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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精神与“审美态度”的再反思
———兼论朱光潜“距离的矛盾”的美育意义

　 　 　 孙　 焘

摘　 要:　 “审美态度”意味着在日常与美感状态之间划界,但此界限并非与现实生活

隔离,而是要摆脱熟视无睹的状态,其实质是转化日常活动的意义。 朱光潜将“距离的

矛盾”解释为“入”与“出”的张力和平衡。 在日常生活中转化意义的一类契机是玩游

戏,以此作为讨论美感活动的参照。 赫伊津哈总结游戏的四个特征:自愿参加、遵守规

则、与现实的意义隔离、严肃的秩序感,亦皆与美感活动有相似性,中国的例子可为补

充。 游戏与美感皆需与现实计议隔离方得成立,但在人类文明的层面上却又是现实秩

序、想象力、乐趣和创造力的维护者。 温尼科特从人的早期心理发展角度指出游戏隔离

的现实意义,主张拉开距离不是为割裂和拒绝现实,而是为了更好地进入人事和社会生

活,让人在美感中获得境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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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美学中的有关观点参见彭锋在《迪基对审美经验理论的批判》中的梳理。 (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 11 个

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8-79 页。)
 

为探讨区别于日常经验的“美感经验”,论者或诉诸“美感态度”,以便强调某种经验的整体性与独

特性。 “美感态度”的提法映射着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学的“艺术自律”思潮,也影响了朱光潜提出的

“孤立绝缘”“心理距离”等观点。 在西方美学界,过度强调的“自律”将美感活动神秘化,又引起诸多理

论反拨,以至“美感态度”也被当今有些人认为是一种过时的学说。①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却不能简单地归为“自律论”,其有关于“距离的矛盾”等思考反而有助于突破现

代美学的局限。 他从布洛的美学思想接着讲,指出“在美感经验中,我们一方面要从实际生活中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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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方面又不能脱尽实际生活;一方面要忘我,一方面又要拿我的经验来印证作品”。① “距离的矛盾”
观点主张美感经验不仅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还对现实生活、日常经验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对于

构建美育理论尤有重要价值。 朱光潜开启了该论题的大方向,而在理论层面尚需进一步展开。 本文借

鉴荷兰学者赫伊津哈有关游戏活动的界定,从“游戏精神”的角度再论“美感态度”,重点是:与现实拉开

了“距离”的美感(游戏)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促进人的现实感。

一、朱光潜“三种态度”再深究

美学理论中有著名的“美感态度”之说———同样面对大海,人是感到惊喜、欣赏,还是熟视无睹,甚
至厌倦,主要不取决于大海,而在个人的态度。 朱光潜就此提出的著名例子是“对待古松的三种态度”。
面对一株古松,木匠的关注点是它的材质,为的是看它能做成什么用具;植物学家关注的是植物品种的

特点,为的是做研究;画家要看的是苍翠的颜色、虬劲的姿态、与周围的环境形成的画面,为的是生成情

景交融的意象。 人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态度”的性质———木匠采取的是日常的态度,人们在日常状态

里都会用类似的实用、功利态度去看待事物;以植物学家为代表的研究者会从某个跟自己没有切身关系

的方面看待事物,为的是增加有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对研究者而言,跟获取知识无关的形态、颜色等等

没有关注的意义;艺术家就不一样,他 / 她眼中的树跟自己当时当地的体验有关,这跟科学家不同,但又

不是要占有、利用这棵树,而只是要欣赏它,这跟日常状态也不同。
“三种态度”的区分明了易懂,揭示了美感现象的重要特点。 当一个人自知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面

貌主要取决于自己的眼光时,实际上也就对自己的眼光有了反观能力。 这时,人不仅可以观看这个大千

世界,还能自由地审视自己的态度。 在旧的认识论思维模式中,人对同一个对象只能有一个“正确”的

反映方式。 而当人有了自我反观的意识,则会承认意象生成是多样、多义的,没有正误之分。
然而,“三种态度”也还有着进一步深究的必要。 一般情况下,艺术家面对古松时并不排除对于古

松的日常的、科学的知识,不是只看到“苍翠的颜色、虬劲的姿态”,至少也还需要知道那是一棵树。 其

实,把事物“单纯地”看成颜色和线条是极其困难的。 另外,木匠和植物学家也可以在闲暇时对古松采

取美感的态度———虽然可能比一般人更不容易一点。 非专业人士很难对古松采取植物学家的态度,这
是因为科学研究要以长期的专门训练为基础。 一般人的“实用态度”也跟木匠有异,因为木匠的眼光也

