可以从科学的内容与方法上，得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知道人生生活的内容与人生行为的标

准。”輥輰訛但是，宗白华认为科学的方法是客观的，把人生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因此科学的人生

观还不完备，还应该“用主观自觉的方法来领悟人生生活的内容和作用”，这种方法就是艺术

的，就是把人生当作艺术品来创造，使之理想化、美化。他动情地说：“艺术创造的作用，是使他

的对象协和，整饬，优美，一致。我们一生的生活，也要能有艺术品那样的协和，整饬，优美，一

致。总之，艺术创造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

品似的人生。这就是我个人所理想的艺术的人生观。”輥輱訛关于艺术的人生，他还用“同情”二字来

加以命名，艺术的生活就是同情的生活，这种同情是生命之间的交流、融合，在人类社会中是

人与人的融合、小我与大我的融合，在宇宙间是人与自然的融合輥輲訛，一句话，爱的情感与优美的

形式构成了艺术人生的核心。这里，宗白华用优美来界说艺术的本性，然后将艺术的审美原则

应用于生活，因此，所谓艺术的生活也就是审美的生活。

这种审美与人生一体的观点也体现在宗白华的理论研究之中。在写于1926年至1928年间

的《艺术学》演讲稿里，他明确认定“艺术学本为美学之一”，并认为“但凡能超乎实用之上，而

能成为艺术者，则必带有美的性质”輥輳訛。这就把美作为艺术的重要性质。不过，宗白华的审美主

义并不同于西方某些审美主义，他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反对逃避现实。在写于1919年的

《说人生观》一文中，他最推崇“超然观”，又把“超世入世派”列为“超然观行为之正宗”“人生行

为之标准”輥輴訛。这里“超世入世”其实就是超越一己之利益而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主义，与

蔡元培、朱光潜所讲的出世与入世的一致性是相似的，说到底就是一种中国美学的精神。与此

相似，他还对于艺术的社会功能予以肯定：“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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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輥輵訛这种貌似与前述审美的艺术观自相矛盾的

思想，在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却比比皆是，在当时诸多美学家的论述中，审美的超越性和现

实性是完全可以相互协调的。

正是在上述审美的艺术观的指导下，宗白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研究也紧紧扣住审美

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来展开。以探讨中国艺术精神为指归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

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名篇，都体现了作者对想象中晶莹透

明的人格和自由飘逸的人生的憧憬和渴慕，对远离世俗生活、超越实际功利的美的文学艺术

的赞美和陶醉，对人与自然和谐、生命力自由勃发的中国传统艺术境界的激赏和礼赞。可以

说，他所理解的中国艺术精神就是一种审美精神，一种遗世独立的审美人格精神。他对中国传

统艺术的系列研究成果，是运用美学观点和方法阐发中国传统艺术精髓的典范之作，也是中

国文艺美学理论建构的学术经典。这些诗意盎然的论著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美学界产

生了很大影响。

三

朱光潜是在文艺美学学科化之前中国文艺美学理论建构的最重要代表。作为一位理论

家，他的著作系统，论述周全，后来文艺美学论著所具有的主要特点都可以在他的论著中找

到。如果说王国维是中国文艺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那么朱光潜则是中国文艺美学的第一

位理论集大成者。

朱光潜一向认为，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质，他的美学研究也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对象。他

说：“美是艺术的特点。”輥輶訛“美是文学与其他艺术所必具的特质。”輥輷訛他还说：“我现在相信：研究

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哲学的人们如果忽略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輦輮訛他的第一部比较系

统的美学著作是《文艺心理学》。他在该书开头说：“这是一部研究文艺理论的书籍。我对于它

的名称，曾费一番踌躇。它可以叫做《美学》，因为它所讨论的问题通常都属于美学范围。美学

是从哲学分支出来的，以往的美学家大半心中先存有一种哲学系统，以它为根据，演绎出一些

美学原理来。本书所采的是另一种方法。它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做心

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它的对象是文艺的创造和

欣赏，它的观点大致是心理学的，所以我不用《美学》的名目，把它叫做《文艺心理学》。这两个

名称现代都有人用过，分别也并不很大，我们可以说，‘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

的‘美学’。”輦輯訛这段话对于理解该书的性质以及朱光潜对美学的理解十分重要。首先，朱光潜明

确指出，“这是一部研究文艺理论的书籍”，也就是说研究的是关于文艺的理论，但是，他又说

该书“可以叫做《美学》”，因为所研究的问题“通常都属于美学范围”。这里的问题在于：《文艺

心理学》既是研究文艺理论的，而所讨论的问题却通常属于美学的范围，这似乎是矛盾的，只

有通过分析该书的内容才可能理解。该书以分析审美经验开始。全书一共十七章。其中，讨论

美感经验的有六章，讨论审美范畴的有三章，还有一章讨论自然美与自然丑，一章讨论什么叫

做美，还有一章是“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这十二章讨论美学问题，所涉及的审美现象却多数

