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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美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之所以能够持久展开并保持自己的存在魅力ꎬ与人所秉持的追问

精神直接相关ꎮ 对人生、人生行为、人生意义等一切人自身问题的不间断追寻与拷问ꎬ是美学

得以连续不断地以理论方式显现自身的根据ꎬ同时是美学真正的学理价值所在ꎮ 从这个意义

上讲ꎬ一切美学问题无非是人本身或人带来的问题ꎬ而一切美学问题的理论展开则具体体现了

人对自身存在的追问形式ꎮ 于是ꎬ美学其实可以无分新旧ꎬ因为人对自身的追问是永在的ꎬ而
研究美学无非是将这种永在性不间断地加以现实化ꎬ并且使美学在古往今来的人的问题面前

保持了特殊的思想魅力ꎮ 本期的两篇论文便体现了这样的情形:从“生命与美学的关系”中再

思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ꎬ或者在“生活论转向”思潮中辨析艺术审美生活形态的“改造和解放

的美学内涵和旨趣”ꎬ显然都归属于美学必然的思想追问ꎮ (王德胜)

论生命与美学的关系

　 　 　 封孝伦

摘　 要:　 生命与美学的构建有重要关系ꎮ “三重生命”论的提出ꎬ解决了美学构建的

哲学基础ꎬ解释了人类审美活动的动力源泉ꎬ解释了美感产生的心理基础ꎬ解释了艺术

内容和形式的哲学依据ꎮ 人类生命必然成为重建美学的逻辑起点ꎮ
关键词:　 生命ꎻ美学ꎻ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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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与生命

谈到以“人的生命”为逻辑起点解释审美现象ꎬ有人反问:谈审美为什么要谈生命? 生命与美有何

关系?
生命与美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人没有生命ꎬ怎么会有审美? 怎么可能感受美? 怎么能够判断美?

可以说ꎬ没有人的生命ꎬ就没有“美”ꎮ 没有人的生命ꎬ自然界的花可以照常开放ꎬ可以红、绿、黄、白、黑ꎬ
但却没有美ꎮ 美与不美ꎬ是审美主体对自然万物与人的生命关系的一种精神判断ꎮ 人的生命是“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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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前置条件ꎮ 哪里有美ꎬ哪里就有人的生命存在ꎻ哪里有生命ꎬ哪里就会发生审美活动ꎮ 谈审美必谈

生命ꎬ谈生命必谈审美ꎮ
如果说动物也可能产生审美活动的话ꎬ动物却不可能创作艺术ꎮ 艺术的产生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典

型标志物ꎮ 艺术使得人的审美与动物的审美有了本质的不同ꎬ成了真正的人的审美ꎮ 没有艺术的审美

不是审美ꎬ而与动物一样是快感的对象化ꎮ 动物不可能创造艺术ꎬ因为动物没有精神生命活动ꎮ
人的艺术活动是人的精神生命在精神时空中的生命活动ꎮ 解释艺术我们发现ꎬ人的生命除了物质

性的生物生命之外ꎬ还有一重非物质性的“精神生命”ꎮ 人是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体ꎮ
人类还有一重存在于别人记忆中的生命ꎮ 这重生命与他的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是同一个人ꎮ “别

人”对“自己”的记忆也许用大脑ꎬ也许用符号ꎬ也许记载于史册ꎬ也许刻录于艺术ꎮ 一个人一旦诞生到

这个世界的人群里ꎬ便会大小强弱不同地进入“别人的”记忆ꎬ通过他对别人的“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

力ꎬ被记忆在或大或小的人类的记忆系统里ꎮ 人最初是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及其活动被记忆的ꎮ 随着

时间的推移ꎬ对有的人记忆还会保持鲜活ꎬ有的人则逐渐变得抽象ꎬ成为一个符号ꎮ 如果没有复制或强

化ꎬ这种记忆还会因为偶然的原因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ꎮ 这既是由他的生命活动对社会影响力的强弱