要以长期的训练为基础。 是否采取美感的态度却跟职业没有必然联系,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看不到古

松的美,不是因为没有训练和能力,而是没有相应的内在条件。
人在什么情况下能以美感的态度去看待古松呢? 朱光潜提出的方案是“心理距离”———搁置功利、

实用、切身利害等考虑。 他指出,若完全脱离了切身性也会失去关注的兴趣,也无法维持距离的平衡。
我认为,与其追求某种“既不……又不……”的微妙平衡,不如重新反思所谓“实用态度”和“距离”。

且从朱光潜提到的“海边农夫”说起。 长年居住在海边的农夫体会不到观海游客的艳羡,只觉得后

园的菜地还值得一看。② 不唯农夫,花大价钱购买了海景房的人也不会长年累月地保持初见大海时的

惊叹,潮湿的海风更有可能成为日常烦恼的来源。 人们之所以不再欣赏其美好,表面看是“只重实用”,
其实是熟视无睹造成的视野收缩。 农夫若到了大都市,何尝不像倾慕海景的游客一样赞叹那些与己无

关的高楼大厦?
以认知心理而言,“熟视无睹”让生物把有限的心力资源投入到最急需的活动中去。 这种能力是各

种生物能够生息繁衍的重要条件,而其代价则是窄化了意义的范围和应变的可能。 人之异于禽兽者,一
个重要方面即是比一般动物有更强大的意义生成能力,但艰难的生活也会遮蔽人的这一特点。 有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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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 页。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 22 页。
 



太太看到电视纪录片里热带鱼的画面,不屑地说“这鱼肯定不好吃”。 她的问题不是对热带鱼采取了实

用态度,而是把有关于“鱼” 的实用态度仅仅联系到了“吃”,甚至都没有联系到对观赏鱼所特有的

“看”。
由此,阻碍“美感距离”的就不是“实用”,而是从动物状态中延续下来的“庸碌生活”所具有的片面

化、狭窄化。 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指出:“日常知识……在社会劳动分工的任何阶段上,都‘抛弃’那些

对人不再有用的成分。”①这就意味着日常生活本能地倾向于将事物意义加以简化。 王夫之在谈到“兴”
的必要时,也特别铺陈了“兴”的对立面:

能兴者即谓之豪杰。 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 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 终日劳

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

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 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

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俟解》)

王夫之所谓的“兴”,就是从庸庸碌碌的生活算计中跳出———由通于艺术的“诗教”来开启。 人可以

通过艺术而表达自己的情感,跟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有所不同,“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毕竟是拉开

距离的。 但正如生活中的美景可能被忽略,艺术也并不是“兴”的充分条件。 有些“艺术工作者”终日劳

而不能度越于一场场任务式的演出,批评家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无趣作品,也仍然是重复和麻木的庸碌

生活。
朱光潜还提到“心理距离”可以由时空距离开启,其关键即在打破“熟视无睹”。 人在旅行中会发现

许多当地人忽略掉的趣味,这是因为“那个新环境还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还没有使你一眼看到

就想起银行在哪里,面包店在哪里;一棵不认得的树还没有使你知道它是结果的还是造屋的,所以你能

够只观照它们的形象本身,这就是说,它们和你的欲念和希冀之中还存有一种适当的‘距离’”②。 这种

“距离”的本质是借助“陌生化”而打破庸常的固陋,激发个人固有的精神资源。 今有“心灵鸡汤文”曰:
“你厌倦的日常,正是远方人梦想中的远方。”其实是精神空间的大小,而非时空距离的远近,决定了意

义的深广程度。 在远行越来越方便的当今,如果一个人的内心资源不足,出门旅行也往往是换一个地方

延续着庸常生活中的烦恼———眼不见美景,而更在意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图片是否获得了足够多的点赞。

二、游戏精神:既认真,又放松

对古人来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长途远行多是迫不得已的活动。 即便对今人而言,旅行