是艺术。剩余的五章分别讨论文艺与道德（两章）、艺术的起源与游戏、艺术的创造（两章），理

论出发点基本上是美学的。由此可见，朱光潜所理解的文艺理论也就是从审美经验切入文艺

研究的理论，因此，所讨论的问题都属于美学范围。

其次，朱光潜意识到近代美学的转型，所以特别指出他写的这本书并非自上而下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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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而是自下而上的分析归纳。具体的做法就是以中西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为对象，来分

析和归纳文艺审美经验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以此作为文艺批评的原则。他说：“近代美学所侧

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美学的最大任务就在分析这种美

感经验。”輦輰訛他的这本书也是这么做的。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自觉回避哲学美学的研究思路和

方法，不在本体论层面讨论美学问题，而着重研究文学艺术中的审美经验问题。《文艺心理学》

是从心理学的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朱光潜力图开创一种新的美学，这种美学把哲学美学的

观念包含在对文艺创作和欣赏经验的分析归纳之中。《文艺心理学》采用了心理学观点，诸如

“直觉”“距离说”“审美态度理论”“移情说”“内模仿说”等等，都是关于审美经验的重要美学理

论。用这些审美经验理论来系统研究文学艺术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在建构文艺美学。所以，我

们可以把《文艺心理学》看作中国文艺美学的第一部系统性的专著。

朱光潜为中国文艺美学理论建构所作的另一部专著是《诗论》。他说，《文艺心理学》“泛论

文艺，我另外写了一部《诗论》，应用本书的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诗作一

种学理的研究”輦輱訛。在这部著作里，他运用西方美学和中国诗论的诸多原理，集中研究中国传统

诗词，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輦輲訛。可以说，《诗论》是运用美学观念研究中国诗词的第一部部门

艺术美学著作。

20世纪前半期，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也继承了王国维开创的人生论美学，而且论述更加深

入细致。他认为，“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他之所以要对青年“谈美”，就是

为了改造国民性，他说，“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因为“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

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輦輳訛。所以他特别推崇“人生

的艺术化”，以至于朱自清评价说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輦輴訛。以美化人生进而净化

人心为指归，以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审美经验为对象，是朱光潜这一时期美学研究最突出的特

点，而这些特点也就是后来学科化的文艺美学的基本特点。

四

王国维、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美学尽管各不相同，但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相通或者相近的。第

一，构建了中国现代的人生论美学。他们主张艺术与人生一体。“无用”的艺术创造和欣赏还是

具有现实目的的，那就是改造国民性，是美化人生、净化人心，是人生的艺术化，是开创人生的

至高境界。这种价值追求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相协调、超越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中国现代美学。

这在世界美学界是独树一帜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之际，

这种人生论美学精神以“人道主义”的面目重新登场，而朱光潜是最早的重要代表。他在一篇

文章中明确指出，“当前文艺界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在他看来，这些“禁区”

首先是“人性论”，还有“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等輦輵訛。在这次拨乱反正的思想进程中，美

学成为了人道主义的启蒙知识，文艺美学中的许多价值观念都与人生论美学和人道主义思想

直接相关。

第二，以西方美学阐发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理论是他们美学研究的基本方式，宗白华和朱

光潜还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美学研究与西方的哲学美学相区分。他们一面学习和引进西方美

学，一面激活中国传统艺术和艺术理论中的美学思想，二者相辅相成，开启了建构中国本土美

学的进程，产生了丰硕成果。他们做出来的美学，已经和西方的经典美学不同，主要偏于艺术

美学（也就是文艺美学）。这种既不同于艺术哲学又不同于普通艺术学的美学体现出中国现代

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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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独特之处，是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宗白华关于艺术与人生一

体、把文艺作为美学研究主要对象、注重在中国传统艺术中阐发中国美学思想和精神的思想

与方法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直至其晚年，对于当时的中国美学研究有很大影响。在1983年

给《美学向导》所写的《寄语》中，他特别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艺术的创造

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輦輶訛同年，他还说：“在我看来，美学就是一种欣赏。美学，一方面

讲创造，一方面讲欣赏。”輦輷訛他和同时代的朱光潜一样，有意识地回避自上而下的哲学美学，注

重自下而上地总结艺术审美经验，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强调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西方，美学

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

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

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輧輮訛他还指出，中

国美学史研究的特殊优点和困难有两点：一是精华部分往往就散在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等

等的理论里，而非哲学家的思想中；二是中国各部门传统艺术在美感和审美观方面往往可以

找出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輧輯訛。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世纪前半期，宗白华就是这样做美学