度决定的ꎬ也是由记忆他的媒体方式决定的ꎮ
被社会记忆的生命ꎬ我们称为人的社会生命ꎮ
动物也会对别的生命及其活动产生记忆ꎮ 但人的记忆手段从结绳记事起ꎬ产生了语言文字符号记

忆ꎮ 人类的记忆是可以传播、可以超越生物生命长期存在的ꎮ 而动物的记忆是短暂的、个别的、不可流

传的ꎮ 语言文字的创造ꎬ使得人的“被记忆”成了一重新的相对独立的生命ꎮ “被记忆”ꎬ是每个人的无

意识追求ꎬ这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ꎮ 被记忆就会被尊重ꎬ被尊重就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条件ꎮ
至此我们发现ꎬ人有三重生命: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ꎮ 生命为审美活动的发生、为美的存

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ꎮ

二、“三重生命论”提出的目的

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ꎮ 这不仅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共识ꎬ也是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识ꎮ
这个精神活动的源泉和动力机制是什么ꎮ 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它或者是先天带来的ꎬ如康德ꎻ或者来自

另一个超然于万物的绝对精神体ꎬ如黑格尔ꎻ或者认为它来自世俗生活之上的天国或上帝ꎬ如柏拉图和

普洛提诺ꎮ 不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ꎬ都难以说明人类创造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ꎬ人类美

感因何而生ꎬ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都具备什么要素ꎬ为什么? 他们都说那些美妙的意象来自人世之

外———天外ꎬ为什么天外会飞来这样一些意象而不是另一些意象ꎬ人看到这些意象为什么会有美感? 艺

术为什么“模仿”这些意象就一定会产生美感? 从唯心主义哲学我们看不到现实的、物理的或生理

的———也就是唯物主义的———依据ꎮ
提出“三重生命”论ꎬ就是为了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ꎮ
第一ꎬ为人类审美这样的精神活动寻找“物质基础”ꎮ 生命哲学就是要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回答ꎬ人

类的审美活动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会持续发展、长盛不衰? 有人提出“实践”作为物质基础ꎬ我们觉

得许多重要的理论环节“实践美学”还解答不了ꎬ或者说解答得不好ꎮ 比如ꎬ人的性爱何以美ꎬ自然何以

美ꎬ人体何以美ꎬ“实践美学”的回答难以让人信服或者它几乎就不能回答ꎮ 那么ꎬ替代“实践”的是什

么? 我觉得应该是人的生命ꎮ 生命不但包含了“实践”ꎬ也包含了从生命到实践的“中间”的生命内涵对

人类审美的影响ꎮ
第二ꎬ为艺术内容和形式寻找依据ꎮ 以往的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ꎬ对于艺术家应该在艺术作品中表

现什么ꎬ怎么表现ꎬ为什么这么表现? 没有合理的说明ꎮ 比如“爱”与“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的主题ꎮ
为什么? 其依据就是来自生命ꎮ 比如有人说最美的是蛇形线ꎬ或圆形、三角形、菱形、平行四边形等ꎬ为
什么? 它们绝对是美的吗? 这在艺术创造和审美实际中是变化的ꎬ其依据只能从生命的需要加以解释ꎮ

第三ꎬ为美感的发生寻找依据ꎮ 以往的美学理论ꎬ对于主体面对怎样的审美对象会产生美感?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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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常生活中的快感有何异同? 多数理论往往是一种主观设定ꎬ比如“证明人类的自由”、观照到“人的