也恐不足为生活乐趣的主要依恃。 若圣人“诗教”无缘领受,如何自振作于庸碌的生活? 让我们求教孔

子。 他不仅教导君子之道,还给了普通人一个建议:去下棋吧!③

能帮助人从庸碌生活中摆脱出来的一大类活动,就是各种游戏。 深入思考游戏活动,也有助于反思

美感和艺术活动。 荷兰学者赫伊津哈从游戏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指出游戏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要

素。 他认为,文明起源于游戏,人类文明中那些美丽的、高尚的方面都贯穿着游戏因素。 不仅儿童要玩

游戏,体育竞技、仪式、戏剧、诗歌当中也有游戏,甚至充满利益考虑的诉讼、商业和战争也都有游戏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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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焉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
 



素。 如果丧失了游戏精神,社会将走向野蛮和堕落。① 赫伊津哈在祖国解放前夕被纳粹迫害致死,悲壮

地注解了自己的学术见地。
游戏是类型复杂的人为活动。 维特根斯坦指出,人无法为游戏给出确切的定义,只能发现一定的

“家族相似”。 赫伊津哈还是试图为游戏提出了几个描述性的特点。 在本节的简单介绍中还结合中国

的例子加以引申。
第一个要素,也是游戏的首要前提:自愿参与。② 被迫玩的游戏,比如陪上司或客户打牌的职员费

尽心思不露痕迹地输钱,这就不是游戏,而是无奈的差事。 为挣钱去打网络游戏,虽然也是自愿行为,但
只是一份自愿选择的工作,跟任何其他格子间里的业务无异,不是游戏。 因为怕被朋友圈子孤立而勉强

加入的,也不是真正的游戏。 只有真正自愿地玩,才是真正的游戏,这里关键的不是活动的外在形式,而
是一种可明确衡量的“内心态度”。

第二个要素是严守“游戏规则”。 大家都在共同认定的游戏规则里面活动,获得应有的荣誉。 这种

概括不仅涵盖了一般的游戏,甚至也包括最极端的功利活动———战争。 “一切用规则约束的争斗都具

有游戏的形式特征。 我们可以把战争叫做最猛烈、最费力的游戏形式,也可以把战争称为最明显、最原

始的游戏形式。”③无论在《荷马史诗》还是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通常的模式是:一个英雄人物单挑另外

一个英雄,开打之前要先仪式化地报一番名分。 其实仅就取胜而言,一拥而上、乱箭齐发才是更有效率

的方式。
这让我们想到中国春秋时代的宋襄公。 宋国是周王朝保留的殷商故地,古风犹存。 宋国与楚国争

霸,宋襄公坚守战争的规矩———双方要站好队形,听从号令,“不鼓不成列”,按照规定的节奏开战。 宋

襄公主动让自己的队伍后退,为隔河对峙的敌军空出战场,敌军过河时,他不去攻打,敌军刚上岸时也不

打,要等人家排好了阵型才开战,结果大败,自己也负重伤,不久就死了。 宋襄公因此成了时人和后人的

笑柄。 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打了无数次仗,仅就战事本身而被传颂至今的,这却是不多的案例之一。
宋襄公把“规矩”放到了比战争胜负更高的位置,这让他的形象有了多面性:一位失败的统帅和一个高

贵的人。
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也是宋国贵族的后裔,也同样重视古风中的价值观。 他以“君子”作为理

想社会的承载者,曾说过:“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论语·八

佾》)这是对作为“六艺”之一的“射礼”的褒扬。 射礼就是射箭比赛,但它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竞赛,更
根据比赛成绩重新分配爵禄。 这种比赛比今天的更难,不仅要射中靶子,而且要站好队形,依着音乐鼓

点来发箭,比分清点完毕以后,获胜的人要向失败者敬酒,要表态“承让”。 孔子致力于发扬周礼,因为

这种距今 2500 多年前的游戏规则体现了高度的文明。
后来武侠小说里讲的那种打法,恐怕不是历史的真实,但人之所以愿意虚构武侠小说的较量方式,

也向宋襄公表达敬意,用意都在表达一种希望:人间的竞争不要超过一种由游戏规则设定的限度,伴随

规则而生的荣誉感并不低于竞争胜负的功利结果。 然而,理想跟现实不能混同,孔子自己也承认“道不

行”。 现实是,越没顾虑、没底线的一方越容易取胜,最终由虎狼之秦收拾了天下。 但秦二世而亡的教

训又让后人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种超越的精神而只凭蛮力,取利也不能持久。 如果竞争可以不讲底线,
只以取胜为唯一目标,那么胜利的意义何在? 巧取豪夺来的天下,真的能安享和平与繁荣吗?

