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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 

讲到美、审美问题，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先哲柏拉图在《大西庇阿斯篇》里的叹谓“美 

是难的”!不过 ，由于这个高度 困难的问题 直接关涉到美学本体论 的建构依据 ，因而成为美学 

讨论不能回避的理论对象。当然，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本体性追 问，何为美、何 为审美因其与人 

的存在、存在方式和经验，以及人的经验活动及其现实指向等的复杂纠葛，有着因人因时因地 

的不同理解。尤其是进入 当下 ，伴 随文化观念 、生活实践以及包括艺术生产与消费等在 内所发 

生的诸多现实改变，美和审美的问题在其原有理论困难之上和之外，又新生出许多引发我们重 

新思考、进一步辨析的新问题。如此，则寻找美和审美的解题之道，便构成 了美学在当代的理 

论担 当。在这个意义上 ，本期刘旭光从 目的、机制、来源三层 面对 “什 么是 审美”的回答，杨光 

从“感知”批判维度对阿多诺美学独特意义的揭示与分析，或可为继续行走在求解之路上的 当 

代美学研 究提供有意义的启发 。(王德胜) 

什么是“审美’’ 

当今时代的回答 

刘旭光 

摘 要： 审美是人类在经验与教化中习得的一种综合能力，这种能力有其先天基础， 

也有其经验性的构成 。审美建立在人对世界的肯定性感知之上 ，它以人 的精神与情感 

的交流为目的，指向精神性的心灵愉悦。审美始于主体以其全部感性能力对对象的直 

观 ，这种直观 引发人的生命体验，最终在对直观感知与体验的交感反思 中，在主体获得 

反思愉悦之后 ，审美得 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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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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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光 什么是“审美” 

什么是审美?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当今时代的回答。所谓“当今时代的”，是指它能“反映”与 

“解释”当今时代的审美活动，也指它能“指导”当今时代的审美活动。在过去两百年间，人类的“审美活 

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这也造成了“审美”在“观念”上的剧烈变化。然而，理论的滞后性使得人们要 

么用两百年前的理论批判这两百年间发生的变化 ，要么为这种变化辩护 ，而不是给出足 以解释和引领变 

化的理论，“审美”有其“现在是”，也有其“应当是”，一个对于审美的适当的“定义”，应当是二者的结 

合。两百年前西方人对审美的认识，可以概括为——通过感性直观而获得的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尽管 

这个判断中的每一个词在过去两百年中都受到过质疑 ，但这句话却是人们理解“审美”的起点 。一百年 

前中国人接受了这种审美观，而在此之前，我们把凡能娱情、悦性、畅神、养气、静心的行为，都泛泛地纳 

入审美 ，虽然这些观念不能满足当代 中国人的审美需要 ，但依然有其文化影响。从审美观念 的历史性变 

化和人类审美实践 的现实变化来看 ，审美或许有其纯粹的先天基础 ，但它主要是在现实的人生经验和文 

化环境中习得的能力 ，因此 ，审美总是有其现实的文化性 、具体的民族性和变化着的时代性 的。按这个 

思路，本文试图批判性地继承审美理论在两百年间的变化，综合中华民族在审美上的民族性，以及当代 

人的审美实践和对审美的需要，对“审美是什么”给出一个当代中国的回答： 

审美是一种肯定式的、交流性的、以愉悦为 目的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审美是通过全部感性能力对对 

象进行感知、直观，并以生命体验为基础，通过交感反思获得反思愉悦的过程。 

一

、 审美是对世界的肯定性感知 

批评不是审美，否定不是审美。当我们说“请欣赏一个对象”，或者说“请对一个对象进行审美”时， 

我们想要说的是，请寻找对象中令你喜悦、令你赞叹、令你认同的地方，即以肯定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 

不仅仅是你的喜好与趣味的表达，而且是，你以自己的方式，肯定了对象的某些性质或某种状态。你的 

肯定，是你的宽容、超越与乐观的表现。在这个肯定之眼的直观之下，“邋遢”会成为“放旷”，“简陋”会 

成为“拙朴”，“偶得”会成为“自然”⋯⋯。审美首先是一种态度 ，它代表着宽容 、理解 、鼓励与爱 。审美 

不能代替批评，正如批评也不能代替审美，以审美的态度看待世界与其它方式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它是肯 

定性的。 

这一点在美学史上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达 。英 国经验论的美学把是否让人愉悦作为评判对象是 

否美的尺度，这暗含着审美行为所包含的“肯定性”，康德美学把“纯粹美”定位在普遍而必然的愉悦，也 

包含着对审美之肯定性的确认。但是西方人把“愉悦 ”这个词理解为主体对 自己的肯定，“凡是驱使我 

维持我的状态的，就是使我快适的，就给我以快乐⋯⋯快乐是生命力被提高的情感”①，在这种观念中， 

愉悦是对象使主体获得的满足与提高 ，或者主体把愉快的情感和他的“意图的实现”②结合起来 ，这种愉 

悦观在当今时代不能令人满意，愉悦不仅仅是主体的满足，还应当是对对象的肯定，这在中国传统的审 

美中体现为对“成己成物”的追求。《礼记·中庸》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③审美中的愉悦不仅仅在于“成己”，还在于“成 