本质力量”ꎬ或者求助于心理学ꎬ比如“形象与主观心理的同形同构”ꎬ为什么这样设定? 为什么是用这

个心理学原理而不是别的心理学原理? 这些设定和借来的理论常常与现实审美不符ꎮ 而美感的产生ꎬ
只有从生命需要的满足或实现的角度才能进行说明ꎮ

第四ꎬ为构建符合审美实际的美学理论确定新的逻辑起点ꎮ 构建新的美学理论体系ꎬ必须找到发生

审美的最早的逻辑起点才有最大的覆盖性ꎬ必须要有彻底的理论说服力才能够真正成立ꎮ 它必须回答

之前的理论回答不了的种种问题ꎬ比如审美发生的动机问题ꎬ对于人体美的欣赏ꎬ对于自然美的解释ꎬ等
等ꎮ 这些问题ꎬ我个人觉得只有从人类生命需要这个逻辑起点ꎬ才能得到充分展开和合理说明ꎮ

仅仅从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或“身体”来解释人类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是不够的ꎬ因为一般意义

上的生命或身体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ꎮ 审美与艺术都是专属于人的精神活动ꎬ都是人在精神的时空或

以精神的方式完成的ꎮ 因此ꎬ有必要假定ꎬ并且证明:人有精神生命ꎬ而且这个精神生命与生物生命具有

同质性———本质相同ꎬ因为人的精神生命在精神时空中的活动就是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ꎮ

三、“三重生命论”的依据

说生命ꎬ涉及自然科学多方面的知识ꎬ比如宇宙学、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等ꎮ
它需要了解地球的诞生ꎬ生命的诞生与演进ꎬ生命如何从一个细小的微生物经过几十亿年的艰难进化最

后产生了人ꎮ 人从猿继承了什么ꎬ又多出了什么等等ꎮ 需要回答如下问题:
１ 人有生物生命ꎮ
人有生物生命具有自明性ꎬ并不需要作繁复的逻辑证明ꎮ 因为人作为生命存在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

能体验ꎬ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他有生命ꎬ但定义生命却像定义美一样困难ꎮ 生物学家定义的生命:生命

泛指有机物和水构成的一个或多个细胞组成的一类能够稳定地从外界获取物质和能量并将体内的废物

和多余的热量排放到外界、能回应刺激、能进行自我复制的半开放物质系统ꎮ
裘娟萍、钱海丰编«生命科学概论»提出:“什么是生命呢? 生命的定义很难下ꎬ但生命具有一些共

同的规律ꎮ (１)新陈代谢ꎮ (２)生长发育ꎮ (３)遗传变异ꎮ”①赵德刚主编«生命科学导论»认为:“回答

什么是生命ꎬ首先要区分生命与非生命、了解生物的基本特征ꎮ 生命的基本特征包括生命体的新陈代

谢、生命运动、繁殖、进化以及对环境的适应ꎮ”②而现代生物学给生命下的定义是这样的:生命是生

物体表现的自身繁殖、生长发育、新陈代谢、遗传变异以及对刺激产生反应等的复合现象ꎮ 这里所谓

“复合现象”ꎬ是因为其中任何一单项ꎬ都不是生命所独有的ꎬ如火焰、无机物的结晶过程、电脑等ꎬ都不

是生命ꎮ
无疑ꎬ人有生物生命ꎮ 我们自己生活着的这一百来斤肉体ꎬ我们知道ꎬ这就是生命ꎮ 这一层生命ꎬ是

人人都能明白的ꎮ 生命ꎬ就是能产生欲望并且通过自身的活动满足欲望的生物体ꎮ
２ 人有没有精神生命?
首先ꎬ人有精神时空ꎮ 雨果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ꎬ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ꎬ比海洋和天

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内心ꎮ”这是对精神时空最精彩的表述ꎮ 这个时空里并不空无ꎬ有“我的生命”存在ꎬ
这就是每一个“我”的精神生命ꎮ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重精神生命ꎮ