研究的，但他却并不特别强调中国美学的这些特点，后来，中国美学出现了脱离艺术创造和欣

赏、脱离中国传统艺术和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经验、空谈主义和概念的现象，这才需要加以强

调，体现出中国美学研究本土意识的自觉。胡经之等提出文艺美学，也正是向着这种现代传统

的回归。

第三，在中国大学里初步建立起中国特有的美学教学研究体制。王国维、朱光潜都是偏重

于文学艺术研究的，朱光潜一直在文学系工作，宗白华虽然学哲学出身，但是他更加热衷于文

学艺术的美学研究。其他诸如吕澂、李广田、邓以蛰等人，也都是学习语言文学或者美术、热衷

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家。这就形成了一个在学术规制上具有中国特点的传统，该传统一直延续

至今。在欧美，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在中国，美学既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文学艺术理论的主

干。近期有一些论著按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术体制来讨论我国独特的文艺美学的学科归属和

特点问题，但说来说去总让人觉得别扭輧輰訛，原因就在这里。

文艺美学是由一批从事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的教师提出来的。据胡经之回忆：“早在中华

全国美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从事文学艺术教育实践的教师就提出，为适应艺术院校、文学系科

的需要,必须发展文艺美学，以区别于研究普遍审美的哲学美学。一向重视文学艺术的朱光潜、

王朝闻、伍蠡甫、蒋孔阳都表首肯。”輧輱訛事实上，1980年提出设置文艺美学课程的人正是胡经之，

他当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而他所说的朱光潜、王朝闻、伍蠡甫、蒋孔阳四位老先生，除王

朝闻在艺术研究机构外，其余三位都在语言文学系任教。当时，中国大学新的学科体制正逐步

形成，基本上是学欧美的。在中文系，有文艺学学科，也有文艺理论教研室，集中了我国大多数

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他们要开美学课，要带美学研究生，这是他们事业发展的需要。

再加上我国又有从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出发的文学研究传统，于是文艺美学就顺理成章地进入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率先开设文艺美学课程也绝非偶然。胡经之本人就深受朱光潜、宗白华

美学的影响。他说自己在中学时代先后读过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和《诗论》，

“引导我入美学之门”；“到我19岁考入北大，有缘直接聆听到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王朝闻、杨

晦等师长的教诲，方才进入美学的思考，开始了美学人生。”进入北大之后不久，他又遇到了宗

白华：“我读了他过去所写的美学、文艺学著作。结果，我对宗白华的美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觉

得他对美的阐释，较符合实际，我的审美体验和他比较接近。”輧輲訛深受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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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他，在思想解放的热潮中，有意识地开始了文艺美学的建构：“我想从美学上来对文学艺

术的全过程作系统地考察，从作家、艺术家对人生的审美体验开始，进入审美活动，从而对自

己的审美体验作再体验和反思，构建意象、意境，生成意蕴，予以物化，形成艺象。读者、受众和

艺象相遇，引发感受，作出新的解读，产生新的体验。文艺美学本身就内含着体验美学、创作美

学、接受美学。而前人对文学艺术的思考，对我说来都是可以引发我自己思考的思想资料。”輧輳訛

胡经之这一段话写于2010年，当时他77岁。但是，他所讲的文艺美学研究思路和理论结构，在

熟读朱光潜、宗白华美学论著的人看来却是那么的熟悉；阅读他的《文艺美学》，我们可以从中

看到其与前辈学者美学论著清晰的传承关系，虽然其中有些概念术语和表述方式因时代变迁

而有所不同。后来有学者评论说：“文艺美学思路其实是百年来文学研究的美学思路的时代复

兴。”輧輴訛如果把其中的“文学研究”改为“文学艺术研究”，那么这个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

文艺美学是对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的“接着讲”，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对文艺学学科和

美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仔细分析文艺美学的学

术建构和思想建设，还是会发现它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深刻差异。首先，在王国维、宗白华和朱

光潜等美学家的学说里，美学主要就是研究文艺的，这一点本文前面已做过引述。他们的美学

也有形而上的思考，但更多属于对艺术审美经验的概括提炼。也就是说，他们是自觉地要创造

一种不同于哲学美学的美学。我以为，这里的深刻原因之一是，只有这样的美学才能和中国古

代的美学对话，才有可能贴近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经验。然而，在我国当今的学术体制里，这样

的美学恐怕就只能属于文艺美学了，因为学界普遍认为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由于设

在中文系，由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承担，文艺美学往往被看作是美学与文艺理论（实际上就

是文学理论）的结合。例如，胡经之就说“文艺美学是文艺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輧輵訛，或者说是