物”，是对物的存在的肯定。在审美之中，以肯定性的方式对“物”的直观一直要到海德格尔的中后期思 

想④才出现。如果没有这种肯定性，我们就无法把审美与其它直观方式区分开来。 

把审美定位于对世界的肯定性 的感知 ，这是对审美非功利性的反驳 ，l9世纪的西方人把 审美定位 

于非功利性的直观，而且只关乎对象的“表象之形式”，而无关乎对象的实在，这从自由的角度来说当然 

好 ，但这也意味着审美实际上成为“闭眼看世界”，或者对对象的漠不关心，“审美”因此就被 等同于“闲 

看”。而强调审美是一种肯定性的感知，则意味着审美是一种“心与物游”的状态，是对物对我的双重肯 

定，是寻求“物⋯‘我”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而不是“闲看”。 

① [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 ，重庆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26页。 

②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2页。 

③ 《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中华书局 2001年版，第 791页。 

④ 比如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物》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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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光 什么是“审美” 

强调审美作为肯定性的感知 ，在 当代审美文化中有特殊 的意义。由于文化的后现代状态和批评理 

论的兴起 ，特别是阿多诺思想的广泛影响，人们以“奥斯维新之后写诗是野蛮”为 口号 ，把否定性 的批判 

纳入到审美之中。同时，后现代的艺术以反讽、颠覆、碎片化、解构等手段来进行创作，它的必然后果是 

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观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审美”这个词没有意义了。审美这个词或者被泛化为 

“感性化”，或者被置换为“艺术化”，人们甚至建议取消这个词①。这就是当今时代美学上的问题：泛艺 

术化或者过度感性化本质上是反审美的 ，却被理解为 “审美 ”!泛艺术化本质上是反艺术的，却被理解 

为“艺术”。 

所以，重新回到对对象的肯定性感知 ，是当今时代对审美的呼唤 ，也是保卫“审美”，保卫“美”的基 

本需要。如果把这一点确立为现代审美的根本，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学会陷入这样一个悖论——我们 

是不是可以欣赏“恶”?这一点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是确实存在的，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感知方式，它可以 

欣赏一切对象，即便这个对象是恶，是丑，是罪，是虚假。但这是必须要接受的事实——审美与道德判断 

是并行的，不相互否定；审美与真理判断是并行的，不相互否定。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审美的独立 

性。一个人的帅或美与这个人是不是坏人无关，或许我们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些对象，不应当“以审美 

的方式”来观看它们，而不是要求把审美道德化。 

强调审美是对对象 的肯定性 的感知 ，并不是要混淆是非 ，而是说 ，除了不断地区分是非之外 ，我们还 

需要一种肯定与宽容他者与他物的姿态，这种姿态可以把我们从无处不在的真假判断、是非判断与价值 

判断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的善良与宽容成为我们观看对象的前提。审美不是为了区分美丑，而是在对象 

处寻求你认为值得肯定和令人愉悦的地方，即便找不到，也不意味着对对象的否定。 

康德之后的美学把审美视为“纯粹直观”，特别是现象学美学和解释学美学，似乎只有非概念的、与 

诸种前见无关的、不带任何情感立场的直观才是审美的②，并 以这种直观为审美意识的起点。强调审美 

的非功利性没有错，但非功利性的实现并不只有纯粹直观一条路，审美的尊严在于它饱含爱意(按康德 

的说法是“惠爱”)，而不在于它是“纯粹直观 ”。“纯粹直观”仅仅是在现象学还原中所还原出的源初的 

认识环节，这个环节是所有经验认识的起点与基础，当然也是审美的起点与基础，但起点和基础并不是 

本质，在纯粹直观的基础上，审美作为一种意向性活动，它的目的不是呈现出“物”自身，而且建构出一 

个令人惠爱的“物”，一个具有意义与价值的“物”。这种惠爱带给我们的愉悦，是成己成物的愉悦，而不 

单单是“表象力的自由”⑧。 

二、审美是交流性的 

在审美活动中，当我们说一物很美的时候，我们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还是在表达自己判断的 

结果?如果仅仅是倾向，那审美就是自我表现，是表达 自己的趣味、倾向、爱好的手段，也就会成为对人 

进行区分的手段。人们会以在哪些对象处能获得美感而作为区分人的“等级”的手段，比如高雅的、文 

明的人与粗俗的、低级的人。审美确实和趣味纠缠在一起，但是审美有超越于趣味之处。 

“这东西很有趣”和“这东西很美”，这两个语句在 日常语 言中意味不同。前者不要求别人认 同，而 

后者更像是一个确定性判断 ，暗含着这一判断的结果是具有普遍性 的，所 以在康德的美学 中，第一次从 

普遍性的角度把审美和趣味作 了一个区分 ：审美要求普遍性 ，是一种普遍 的愉悦。“凡是那没有概念 而 

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④，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对一个对象进行审美时，具有共鸣性的愉悦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愉悦，或者说，审美就是在对象处寻求可以引起共鸣的愉悦。对象可以以其某种性质 