艺术(学术亦然)是一种既基于前人积累、同行借鉴又体现独特个性的创造性活动,借鉴和剽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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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性质的竞赛精神作为一种社会冲动,比文化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就像真正的酵母
一样。 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以游戏为营养;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表现在宗教
竞争的语词和形式之中;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全都建立在游戏模式之上。 ……文明在游戏中诞生,文明就是游
戏。”([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花城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3 页。)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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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忽微却又判然分明。 若无视游戏规则和与之伴生的荣誉感,创新将被伪劣品淹没,美育也将丧失其核

心意义。
第三,为了在一套特别的规则内部活动,游戏要一定程度地隔离于现实,这是与美感体验和艺术活

动最接近的方面。 赫伊津哈指出,游戏都要设置一个与现实隔离的时间、空间和心理的界限,仪式与节

日亦然。① 朱光潜也指出,美感体验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无暇他顾”,暂置一切现实顾虑。
《庄子》里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其中一个是借比赛射箭来打赌。 为增加射箭游戏的乐趣性,可以

用筹码来打赌,胜者获利负者赔,许多游戏也都有这样的设置。 但押注的贵重程度却会影响比赛的发挥

效果———“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瓦是普通的日常器具,衣带钩属于随身佩戴的奢

侈品,黄金就是最贵重的东西。 转为当今生活里的比喻:用一餐烧烤为注,或能促进竞技状态,让大家玩

得更好;用一部高档手机来下注,一般人可能心存忌惮,影响发挥状态;如果成败联系于一套房子的得失

呢? 恐怕就要昏头了。 庄子说,人在能力技巧不变的情况下,越是重视外物,就越会让内在的能力受阻,
这就是“外重者内拙”。 人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外重”,也就相应在多大程度上领略高妙之境。 有一位捉

蝉的老者,用长杆粘蝉翼犹如探囊取物。 被问及秘诀时他说,在面对目标的时候,即便用全天下来换取

眼中的蝉翼,他都不会为之一顾。 放下现实名利得失还只是第一步。 《庄子》里的另一场射箭比赛不用

赌注,而是站在悬崖边或如今三十层高楼的天台上,半只脚悬在边缘外……这时不用说比试射箭,腿都

要站不住了。 《达生》篇以“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讲了心性修炼的过程:“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
必齐以静心。 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
最终的胜利,不是在竞争对手面前显耀,而是像庖丁那样“提刀四顾,踌躇满志”,赢得生命本身。

游戏和艺术设置了很多隔离于现实的方式,比如西方的假面舞会,当大家都戴上了假面具,反而能

够摘下平日的无形面具,释放真性情。 古希腊的戏剧要带面具,除了便于远处的观众认清角色,还有就

是要拉开与现实的距离。 中国戏曲里也有相似的规矩,齐如山概括为“美术化” (也就是“艺术化”):
“所谓美术化者,即是前边所说的加入了各种舞的姿式,各种动作都有特别的规定,一切不许写实,且一

些真物也不许上台。 用两句话概括着说,就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②此种特点在舞台上表现为“非写

实”:一切出声都要经过歌唱的装饰,包括哭、笑,甚至咳嗽,都要有歌唱的韵律,跟日常不同;走路、奔跑

皆有舞姿,站着不动也要有美的姿态;刀枪一定是“银样镴枪头”,日常器物也都是特制的戏台物,不但

不标榜“写实”,反而强调与现实样貌的不同。③

游戏与现实隔离,并不意味着游戏在现实人生中无足轻重。 英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指出,
游戏根植于人类早期成长历程中的一种深刻的心理需要。 婴儿需要得到养育者(一般是母亲)的持续

关注。 当养育者不在场超过了一段时间,婴儿就会感受到可怕的死亡焦虑。 婴儿会通过具有特定触感

(如柔软)、气味、颜色、声调的替代物来缓解养育者暂时缺席造成的焦虑。 若分离焦虑水平适中,婴儿

会生成自己的精神空间,替代物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和有象征性、创造性,由此发展出更为复杂的游戏、
艺术以至宗教信仰。 这后面的诸多活动也正是通常被称为“文化”的领域,为古往今来的人们持续地提