“美学和诗学的融合”輧輶訛。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文艺美学也基本上是按照这条路子发展的，把

研究对象集中在文学艺术（主要是文学，因为文艺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的审美特征和规

律，与王国维、宗白华和朱光潜开创的美学相比，明显缩小了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学术体制

上的尴尬及其所带来的学术局限是应该引起反思的。

其次，尽管王国维、宗白华和朱光潜等现代美学家努力学习西方美学，但是他们都自觉用

所学的西方美学与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乐论、文论、诗论、画论、书论等相互印证，最后落脚在

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上，这是现代美学家们建立的最为宝贵的学术传统之一。可是，今天的文

艺美学却在这个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一方面当然是受限于研究者的学养，更多可能是缺乏本

土美学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所致。当今中国美学界言必称西方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中国传

统美学的钻研以及传统的当代转换做得很不够。更令人费解的是，我国学界把“中国美学”等

同于“中国古代美学”或“中国古代美学史”，由此把中国当代美学与“中国美学”相区分。这恰

恰表明了一个不该存在的事实：当代中国美学与中国的传统美学处于相对分离或隔膜的状

态。

美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被引进中国已逾百年，现在是我们认真建构基于我们自己传统

和自己当下审美经验的、开放的中国美学的时候了。这项工作并不始于我们，王国维、宗白华、

朱光潜等前辈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应当继承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在新

时代接着做下去，也就是“接着讲”。

“接着讲”由冯友兰提出，对此，陈来曾作过阐发：“‘接着讲’是说一切创新必有其所本，有

其基础，必须接续前辈学者和同时代学者的已有成果，同时力图据本开新，发人之所未发，比

前人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样，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才能走上良性增长的大道。”輧輷訛这里说的

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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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开新”应该是人文学科知识生产的规律。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不是递进式的，而是在对

前人学术知识的不断体悟和“同情式理解”基础上不断丰富和深化。这种丰富和深化的新知识

并非全新的，它总是包含着对既有知识的继承，同时又有新意，所以才叫做“接着讲”，而不是

“断崖式”的“原创”或“创新”。

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就是以中国传

统美学为本、融合中西的产物，因此，他们的美学理论建构实质上也包含了对中国古代美学传

统的建构。这种美学理论建构与美学史建构的同步性体现了人文学科“史”“论”不分家的特

征，这是“接着讲”的要义所在，而我们的文艺美学在这方面做得就不如前辈学者那么好了。

对于中国美学理论的知识生产，问题则更为复杂。美学作为一门专门知识是“舶来品”，美

学的“接着讲”还面临着一个中西美学关系的问题。王国维开创了美学研究“取外来之观念，与

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輨輮訛的方法，其根本立场是建构中国的美学理论。这种方法被后来的朱光

潜、宗白华等美学家继承了下来，而且，他们还特别注意中西美学的分别，强调中国美学的特

点。这种建构中国美学理论的努力还体现在创造出一系列独特的美学话语，例如“无用之用”

“无所为而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等等。这些话语既包含了西方美学的思想，更多

的则是对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转化，并融会到用现代汉语言说的中国美学之中。这种美学话

语的生产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国美学界有一个怪现象：对西方的理论可以照着讲、接着讲，对本国前人的理论（特别

是现代学者的理论）却不太讲，或讲得不够。我们当然应该借鉴国外的美学理论，但是，西方的

美学未必如中国发达，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数量远不如中国多，我们为什么如此

妄自菲薄？如果我们国家的美学研究一味接着外国美学讲，那么，我们就谈不上中国美学的知

识生产，中国美学的建设就遥遥无期了。因此，我们需要确立“文化自信”，善于在开放的视野

中，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美学传统，并接着其中有当代意义的问题深入研究下去，从而

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

① 一般认为“文艺美学”命名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台湾学者王梦鸥在1971年出版了一本讲美学的书，叫做《文艺

美学》；1980年中华美学学会的会议上，北京大学教师胡经之提出：应在大学艺术和文学系科开设文艺美学

课程，并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支持。曾繁仁也持相同观点。（胡经之和曾繁仁的相关论述，详见胡经之《文艺

美学的反思》，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载《文学评论》

2001年第5期。）

② 20世纪前半期从事文艺美学理论建构的学者还有一些，这里选取对后来中国文艺美学研究影响最深、最直

接的王国维、宗白华和朱光潜三位美学家。

③④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

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第131页。

⑤ 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1页。

⑥ 叶秀山曾评论说：“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之区别，不像现在这样清楚，但实证哲学

和形而上学的分界，也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选择了欧洲大陆的哲学，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习

性的自觉行为。”（叶秀山：《王国维与哲学》，《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⑦ 王国维：《脱尔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学评》，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

452页。

⑧⑨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9页，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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