① 在这个问题上赵毅衡先生和我有一次争论 ，赵先生建议把 aesthetic这个词都译为“艺术化”。见刘旭光：《审美 

不是艺术化》、赵毅衡：《“泛审美化”还是“泛艺术化”?》，《文艺争鸣))2Ol1年第7期。 

② 对这种审美观念的描述与反思，参见刘旭光 ：《作为交感反思的“审美的观看”——对现象学“审美观看”理论的 

反思与推进》，《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 1期。 

③ 康德认为审美愉悦在本质上是主体在获得对象的主观表象时，表象力的自由游戏这样一种内心状态所引起的 

愉悦 。 

④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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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光 什么是“审美 ” 

上的奇特而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新奇感不是美感 ，一物“怪 ”，并不是一物“美”，新奇感要转化为美感 ，就 

需要让新奇感建立在美感上 ，而这一美感必须是普遍愉悦 。审美的独特性就在于 ，人们在审美的时候预 

先有一个对于美感或者说愉悦的预期 ，这个预期在理论上 的表达是“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文化熏陶 

的结果 ，也是民族性的与时代性的。在审美的时候 ，人们是在寻求共通 的东西 ，是在“交流”。 

审美作为一种感知方式，它所要寻求的愉悦不仅仅是自己的，而且是希望别人也能赞同的，即便作 

为一种享乐，它也希望这种享乐别人也可以感知到，并且能够产生共鸣并参与其中。不追求这种赞同与 

共鸣的愉悦与享乐，就不能算是审美，而仅仅是对自己趣味的满足。就这种赞同与共鸣而言，审美是交 

流性的。这一点是千百年来中西方文化在对审美的认识上的共识，虽然直到康德才给出了一个明晰的 

理论说明，但是审美和艺术活动让人们相聚，让人们结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这是各民族所认同的审美的 

基本功能之一。康德认为美“伴随着对每个别人都来赞同的要求而使人喜欢，这时内心同时意识到 自 

己的某种高贵化和对感官印象的愉快的单纯感受性的超升 ，并对别人 也按照他们判断力的类 似准则来 

估量其价值”①，并以此为根据作了一个光辉的判断：美是道德的象征。在这句话中，审美由于追求“普 

遍赞 同”而使人“高贵化”，并且实现对愉悦的单纯感受性的“超升”而成为人 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手段 ，在 

这个意义上 ，由于人性的高贵化和愉悦 的超升 ，美就成为具有“德性的”、善 的。这说 明，审美最核心的 

价值，是建立在审美的交流性之上的。 

对审美和艺术之“交流性 ”的强调，在 中国文化中的体现是强调审美与艺术的“群 ”(兴 、观 、群 、怨 ) 

与“和”的功能，“故乐者 ，天下之大齐也 ，中和之纪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②。通过艺术和审美 ，个人的 

个性、风格与情趣既可以得到体现，而这些活动又由于其交流功能而成为粘合剂。 

在现代派艺术与现代审美中，艺术和审美都成为一种 自我表现的方式与手段，人们用艺术来表现内 

心的诸种感受与意绪，用审美来标榜 自己的品位与个性，一种深刻的自我中心主义占据着当今时代的审 

美与艺术 ，而这种“单子”般的“自我”成为审美领域 中的 目的与尺度 ，对于许多作品来说 ，题 目比作品本 

身重要。这种情况的恶果是，在许多作品面前，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要做什么，应当如何欣赏。现代艺 

术像一架来 自未来的机器，却没有说明书，喃喃呓语般的自我表达和迷狂般的自我表现以“反对深度”、 

“反对诠释”为理由，让审美成为一种个人化的体验。这种状态在理论上的表现是，人们区分不了“审 

美”和“感受”之间的关系。审美是一种肯定性的感知方式，这就决定了，当你在肯定一物之时，有一种 

认同发生了，也有一种共鸣发生了，这种“发生”不是艺术的效果，而是艺术的内在机制。在康德所奠定 

的天才观里 ，天才不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 ，而是为一个理念找到可表达 的、可感的形式的能力 ，天才创造 

着“审美理念”，而审美者可以反思这种审美理念而理解天才的艺术所传达的内容。在中国人文化传统 

中，艺术语言所呈现出的“夷、希、微”和作品在内涵上的“真、精、信”是融合在一起的，形式的复杂、朦胧 

和自由，如果没有呈现出情感与意义上的“真、精、信”，就是失败的。审美是一个寻求理解与共鸣的过 

程 ，而不仅仅是 自我表现的过程。 

通过审美和艺术，让人们凝聚起来，让人们展开交流，这在中西方的审美活动史上与美学史上，都是 

共识性的，这是审美之社会意义的核心部分，审美的交流功能在当代没有在理论上得到重视，在人文主 

义的美学传统中，审美是可以让人 “人化 ”的人类 文化活动 ，审美 因其建立在共通感与教化之上而具有 

交流性，而这一传统由于认可审美的交流性，因此把审美上升为人类 自我提升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审美 

教育理论。但是批判理论盛行的时代，在某些社会学家看来，审美具有使人们区分的作用，是一种意识 

形态 ，因此 ，审美与趣味的差异没有被继承 ，趣味判断和审美被视为一体 ，在对趣味活动的区分作用进行 

批判时，把审美也进行了不加 区别 的批判 ，审美被视为意识形态 的话语霸权的一种形式。与这种批判相 

并行的是文化的后现代运动，在反对同一性、强调个体性的总体思潮中，艺术与审美中的非理性主义把 

情绪、感受、幻觉、刺激等等作为传达的对象，在这种思潮中，“表现”显然超过了“交流”而成为艺术与审 

美的主旨之一。 

① [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00页。 

② 《苟子》，安小兰译解 ，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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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 ”这种人类行为既具有“人文性 ”，也具有“社会性 ”。从人文性的角度来说 ，审美是人类进行 