供稳定感和意义感,用以对抗分离和死亡的威胁。④

第四,游戏既然是一个独立的时空,就会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秩序和真实感,值得人待之以最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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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第 11、1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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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不仅与外部现实隔离,在隔离墙内部也有不同的分区,老成员与新成员之间有着永恒的张力。 老成员与新

成员之间的区别在于加入时间的长短,其界限可能表现在某些典故、术语的掌握程度。 游戏一方面要源源不断地有新人
加入,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和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新人也会带来诸多改变,参与塑造游戏并一直居于核心的老成员会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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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①

在日常话语当中,人们说“这件事你可不能当儿戏”,意思是这件事要严肃对待,不能当成游戏。 这

是对“儿戏”的误解。 儿童对待游戏多是十分认真的。 一群小孩在玩打仗游戏,如果其中一个不知趣地

说“打赢了有什么意思,还得回家做作业呢”,这个孩子一定会遭到无情的排斥和孤立。 即便是两个成

年人弈棋方酣,旁人说一句“赢了能当饭吃吗”,也会让人不愉快。 他们固然知道自己正在投入的事情

没有直接的功利价值,但既然乐在其中,就不能以现实的标准去评价。 赫伊津哈指出,“搅局者”诚然说

的是实话,但破坏了游戏的氛围,甚至摧毁了游戏的世界,就是一种严重的冒犯。②

言及现实,如今各行各业都提倡“工匠精神”,道理好讲,难处在激励机制———在利益算计面前“人

都不傻”。 培养“工匠精神”往往意味着在学习积累的漫长过程中,投入与现实回报的比率低于行业的

平均水平。 既然即时可见的利益回报不足以提供激励,没有一点痴迷的劲头就不会有“大匠”出现。 与

其树立万中无一的偶像,不如创造条件让更多人去自由地、专注地“玩”。 三五岁小孩玩游戏,无论看似

多么简单幼稚,都是在认真地构建一个对自己有意义的世界。 如果在这种亦真亦幻的“过渡性空间”
(温尼科特,1971)中收获的乐趣得以继续发展,就可望出现“工匠精神”。 当然,真正艺术、科学的创造

跟三岁孩童的游戏还不一样。 区别在于:小孩自己玩的游戏是偶发和随意的,而艺术、思想、科学的创造

则基于历史和个人的长期积累,需要有更复杂的形式,花费更长时间去掌握技巧。 难掌握的形式和技巧

增加了挑战的乐趣,充实了人际交流的内容,让游戏更好玩。 游戏越好玩,玩得越持久,也越有可能玩出

新花样。 举凡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明创造,多属于这种“新花样”。

三、何以有趣:游戏精神与美感活动

对游戏的观察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思考美学问题。
例如“艺术的真实性”。 西方最早的艺术理论基于“模仿说”,其前提是设定了模仿所指向的“真

实”。 艺术模仿就是在外观或“本质”上肖似于“真实”。 如今这种理论虽已不再承担对艺术本质的解

释,但还是提示着“艺术真实性”的问题。 反思游戏活动可以为此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小孩子在玩游戏

时,可以临时指定一把椅子是一匹马。 椅子与马之间存在着形象上的简单相似性,比如椅子靠背被当做

马头;更重要的是功能上的相似:用来跨骑———这种“非日常”的设置打破了椅子的使用惯例。 尽管“形

似”显得十分勉强,却不妨碍游戏者对“真实性”的认可与坚持,甚至还会“有逻辑地”加以推演:当不知

情的大人把一件衣服随手搭在这把椅背上,小孩就要抗议马儿的脑袋被蒙上了。 但小孩不会因此种

“赋予意义”而把现实生活搞混乱。 游戏都有其边界,游戏者不会入戏太深。 他 / 她一般只把“此时此刻

的这一把椅子”认作是马匹,玩累了仍然可以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休息。 也许吃过一顿饭后,小孩开启了

别的游戏,“椅子=马”的临时指派就解除了。 就此而言,拙朴的玩具更有助于承载灵活和丰富的想象。
如今有些儿童玩具过于写实,一辆逼真的遥控电动车就只能是一辆车,很难再充当恐龙、城堡或者其他。
这反而降低了游戏的乐趣,玩具也很容易被弃置一边。

在舞台艺术中,布景也可以像在游戏中一样承载多种意象,中国戏曲舞台的“虚拟性”尤其显著。
表演者将手一指,临时规定这一片空间就是花园,然后绕几圈表示走了很多路,再回到舞台当中做开门