人类精神生命的发生:第一ꎬ与大脑的发达有关ꎮ 发达的大脑能接收和处理海量的内部和外部信

息ꎮ 第二ꎬ与大脑所获得信息的记忆、富集、组织和变化有关ꎮ 人通过感官感受外部信息ꎬ不但能够储

存ꎬ而且能够编创ꎬ形成新的信息ꎮ 第三ꎬ特别与人类长期协作中约定形成的符号语言对信息的储存和

传播有关ꎮ 动物的大脑可能发达ꎬ有对信息的记忆ꎬ有可能通过某种语言传递信息ꎬ但它们没有人所创

造的可以记录传播信息的符号语言ꎮ 它们的信息量不可能富集到能形成人类这样博大的精神时空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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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使用它们的简单语言不断地营造这个精神时空使之代代累积、拓展和流传ꎮ
人在精神时空中的活动有三种方式:一是梦境ꎬ包括睡梦和白日梦ꎮ 这是人从婴儿时期就有的心理

活动ꎬ一直到死ꎬ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ꎮ 二是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ꎮ 人在一生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

欣赏艺术和创造艺术ꎬ使得人的精神生命日益充满活力、丰富多彩ꎮ 三是宗教活动ꎮ 人有宗教情结是由

他有精神生命决定的ꎬ据统计全世界约有 ３ / ５ 的人口信仰宗教ꎮ 这种精神时空中的生命活动动物是没

有的ꎬ有的动物也许有梦ꎬ但是人之外的生物不可能存在艺术活动和宗教活动ꎮ
活跃在精神时空中的“精神生命”ꎬ与生物生命有没有本质的不同呢? 经过经验与求证本质上没有

不同ꎮ 人的生物生命追求的多种本质活动:谋求生存、追求爱情、寻求安全、向往永恒ꎬ从«圣经»«古兰

经»«佛经»«道德经»中都可以找到大量证明ꎮ
人的“精神生命”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存在ꎬ它需要过“精神生活”ꎬ需要有丰富的精神食粮ꎬ否则精神

生命会“缺乏营养”而变得“贫困”和不健康ꎮ 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需要先知ꎬ基督徒需要神父ꎬ普通人

需要有文学家、艺术家ꎮ 精神生命极度饥渴的时候也会寻找各种途径进行恶补ꎬ上网成瘾、荒废学业是

一种恶补精神营养的极端例证ꎮ
“灵魂”ꎬ是人类对于精神生命的哲学性、宗教性描述ꎮ 古代人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ꎬ在肉

体死亡时可以飘然而出ꎬ重新附于新的肉体而存在ꎮ 这真是迷信ꎬ但意识到人有“精神生命”ꎬ这个精神

生命生于人的大脑ꎬ这是可以证实的ꎮ “灵魂说”实质上是人类文明在科学不发达的时期对“精神生命”
的捕获ꎮ “灵魂”不可能脱离人的肉体生命而存在ꎬ但人有“灵魂”———精神生命ꎬ却是先哲们的“共
识”ꎮ

３ 人有没有社会生命?
在人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之外ꎬ如前所述ꎬ人还有一重“社会生命”ꎮ “我虽退出江湖ꎬ但江湖

仍然流传着我的传说ꎮ”这个“传说”中的“我”ꎬ就是“我”的社会生命ꎮ
社会生命的发生ꎬ与人类对于往事往者的记忆有关ꎬ与符号、文字的使用有关ꎬ与个体人对于社会的

影响和贡献、社会对个体人的记忆强弱有关ꎮ 这其中ꎬ文字的使用和文明史的产生对社会生命的存在最

为重要ꎮ
人的“社会生命”ꎬ是被他人所记忆的生命ꎬ存在于历史时空(物理时空和精神时空的统一)之中ꎮ

它的高级形态是存在于人类的历史文化符号系统之中ꎮ
“社会生命”的本质也和“生物生命”是一致的:追求存在、追求权力、追求尊严、追求比生物生命更

为长远的生存ꎮ “名垂青史”、“遗臭万年”都是对人的“社会生命”的描述ꎮ
是不是只有历史名人才有“社会生命”ꎬ而普通人没有? 不是ꎮ 人一经诞生ꎬ就在他人的“记忆”中