交流的手段之一 ，是人类进行精神的陶冶与提升的手段之一 ，它是教化与熏陶的手段 ，也是教化与熏陶 

的结果。就它的人文性而言，19世纪在欧洲产生的“审美的人”这一理想①，把审美作为人的完善、人的 

全面发展和人获得自由的手段，也把审美作为精神活动的高贵的部分，在审美活动中人们达到融合与协 

调 ，结成一个整体。就审美的社会性而言 ，审美这种行为是在社会 中习得 的，它和趣味活动有必然的联 

系 ，它具有民族性、文化性、地域性和意识形态性 ，它建立在审美意识之上 ，而审美意识是社会历史文化 

中生产的 ，因此 ，审美从其社会性的角度来说 ，不可避免地具有 阶级和 阶层的区分性、民族和文化的区 

分性。 

审美究竟是以其“人文性”而让人们凝聚在一起 ，还是以其“社会性”而让人们区分开?回答这个 问 

题不仅仅是现代人在审美上的立场问题，18世纪的人之所以把审美与趣味区分开来，就是看到审美是 

超越于个人趣味之上的普遍性判断，这一点是审美的基本规定性 ，强调审美的社会性而没有看到审美判 

断的普遍性 ，实际上是 回到了现代性之前。即便在后现代状态之下 ，也必须坚持审美所具有 的交流性 ， 

这既是现代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也是当下我们在审美中应当坚持的，因为在当今时代，把人们区分开 

的东西太多了，而让人们交流与共鸣的手段并不多。 

三、审美是以全部感性能力对对象的感知与直观 

18世纪产生的审美观有一个狭隘之处 ，它认 为只有眼睛和耳朵才能审美，因为只有眼睛和耳朵才 

能进行对对象的非功利性 的直观。这个观念中国人大概不同意，而现代人也不同意 。强调审美 的非功 

利性就必须把审美与感官享受区分开来 ，但这种区分的狭隘在于 ，审美 的 目的是非 功利性的愉悦 ，但达 

到非功利性的愉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和对象的实存打交道 。 

在现代人 的物质生活 中，人们能够通过感官对对象的“品鉴”，获得一种超越于感官满足的快感 ，这 

种快感有点像“美感”，在当今时代甚至被确认为美感。比如对饮食，对服装的材质，对茶、酒、咖啡，对 

诸种水果，对花香和诸种芳香物质的品鉴，在这种品鉴过程中所获得的愉悦无法用康德与黑格尔的理论 

进行解释 ，似乎也不是 中国传统 的审美 文化所认为的“通感”现象 ，这种品鉴活动正在获得一种 审美般 

的性质 。这种活动不能简单地归为“享乐”，因为它能获得一种超越于享受之上的精神性的与情感性 的 

满足。这种变化 18世纪以来 的审美理论无法解释 ，当今时代的审美实际上早已超越 了康德的理论所能 

解释的范围 ，一种官能化的美感经验 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审美现象，但美学还没有适应这一点②。 

在这一点上恰恰又体现着中国人 在审美上 的民族性 。由于鉴赏的过程与“品味”的过程有一种相 

似性，因此在中国人的审美理论中，经常从味觉感受的角度来表达审美体验，余味、滋味、禅味、味外味、 

妙味、玩味等等术语经常成为中国人表达审美感受的术语。把审美的过程与味觉感知的过程结合在一 

起 ，这构成了中国文化在审美上的特殊性或者说民族性 ，它体现出一种不一样的审美观——“审美的过 

程 ，是一个有类于味觉感知的过程 ，即是对对象 的直觉式的、主体性 的感知 ，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时间性 

过程”③。 

感官鉴赏能够达到一种“感性的普遍性 ”，它不能以概念或理念的方式进行表述 ，只存 在于品鉴者 

的感官体验中。在这种共同的感官感受之上可以建立诸种“共同体”：喜欢喝醋的会形成共同体，喜欢 

吃辣椒的人也会形成共同体 ，吃臭豆腐的也可 以。感官的鉴赏似乎 只有获得赞同之后才完成 。“感官 

鉴赏对于感官感受之变化的敏感，也是一个寻求普遍性的，类似于知性判断的过程，舌头对于味觉的感 

受过程是时间性的，是一个变化着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以及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都可以成为 

品鉴的对象，这在中国人关于茶、酒、熏香、菜肴的品鉴中，随处可见。”④这种品鉴本质上是对感觉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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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这一理想及其实质的描述，见刘旭光 ：《人的理想和理想人的生产》，《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 4期。 

② 对感官鉴赏何以可能，其原理和内涵，可参见刘旭光 ：《感官鉴赏论》，《浙江学刊))2017年第 l期。 

③ 刘旭光：《感官鉴赏论》，《浙江学刊))2017年第 1期。 

④ 刘旭光 ：《感官鉴赏论》，《浙江学刊))2017年第 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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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 ，是对感官感受的变化过程 的反思 ，以及通过 比较而形成的对于感 官差异 的反思与评价 ，这近乎 