的动作,同一个空间又成了室内的厅堂。 这种“虚拟性”不是因陋就简,而是让舞台的意义空间变得更

大。 景致、道具一旦坐实,可能性就坍塌了。 “虚拟”而并不“虚假”,因其有着严格的写实规矩,比如舞

台上并没有真正的台阶,表演上楼梯只需要人迈步做动作,这是虚拟的;但要看人的迈步动作:上去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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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群举行和体验神圣仪式时的心态是最神圣最严肃的,然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真正发自内心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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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第 21 页。)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第 13 页。



级台阶,一会下来时还要是几级,这里就讲究写实,错了步数要被喝倒彩。 另如扇扇子的动作,性别、身
份各有不同———美人掩口、文人抚胸、武人扇肚子———这些细节反而要比日常现实中一般人的姿态还更

准确、更细腻。 辨其“任意”与“认真”:越是充作人情故事背景的场景、道具,越虚化和任意;而越是直接

体现人的活动、心情或者人际关系的肢体动作,就越需要认真写实。
再如美感中的“合理的愉快”。 艺术令人愉悦,却又有郑淫之戒。 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 正如游戏

常有对抗,对抗不免暴力。 武侠小说也有许多暴力对抗的场景,是为“武”,但也有很多意趣,则在“侠”。
“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像西方的骑士一样的游戏精神。 若没有恪守公平对等、崇尚荣誉重于现实利

益的态度,没有一点带有仪式感的规矩,暴力就成为可厌可憎的感官刺激;同样,虽曰“侠之大者,为国

为民”,但若不在游戏中展开历险和角力,为国为民的故事也就变成了无趣的道德说教。 如果说“寓教

于乐”是艺术的社会功用,“乐”(趣味)而非说教,才是首要的。
全身心投入地欣赏音乐、舞蹈,人的精神状态是饱满的,带有着适度的兴奋。 跟这种艺术体验接近

的是玩一场令身心同时得到愉悦的游戏,比如踢足球、打牌等等。 孔子鼓励“饱食终日”的人把心思放

在下棋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家的宽容精神。 游戏的种类、规则特别多样,为体力的、智力的、反应敏锐的、
善于交游的种种潜质提供了多样的实现机会和即时奖赏。 现实社会里的“追名逐利”也可以被当做游

戏,但它的综合难度显得太大,反馈奖赏周期太长,多数人只能在其中品味到失败和沮丧。 游戏吸引人

之处还有一个特点:允许“从头再来”。 一次游戏有着明确的终止边界,可以让人屡败屡战,不断挑战自

己的极限,或者两人或多人的比赛,都有着令人欲罢不能的乐趣。 古人警惕“玩物丧志”,但问题并不在

谴责甚至禁止游戏,而在如何让现实中“有用的”活动变得更加“好玩”。
又如“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古代社会,“日常”与“审美”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两者的对立来自

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无力消受“无用的美好”,声、色、嗅、味等美的形式往往

联系到特别的场合、仪式或者高高在上的特权。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直到当代人记忆可达的往昔,普通

人都还只有在过年时才有条件穿新衣、享美食。 在最近的四十年内,多数人口才第一次摆脱了饥寒和粗

陋无文的生活,并急于转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的极

端。 当今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题中之义,不再是如何进一步寻求感官的“炫惑”,而是如何在物质

刺激极大加强的环境中保持专注力和自我意识。 既往的文化并没有为普遍的衣食无忧状态准备好足够

的应对资源。
反思游戏体验有助于启发有关于人生乐趣的思考。 与“无用的美好”一样,游戏也是以往社会中的

奢侈品;而在物质需求得到相当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开始凸显之际,游戏活动也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

要现象。 玩竞胜类游戏的人往往特别投入、专注,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不会觉得无聊。 这主要因为游戏

的结果反馈机制引人投入其中,不确定性、紧张感有助于聚精会神,全身心投入。① 就人的生理条件而

言,紧张感与人的肾上腺素分泌有关,激发起“战或逃”的原始本能;如果这种紧张和不确定跟现实生活

的利害趋避保持一定距离,免除了安全感的压力,就有可能激发出游戏的乐趣。 积分、过关、对战……都

给人提供了明确的效果检验,刺激着“再玩一盘”的冲动。 不少网络游戏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机制而不