有了“社会生命”ꎮ 人的“社会生命”是人通过个体的活动ꎬ对社会产生影响和贡献ꎬ使社会对他产生“记
忆”而存在的ꎮ 每个人的“社会生命”长短不同、强弱不同ꎬ是因为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同ꎬ影响强弱

不同ꎮ 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包括生物生命活动和精神生命活动———强化自己的社会生命ꎮ
人对他人评价的重视、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对荣誉的争取ꎬ都是在维护和强化自己的社会生命ꎮ 有的人

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ꎬ实际是在守护自己的社会生命ꎮ 有的人着急匆忙地为自己作

自我肯定和自我吹嘘ꎬ就是想强化自己的社会生命ꎮ 其实人的社会生命的长短强弱ꎬ与他对社会产生的

正负价值的绝对值成正比例关系ꎮ 别人对你的记忆颂扬才是你的社会生命的标志ꎮ
综上所述ꎬ用三句话可以简明地归纳人的三重生命:我在我的身体里ꎬ是我的生物生命ꎻ我在我的想

象中ꎬ是我的精神生命ꎻ我在你的记忆里ꎬ是我的社会生命ꎮ
三重生命是统一的ꎬ又是相对独立的ꎮ
第一ꎬ分析出人有三重生命ꎬ是找出人除了有一个现实的物理时空之外ꎬ还拥有博大的精神时空ꎮ

人的生命活动除了维持生物生命的生存和发展之外ꎬ还需要维持和发展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ꎮ 这些生

命需求都可以在精神的时空中得到满足和实现ꎮ 三重生命的实现内容和实现方式ꎬ都可以在艺术中体

现出来ꎮ 艺术里有关人的三重生命获得满足和实现的内容都可以使我们激动和快乐———产生美感ꎮ 生

命ꎬ为人类审美找到了可靠的依据ꎮ 以往我们一提到“生命”ꎬ就被传统认识理所当然地认为说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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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物生命”ꎬ而仅用“生物生命”去解释人的丰富复杂的精神活动必然受到极大限制ꎮ
第二ꎬ另一方面ꎬ我们又必须明确ꎬ三重生命是统一的ꎬ统一于哪里? 统一于人ꎮ 只有把这两个时

空、三重生命统一起来ꎬ认识到三重生命的“同质性”ꎬ才能解释精神时空中的人的活动的动机、行为必

然性和目的实现的快感ꎮ 完全脱离生物生命ꎬ或者认为人的精神生命与生物生命毫无关联ꎬ是无法解释

人的精神生命活动的动机和内涵的ꎮ 康德就把它说成是“无”、“无目的”、“无形式”ꎮ
“三重生命”论不是三元论而是唯物主义一元论ꎮ 精神生命、社会生命产生于生物生命ꎬ这是物质

第一性ꎮ 三重生命有同一个名字ꎬ有同样的生命需求ꎬ有同样的生命目标ꎬ有同样的生命感受ꎬ是统一

的ꎬ这是“一元”论ꎮ
“三重生命论”不是发明而是重新发现ꎮ 人有三重生命ꎬ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ꎬ不能机械地把人

的三重生命割裂开来ꎮ

四、“三重生命”并非“三种特性”

有学者主张ꎬ不说人有“三重生命”ꎬ而把它说成人的生命有三种特性ꎬ即“生物性”“精神性”和“社
会性”ꎮ 我认为这不能充分和准确表述人的生命的特点ꎮ 因为ꎬ首先ꎬ“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作为

“生命”ꎬ与“生物生命”有同样的生命形态和生命本质ꎮ 把“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说成是生命的“精
神性”和“社会性”ꎬ它们只是生物生命的附着物ꎬ大大降低和减弱了它们作为生命的能量和特性ꎮ 其