“审美”。传统的审美观认为审美的对象是“对象之表象 的形式”，而现代人与中国人 ，是在感官感受 的 

形式及其变化的形式上 获得 愉悦 ，这种愉悦 既包含着物质性 的享受 ，也包含着精 神性 的寄托或者追 

求——一个人对家乡菜的渴慕和对某种可 以引起情感触动的气息的迷恋，实际上是精神性的 ，而不是物 

质享乐问题。 

人的感觉会在社会历史中 ，在具体 的实践活动中，被锐化 ，比如闻香师对气味的敏感 ，品酒师对于味 

道的敏感，录音师对于声音的敏感；人的感觉也会对某种感官感受习以为常，进而形成依恋。感官能够 

给我们带来两个层次的愉悦：“一个层次的愉悦，是康德所说的快适，是对象以其质料对我们的欲念的 

满足 ，这种快适是功利性 的，是主观性的 ，是不 自由的，这种快适不具有审美性 ；第二个层次的愉悦 ，是由 

于感官感知到了对象存在的深度，把握到其中包含着的意味，从而获得的合 目的性的愉悦，这种感觉是 

非功利性的 ，是 自由的感觉 ，是有深度 的感觉 ，而这种愉悦因此体现 出审美性 。”①所 以，审美是用全部感 

官能力对对象的感知与直观，而不仅仅是听觉与视觉 ，在漫长的历史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熔铸之下，我们 

的感官实际上发展出了“审美感觉”②。由于这种审美感觉中 ，我们 的感官获得了一种反思性 ，或者说 ， 

是对感官感觉 的反思 ，这使得我们可在感觉的变化中获得愉悦 ，在感觉的新奇 中获得愉悦 ，以及在感觉 

的一般性中获得愉悦，感觉由于承载着我们的记忆与情感，因此实际上包含在我们的审美之中，这是传 

统的美学理论所欠缺的，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实际审美经验的具体组成部分。 

承认诸种感官在审美之中的作用，把“感觉”上升为审美能力 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就意味着 ，审美不 

但是对情感与精神的引领 ，还是对感觉 的熏 陶与塑造 ，对“审美感觉 ”的培育 ，是美育 的基础 ，也是 日常 

生活审美化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同时，对感知的强调 ，还在于只有在感知之中，我们才能实现对对象的 

肯定 。在惠爱一“物”的意义上 ，我们使用 了“感知”一词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观看 ”或者“直观”，是 

因为过去一百年的人类审美实践之 中，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对象 的非功利性 的、远距离的直观 ，而是强调 

对被欣赏者的物质构成的直接感受 ，并且把这种对质料 的感受上升为审美 的一个环节 ，在这个环节中， 

对对象的肯定才是被落实了的：只有在质料这个层次上，我们才是在欣赏对象 自身，而不仅仅是对象的 

“表象的形式”的欣赏，这是对康德所给出的审美范式的突破，也是当今时代的审美的特性。这种特性 

体现在造型艺术中对质感的呈现 ，体现在审美活动中对质料的感官感 知，只有在直接的感知 中，我们的 

欣赏才有可能是肯定性，非功利性的形式直观只会产生隔离感，而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惠爱。 

四、审美以生命体验为基础 

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审美的过程是和情感体验、激动、浮想联翩、心理感动，甚至 

是心理与生理性的刺激结合在一起 的，在中 国人 的传统 审美 中，这种体验 、想像 和感动尤其明显 ，比如 

《红楼梦》中描述黛玉听曲的心理过程，就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人的审美过程： 
⋯ ⋯ 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 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 内，明明白白一 

字不落道 ：“原来是姹 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 ，都付 与断井颓垣 ⋯⋯”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 ，便 

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 

下 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 ，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 中的趣味 。”想毕，又后悔不该胡 

思乱想，耽误 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道 ：“只为你如花 美眷 ，似水流年⋯⋯”黛玉听 了这两句，不觉 

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 

石上 ，细嚼“如花关眷 ，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忽又想起前 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 

之 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之 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 

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 ，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 ，不觉心痛神驰 ，眼 中落泪。 

① 刘旭光：《感官鉴赏论》，《浙江学刊}2017年第 1期。 

② 对审美感觉的详细论述，参见刘旭光：《感官鉴赏论》，《浙江学刊}201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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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 中，先是“听”，而后是 “自思 自叹”，再然后是 “心动神摇”，最后 是“心痛神驰 ，眼中落 

泪”，这个过程 ，既是审美的过程 ，也是美感体验 的过程 ，但是 自 18世纪以来的西方审美理论解释不 了 

这一点 。这种理论总是从直观与反思两种人类认识行为上解释审美的本质。解释一 ：审美是对象之表 

象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判断，这种判断是反思判断，反思判断产生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解释二：审美是对 

对象的本质直观，在对对象的纯粹直观 中，对象的 自身呈现 出来 ，这种指 向事物 自身 的纯粹直观被认为 

是“纯粹审美”①。但是无论是德 国古典美学建立起来 的反思判断理论 ，还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建构起来 

的本质直观理论，都是在“纯粹审美”的层面上研究审美的机制，而没有反思审美中的生命体验现象，即 

便是狄尔泰的生命美学，也是把体验作为审美的前提和艺术表现的内容，而没有从体验的角度重构审美 

的机制。只有尼采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882年尼采在批评瓦格纳 的音乐时，发表了这样一番宏论 ： 