断消磨玩家的时间和金钱。 赌场的奥秘也是调动了“紧张-反馈”机制,一开始多会让赌客赢一点小钱

来启动这个反馈机制,一旦成功启动,越输钱反而越能激起更大斗志,甚至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有人因

此以“令人沉迷”批评游戏活动。 但其实弊端并不在“沉迷”———沉迷于艺术、科技发明反而都值得鼓

励。 与艺术、科学活动相比,某些网络游戏的弊病是让快乐来得过于容易,甚至只要持续大量花钱就能

获得现实中难得的满足。 过于轻易的满足打消了努力的意愿和自主追求的意识,让人易被外部力量

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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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距离的矛盾”观之,有些游戏尽可能地降低门槛,用易得之声色、廉价之胜利引人沉溺,以至逐

步丧失自己;反之,良性的游戏体验则各有其难度,拉开了玩家与即时满足的距离。 训练、攻坚是乐趣的

源泉,直至通达艺术的创造。 在长期积累而又充分激发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最能得到实现,产生出历

史上没有的“新花样”。 在金庸小说里常有如下一类场景:

这时,洪七公与欧阳锋都蹲在地下,一个以左手中指轻弹自己脑门,另一个捧住双耳,都闭了眼

苦苦思索,突然间发一声喊,同时跃起来交换了一拳一脚,然后分开再想。 他两人功夫到了这境界,
各家各派的武术无一不通,世间已有招术都已不必使用,知道不论如何厉害的杀手,对方都能轻易

化解,必得另创神奇新招,方能克敌制胜。 ———《射雕英雄传·第十八回》

四、出入从容:“美感距离”的现实

从学理上,朱光潜的“三种态度”受审美和艺术自律思潮的影响。 此思潮包括提出“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在审美风格方面突出“美感形式”等。 “审美自律”有理论和现实的多种来源,在理论上是康德

以降的“无功利”传统,在现实中则是博物馆体制使得艺术(尤其是绘画)脱离了宗教、政治、礼仪等而自

成一体。①

“艺术自律”标榜“艺术本身的价值”。 在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画作重其宗教传播的价值,基于“圣

母”之类“题材”。 大家都没有见过圣母本人,画中女子也部分地来自模特的美,“内容”也是其艺术价值

的一部分。 后来画圣母像的画家很不少,拉斐尔被公认为大师,体现为个人技艺的“形式”也紧随其后。
拉开了几百年的距离,拉斐尔圣母像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宗教意义的“圣母”,而主要体现为其艺术史的

意义。 艺术品的价值不再寄寓于它与现实(包括神圣的信仰领域)的关系,不表现为题材和内容,而在

于它在整个艺术史中的地位,取决于这件艺术品与其他艺术品之间的关联。 由这种思路就逐渐有了

“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 这个口号把艺术创作的价值诉求与“为信仰而艺术”或“为政治而艺术”等等

区分开。 受这种口号的影响,在艺术史的叙述中,可能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看起来不及另一

件默默无名的作品更“美”,但只因为它处于艺术史长河的转捩点,反而更容易青史留名。
既然艺术创作的价值更多来自艺术史上的地位,在其(与题材、内容相对立的)“形式”,那么艺术创

作甚至就可以大胆地抛开“内容”而专务形式。 这就是从 20 世纪前半期开始出现的情况,在美术史上

就有了以毕加索、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等作品为代表的现代艺术流派,在艺术理论当中也有了以苏珊·
朗格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美学。 对这些作品和理论,坦诚的圈外人会抱怨“看不懂”,但这无足以否定此

类艺术和理论的意义。 现代艺术家和批评家希望尽可能拉开与“大众”的距离,这不仅是“老成员”与

“新成员”之间的隔离,也体现着现代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的要求。 正如布迪厄所言,资产阶级也有一

种“拉开界限”的要求———要充分利用文化符号的高门槛维护自己的文化资本,尤其要拉开与附庸风雅

的“暴发户”和“小资产阶级”的距离,后者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显得野心勃勃。②

朱光潜的“心理距离”与“审美自律”有同有异。 朱光潜也提出了“孤立绝缘”的主张:“从道德观点

说,‘思无邪’是胸有把握,不至为邪念所引诱。 从艺术观点说,它是专心致志地无所为而为地欣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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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 11 个问题》,第 136 页。
“一些斗争的赌注是在社会世界中属于信仰、威信和丧失威信、认识和评价、认识和认可之范畴内的一切,名字、