次ꎬ“精神生命”“社会生命”与“生物生命”一样ꎬ对人的生命行为都有根本的动力作用ꎮ 而这种动力作

用ꎬ往往有相对的独立性ꎮ 比如ꎬ一个教徒ꎬ为了灵魂的永归天国ꎬ可以放弃自己的肉体生命(坐化与殉

教ꎬ精神生命决定)ꎻ比如ꎬ一个革命者ꎬ为了信仰和事业的胜利ꎬ可以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社会生命

决定)ꎮ 如果不相对独立ꎬ就很难解释这种反(生物)生命现象ꎮ 人的三重生命ꎬ是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

的ꎮ 特别在人的生物生命死后ꎬ其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还可以存在ꎬ而说人的“精神性”和“社会性”则
不能充分地显示出这一特点ꎮ 把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说成是生命的“特性”ꎬ一个人生物生命没有了ꎬ
其“精神性”和“社会性”也就随之消失了ꎮ 皮之不存ꎬ毛将焉附? 这不符合人的生命实际ꎮ

另外ꎬ如果只说人的生命有精神性和社会性ꎬ这还不能区别于动物ꎮ 达尔文就认为动物不但有精神

性ꎬ也有社会性ꎮ 只有明确认识到ꎬ人不但有生物生命ꎬ还有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ꎬ才能清楚地把人和动

物区别开来ꎮ 还可以更为明确一点:人有生物生命ꎬ哪怕他具有精神性和社会性ꎬ和动物尚无区别ꎮ 人

有了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ꎬ人才真正是人ꎮ 而且ꎬ人有了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ꎬ并没有“抛弃”生物生

命ꎬ而只是“扬弃”了生物生命ꎬ克服了生物生命的片面性ꎬ保留了生物生命的合理性ꎮ
也有人主张ꎬ把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说成是人的生命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ꎬ这也有问题ꎮ

生命与活动有根本的不同ꎬ精神活动不一定是精神生命活动ꎬ社会活动不一定是社会生命活动ꎮ 只有与

生命主体相对应的客体出场ꎬ主体与客体发生生命关系ꎬ主体获得生命的满足ꎬ才是生命活动ꎬ才能引起

生命的情绪情感体验ꎮ 比如开会是一种社会活动ꎬ但对许多人而言不一定是生命活动ꎮ 比如计算数学

题是一种精神活动ꎬ但对于多数人不是一种精神生命的生命活动ꎮ 读哲学是一种精神活动ꎬ但对多数人

说来ꎬ就不是一种精神生命活动ꎮ

五、“三重生命论”的哲学意义和美学意义

第一ꎬ在唯物主义的哲学框架下ꎬ找到了人类精神活动———特别是审美活动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落脚

点ꎮ 李泽厚认为ꎬ美与人有关系ꎬ只是与人的“实践”有关系ꎬ但是“实践”难以解释美的丰富性ꎮ “实
践”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ꎬ它难以包括人类所有的生命活动ꎬ比如ꎬ谈恋爱在审美活动中铺天盖地、层出

不穷ꎬ人类对于人体美的欣赏常看常新ꎬ赏月、听雨、看彩虹ꎬ而生命———三重生命———则可以包括这些

内容ꎮ 从生命到实践ꎬ中间有一个动机问题ꎬ这是动力源泉ꎮ 人不是天生就是一个实践永动机ꎮ 人的实

践需要动机ꎬ这个动机来自生命存在与发展必有的多种欲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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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找到了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根本依据ꎮ 艺术为什么要表现爱情、表现死亡? 因为人的生命追