当我聆听瓦氏的音乐时，我的“实际情况”是 ：呼吸不畅，脚 对这 音乐表 示愤怒 ，因为 它需要节 

拍而舞蹈、行走 ，需要狂喜 ，正常行走、跳跃和舞蹈的狂喜。我的 胃、心、血液循环不也在抗议吗?我 

是否会在不知不觉中嗓子变得嘶哑起来呢?我问自己，我的整个身体究竟向音乐要什么呢?我想， 

要的是全身轻松 ，使人体功能经由轻快 、勇敢 、自信、豪放 的旋律 而得到加 强，正如铅一般沉重的生 

活经由柔美、珍贵的和谐而变美一样。② 

这显然是在描述审美中生理与心理反应，或者说生命感受。审美是离不开体验的，因为情感不能被 

“理解”，只能被“体验”③。体验是我们交流情感的最主要的方式，在体验中，我们投入到一个具体的情 

境 中，既感受对象 ，也感受整个氛围，然后任 由身体与心灵产生属 于 自己的反应 ，这种反应 由于是 自由 

的，是完全属于审美者个人的 ，因而是最真切 的、最具体的。 

在体验中，我们把对象，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的，想象为一个生命体，想象为一个包含诸种情感 

可能的交流的对象 ，似乎在对象 (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与体验者之间 ，有一种感应式 的关系。这 

种关系可以体会，不可言传，对象总会以某种方式触动我们的心弦，或许直接，或许婉转，或许浓烈，或许 

隐约 ，只要允许心灵 自由地感受对象 ，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在我们 的心湖中留下涟漪 ，这是情感产生的一 

种方式。在体验中，我们会真切地感知到对象的存在 ，感性不会说谎 ，它会 诚实地对对象做 出属于 自己 

的反应。关于对象“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理性和科学会给出一个确定的、具有普遍性的答案，但一定 

是冷冰冰的。每一个认识者，除此之外还会有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感知，“如人饮水，冷暖 自知”，这种感 

知最直接、最真实，同时也是真正属于感知者 自己的，既求真切，也直指心意。在体验这样一种认识活动 

中，情感与理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当我们在体验一物时，我们既在认知着对象，也在感受着对象，我 

们既求其“所是 ”，又允许心灵对它做 出属于 自己的情感反应。这个状态 ，在现代人 的审美实践 中是普 

遍状态 ，但在审美理论中却没有体现 。 

另外 ，在体验中，还有一个奇妙的现象 ，那就是想象力的活跃。想象力是人的一种先天 的感性能力 ， 

但对于每一个人有强弱之别 。想象力 的责任是把我们 的诸种感性认识统合起来 ，它体 现为把一个 不在 

场的对象在直观中表象出来。想象力也负责把我们对对象的感性认识与对它的知性的、概念性的认识 

结合起来。通过感性，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是无数感觉的碎片，想象力把它们统合为一个整体性的表 

象，然后为这个表象与某个概念性的规定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我们对对象的“经验认识”。在面对 自然 

之景时，比如黄 山的山峰与云海 ，我们 常常会 陷入这样一种状态 ：我们直观 山与云，觉得它一会儿像野 

马 ，一会儿如尘埃 ，一会儿如传说 中的神灵 ，一会儿如尘世 的少女 ，风起 云散 时，心情起浮 ，物象百转 ，风 

情万种 。而神定之后 ，山仍然是山，云只是云。这一切如在 眼前的幻相 ，实 际上是我们 的想象力在欺骗 

着我们 ，或者说 ，是想象力带着我们神游天地之间。 

① 对什么是审美的观看的具体分析和历史梳理，见刘旭光：《作为交感反思的“审美的观看”——对现象学“审美 

观看”理论的反思与推进》，《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 1期。 
② [德]尼采 ：《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 ，漓江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91页。 

③ “体验”一词在现代哲学与美学中的意义丰富，在不同民族的语境中意义也不同，它的具体内涵和其作为审美的 
一 个环节的意义，其详细的梳理、概括与建构，见刘旭光：《论体验：一个美学概念在中西汇通中的生成》，《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7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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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或者聆听一件艺术作品时 ，我们常常会思绪万千 ，神游八荒。我们的人生经验 、我们的梦想 、我 

们最渴望的那些景象与情感 、我们记忆深处的那些 “美好”，会被不知不觉间带上心头 ，在体验之中，我 

们不是放空 自己的胸怀与心灵 ，而是任 由想象力填充它—— 自由地填充 ，“若有所思而无所思 ，以受万 

物之备”，在那个属于想象力的瞬间 ，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吐纳珠玉之声 ，卷舒风云之色 ，古人谓之 

“神与物游”。这个时候，审美就是一次“神游”。 

体验以及由此而来的情感反应，以及在体验基础上形成的想象活动，这些生命体验都应当被纳入到 

审美的机制之中，但是直观美学和反思判断的美学都没有接纳这一点。正是 由于这个原 因，西方人的审 

美理论在解释现代人 的审美过程 ，特别是中国人的审美过程时，有一点错位 。必须强调生命体验在审美 

过程中的作用，并将之纳入到对审美的理论解说中，这样的审美理论才是完整的和符合实际审美经 

验的。 

五、审美是通过交感反思获得的反思愉悦 

在现代人的审美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当人们面对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时，人们的最 