名声、威信、荣誉、功绩、权威,这一切造成了作为被认可的权力的象征权力,这些斗争从来只涉及‘高雅’的持有者和‘自
命不凡的’觊觎者。”([法]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393 页。) “一些对立倾
向于在每种情况下在特定资本方面最富有的人与不那么富有的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把持者与觊觎者、资深者与新来
者、高雅与自负、正统与异端、后卫与先锋、秩序与变动等之间建立。” (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第
360 页。)

 



孤立绝缘的意象,注意力不旁迁他涉。”①但朱光潜的理论并不像自律论那样要与现实生活完全隔离,更
不支持对“曲高和寡”的标榜。 他说:“‘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 ……艺术的理想是距离

近而却不至于消灭。 距离近则观赏者容易了解,距离不消灭则美感不为实际的欲念和情感所压倒。”②

以“不即不离”的标准观之,“看不懂”的艺术和理论就显得“距离”过远了。
“游戏精神”也能与“距离的矛盾”呼应。 游戏之能成立,也需要一道与现实的隔离墙,但游戏并不

脱离人生。 如果游戏或艺术活动基于人际互动,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平等互动,打破现实中的尊卑等级。
这种游戏除了要有时空的界限,也常常包括身份的转变。 “转换身份”的过程在中国文化里就表现为各

领域的“雅号”。 在《红楼梦》中,贾家女儿们要比赛作诗,林黛玉就提议大家先把名号称呼都改了。 在

现实的世界里,大家都各有身份,探春、惜春都是贾家的女儿,黛玉是亲戚,宝钗是客人,各自的言行要考

虑彼此之间的关系,但要玩游戏,林黛玉就得成为潇湘妃子,薛宝钗是蘅芜君,探春是蕉下客等等。 这是

对现实人生的充实和美化,也是对人际关系的提升。 后来作为佣人和保姆的香菱之能突破阶级壁垒,被
诗社接纳,亦有赖于游戏与现实隔离之功。 这恰恰是布迪厄说的阶级和阶层间“区分”的对立面。

游戏、美感不仅不与现实隔离,反而还都通向人生境界的提升。 朱光潜强调“艺术能超脱实用目

的,却不超脱经验”,③就此还用了一句更有中国传统色彩的提法:“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入”与“出”是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的价值趋向,两者表面矛盾,实则相通和配合———暂时远离现实的

人事和社会生活,不为割裂和拒绝现实,而是为了更好地进入人事和社会生活。 人在美感中获得的境界

提升,都会在“孤立绝缘”的体验之后、之外起作用。④ 这正是艺术与美感之于人生和社会的最大意义所

在。 由此,朱光潜“距离说”的思想资源与其说是现代主义的,毋宁说是中国传统道家“无为”思想和理

学中的境界论主张。
既曰“入”,就意味着游戏或美感、艺术重新建立了与现实的联结。 赫伊津哈也指出,游戏活动本身

固然与现实隔离,但游戏之于个人的生活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却善莫大哉。 “游戏在特定的场地里

完成,其边界明确,且以盛宴的形式展开,也就是说,它是欢快而自由的。 这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是暂时

自足而自如的世界,明确划定了疆界的世界。 然而游戏结束之后,其效应并不会丧失。 相反,它继续向

外在的平常世界放射光芒,对全社会的安全、秩序和繁荣产生有益的影响,直到下一轮游戏季节

到来。”⑤

总之,“心理距离”与“无所为而为”都适用于美感体验与游戏活动。 在虚拟与真实、技艺与体验、乐
趣与创造等方面,游戏与美感活动有着深刻的相通。 通过反思游戏活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心理

距离”的意义———不是为逃避和拒绝现实,而是为了更好地进入生活。 而美育之于人生的现实意义,也
是让人可以用游戏式的专注来读书、工作和生活,用游戏中的平等态度与人交往,创造人生之美。

(责任编辑:若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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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 114 页。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 26 页。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 25 页。
 

“意象的产生不能不借助于联想,联想愈丰富则愈深广,愈明晰。 一言以蔽之,联想虽不能与美感经验同时并
存,但是可以来在美感经验之前,使美感经验愈加充实。”(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 94 页。)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第 1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