求爱情、关注死亡ꎮ 艺术为什么要表现对生存条件的创造和抗争ꎮ 因为生命需要这些条件来维持生命

的存在与延续ꎮ 艺术为什么表现人体? 因为那就是人的生命体的展现和异性的需要ꎮ 艺术的形式选

择ꎬ是人的生命接受和传递信息方式的选择ꎮ 怎么简明、快捷、高效ꎬ怎么感受起来容易收纳和储存ꎬ就
采用怎样的方式ꎮ 这样的方式就是一种美的方式ꎮ

第三ꎬ找到了美感发生的唯物主义基础ꎮ 没有生命动机ꎬ也就没有生命获得满足的快感ꎮ 这是解释

美感的必要前提条件ꎮ “实践美学”正是因为缺少“生命动机”和“生命满足”这个逻辑环节ꎬ所以它对

美感的解释是有缺陷的ꎬ它需要未来的心理学为它提供依据ꎮ 离开了人的生命ꎬ心理学不可能提供别的

依据ꎮ 它认为人从对象上“观照”、“证明”了人的“自由”ꎬ就会产生美感ꎮ 这是黑格尔“理念”的逻辑而

不是人自身的审美逻辑ꎮ
生态美学也有美感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ꎮ 从大生态的角度说生态产生了生命、产生了人、产生了

美ꎮ 但“生态”有没有意志? 它的意志目的是什么? 它如何产生美感? 它通过人来体现它的意志吗?
这恰好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逻辑ꎮ

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析:是人的生命产生了生态ꎬ还是生态产生了人的生命? 其实如果没有人的

生命ꎬ客观世界无所谓“生态”ꎬ有了人才有生态ꎮ 因为有了人才有对于生态的标准ꎬ才有了对于生态内

涵的界定和判断ꎮ 没有人的生态叫做自然ꎬ而自然是没有自己的主观意志的ꎮ “生态”作为自然科学概

念ꎬ其意义就是空气、水、森林、动物、生物、微生物———整个大自然ꎬ逻辑起点是自然ꎮ “生态”作为人文

科学概念ꎬ则是人生存所需要的自然环境状态ꎬ是有利于人生存的环境条件ꎬ逻辑起点是人的生命ꎮ 前

一个生态产生了人ꎬ后一个生态被人产生ꎮ
第四ꎬ在唯物主义的生命哲学框架下找到了艺术(和宗教)存在的人类学理由和动力源泉ꎮ 没有生

命的需求ꎬ艺术(和宗教)的存在都是没有根据的、偶然的、可以“消亡”的ꎮ 如果是生命之刚需ꎬ则它们

的产生就是必然的、永久性的ꎮ 只要人类存在ꎬ它们就会存在ꎮ 比如我们可以设问ꎬ人类放弃所有艺术

(和宗教)活动行不行? 没有艺术ꎬ取消审美ꎬ把所有的精力投入经济活动ꎬ这样可以节省无穷的人力、
物力、财力ꎮ 毁弃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艺术(和宗教)ꎬ如果真是那样的话ꎬ人类的精神时空就是一片荒

漠ꎻ人的精神生命会发生饥饿与恐慌ꎬ社会秩序就会被焦躁的精神生命产生的负能量打乱ꎬ不用政府组

织ꎬ人们会千方百计地自行创造精神食粮———“地下艺术”(“地下宗教”)的产生就是必然发生的现象ꎮ
从艺术的起源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如果说艺术是劳动、巫术、游戏偶然产生的话ꎬ怎么会越来越强劲地流

传这么多年ꎬ而且越来越丰富ꎬ越来越五花八门、丰富多彩? 恰恰是因为ꎬ人有精神生命ꎬ人需要精神食

粮ꎬ人要过精神生活ꎬ艺术和审美主要(不完全是)发生在精神时空之中ꎬ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

实现ꎮ
总之ꎬ提出人有三重生命ꎬ找出了人有精神时空和精神生命ꎬ为审美活动的发生、艺术的存在空间与

存在方式、创作的内容和形式、美感的发生找到了生命依据ꎬ而且是最为合理的解释依据ꎮ 美学的重建ꎬ
必须立足于人的生命ꎬ必须以人的生命为逻辑起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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