初反应是问“这是什么”?按照传统的审美观念 ，审美只关乎对象的形式 ，因而无需知道对象是什么，也 

就是说审美与知性认识与理性判断无关 ，但是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因此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 

只能是二者的结合。虽然我可以欣赏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的确是审美的特殊性之一，但如果我们 

不知道对象是什么 ，那么我们对对象的欣赏，就只能停留在形式 的层面 ，而无法对其意义 、价值与包含在 

其中的人类的精神寄托与创造力进行欣赏，仅仅说对象“好看”或者“好听”，这只是感官的反应，但如果 

要说对象“美”，就还包含着意义与价值上的肯定。这就需要“判断”，我们对于梅花的欣赏，不仅仅是它 

的形式美 ，而且还 因为它所包含的精神理念 ；我们对于一张画的欣赏 ，除了形式美 的直观之外 ，还会去追 

问它在表现什么。虽然现代美学在其奠基之时把审美确立为非概念性的，虽然后现代的审美观念把审 

美定位为“感觉感受”，但审美中的确包含着意义与价值 的判断。这种判断 ，按康德的说法 ，叫“反思判 

断”。 

在审美的过程中，或许康德所说的通过形式直观而获得的先天愉悦是基础性的，但还有两种愉悦， 

应当予以肯定。 
一 种是有点像“赞许 ”的知性愉悦 。审美本 身是一种认识行 为 ，所有 的“认识 ”都不 只是 “物 ”与 

“我”之间的关系 ，而是“我”、“认识对象”与这个对象“应 当是的那个东西 ”三者 间的关系 ，这要求我们 

对三者都有认识 ，才可以完成一次“认识”，而这个认识的过程 ，当然包含着对三者关系的判断。有时候 

是同一判断 ，有时候是差异判 断，有时候是价值判 断，在这一系列 的判 断中，我们对 “物 ”、对 “我”、对 

“物”与“我”的关系终会有明晰的认识 ，而这种认识 的明晰性 ，会产生 出情感上 的愉悦。这种愉悦不 同 

于直观愉悦，也不同于情感体验所带来的宣泄式的愉悦，而是主体的自我肯定或者说“赞许”和对对象 

的“赞许”。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把难解之物化为一个简明的公式，把一个复杂事件进行明晰化的 

表述 ，把一个多块面的构成物简洁地呈现为一个整体 ，这都会带来一种 自我肯定式的愉悦。判断和认识 

的目的是准确性或正确性，但这从经验上说，的确能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如果我们能辨识或判断出对象 

自身呈现出的某种明晰性，比如对称、平衡、多样统一、简洁、鲜明、准确等等，这种愉悦是知性的满足，是 

主体的自我肯定，是源自“判断”的赞许。这种赞许在审美中经常发生，甚至会成为一种文化的倾向或 

者一种美学追求，应当说，这种判断是审美的一个方面。法国人的审美、古典主义的审美观以及中国的 

古典建筑，就非常注重这种“明晰”。 

但是康德所奠定的审美观对于这种源白判断的愉悦重视不够，他把表象的形式所引发的表象力的 

自由游戏，确立为美感愉悦的本质，并赋予这种愉悦以先天性，但是对于知性判断和规定判断中的愉悦 ， 

康德认为不属于纯粹鉴赏判断，因而没有在其美学体系中给予重视。 

还有一种愉悦——反思愉悦 。当理性反思出某个对象或事件 中所包含 的某种意蕴——可能是一种 

价值，或者是一个信念，也可能是某个理想，甚至可能是某种情感状态——之时，心灵会产生一种 自我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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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一种自我肯定，“会于心”而“发乎情”：有时如“拈花微笑”，有时慨叹如苏子而喜清风明月，有时释 

然如陶潜而好桃源东菊 ，有时顿悟如阳明，有时欣然如庄 周 ，有时乐如孑L、颜 ，有时慨叹如李、杜、子 昂。 

在这样一种审美经验中，审美作为反思判断，需要在个别之物中发现某种意义与价值，或者某种精神性 

的内涵，也可以说是某种“理念”，这种精神性的内涵或者理念(康德称之为“审美理念”)，是不能通过 

直观或体验而被认识到的，只能通过反思判断。反思判断不仅仅让我们获得对象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 ， 

这当然是它的 目的，反思判断之所以可以被纳入审美 ，是 因为在反思判断之后 ，会带来愉悦 ，就是我们上 

面所说的诸种精神性的愉悦。这种愉悦康德称之为 “反思愉悦 ”，本质上是在反思判断这种 “主观的合 

目的性判断”之中，主体的自由感和主体的 自我肯定 。这种愉悦康德和黑格尔之后的美学都没有重视 ， 

而在 中国人的审美传统 中，比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林泉之致 ”“山水 以形媚道⋯‘澄怀味道 ”等等 

理论中，都具有感悟与反思的性质。让中国人心灵愉悦的，不仅仅是对象 自身，而且是对象所包含、所象 

征、所开启着的“道”与“意”。每一个民族都有 自己的精神愉悦之处，每一种文化都会去营造某种心灵 

归宿之地，这种愉悦被他们的形而上学决定着，是他们的文化的共同心理，这种愉悦只能通过反思获得。 

审美包含着情感反应的经验认识，但这种认识不足以判断出对象的“意义”与“价值”，通过这种认 

识获得的愉悦，也主要是浅层次的感性愉悦。但“审美”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精神愉悦才是它的主 

要 目的，因此审美过程的真正完成 ，是反思愉悦的获得 。 

在当今时代强调这一点 ，是包含着针对性 的。 

在过去六十年的美学理论中，审美被还原到了“感性学”的领域，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当今时代的 

审美陷入这样一种境遇 ：“审美完全被浅表化 了，它和感官的诸种应激性反应杂糅在一起 ，以至人们实 

际上弄不清楚什么是美感 ，什么是感 官刺 激。审美的反思性没有被 强调 ，但非理性 的感受性 、知觉 、体 

验、诸种非理性能力在审美中的作用被强化了。对象的质料、质料所引起的质感，这种生命感受成为了 

审美的对象 ，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美学观的反叛 ，也是形式主义美学观 的极端化 ，连形式 自身都被超越 

了，本无精神性的质料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质感、材料自身的性质，甚至一切感觉因素，都成为审美的 

对象。各种官能的作用在审美中都被肯定了，欣赏的过程不再仅仅是视昕直观的过程，而是触摸、嗅觉、 

味觉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视听文化被一种官能综合的文化所取代。4D电影、综合绘画、质料化的雕塑、 

嗅觉与味觉设计⋯⋯静观式的审美让位于感知性的体验，审美距离被身体感受所填充，建立在视觉与听 

觉之上的感性学 ，被建立在综合 的官能感知之上 的感性学所取代 ，感性学的领地被放大 了。”① 

在这种境遇中，虽然大众文化生产把艺术与审美普及到了生活 的各个层面 ，但是在理论上 ，却放弃 

了审美对于现实的超越性和指引性 ，而把单纯的娱乐 、迎合 ，甚至刺激与审美混淆了，后现代理论迎合 了 

这一趋势 ，要求在“审美”中简化 内容 ，消灭深度阐释 ，对 艺术作品进行脱离 了精 神内涵 的、从真正感性 

的角度去悉心观看、倾听和体验艺术。这就把审美降格为“感受”或者应激反应。哲学家德勒兹甚至把 

艺术作品定义为“一个感觉的聚块”，是“一个感知与感受的复合体”。这就把艺术作品降低到了感官感 

受对象的程度 ，而不再是反思活动。 

在这一理论倾向中，l9世纪赋予“审美”的灵韵消失 了。审美 的真理性 、它与善的融合 、它的理想性 

都已褪去了，或者被遗忘 了。或许 20世纪的审美观念在强调感性 的同时 ，似乎想把审美塑造为个体 自 

由保证与生命活动的本能，以此来对抗理性主义话语霸权的手段，但在对抗之后呢?在 2l世纪，“审 

美”是什么? 

在一个过度感性化 、一个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 的时代 ，应 当 回到人类建构“审美 ”的起点 ，那就是 

“反思判断”以及由反思判断而来的“反思愉悦”。康德把审美定位于反思判断，这是需要继承与坚持 

的 ，审美是“判断”，而不仅仅是 “感受”。只要是判断 ，就一定是一种合 目的性判 断，包含着对意义与价 

值的反思 ，也包含着对理想 的设定 。审美是一种被理性设定 的观看世界 的方式 。审美 这个词就意 味 

着——“应当这样去看这个世界”。而一个时代的“应当”，作为反思判断中的“目的”，则是由理性，以 

及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所设定的。人类审美的历史可以证明，审美一直是与价值理想相关的，而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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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官愉悦。在审美领域中，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原则 ：判断永远统领着直观 ，否则意义无从发生。但是 ， 

审美的特殊性在于，它对对象的反思判断并不是单靠理性和判断力就能完成的，对对象的感知与体验渗 

透在这种反思判断之中，它们既是反思判断的对象，也是反思判断的一部分。在审美时，对象和主体之 

间总以某种交互感知的关系为前提，审美不是单纯的逻辑判断，它是“感悟”，是建立在感官感受与情感 

体验之上的对意义与价值的反思，是“悟”。审美本质上是交感反思①，是通过交感反思获得的反思 

愉悦。 

六、审美是一种在经验与教化中习得的综合能力 

在具体的审美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不会“审美”?审美的确是一种能力，这种 

能力是不是人人都具有，或者说，怎么才能具有?对这个问题关注最多的领域，是教育领域，这个领域关 

注两个核心问题：一、审美能不能教会?二、通过具体的“审美”活动，审美者除了愉悦还能得到什么? 

要 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首先要说 ，审美是一种纯粹 的先天能力 ，还是一种在经验 中习得的能力?在 

这个问题上，康德之前的美学强调审美是一种习得性的综合能力，比如鲍姆嘉通就认为审美是：“低级 

认识功能的逻辑 ，优雅 (grace)与沉思(muse)的哲学，低级的 gnoseology~，优美地思考的技艺 (art of 

thinking beautifuly)，类理性认识能力的技艺”③。就这种能力的分析，他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④，这一点 

坚持了古代修辞学的传统，修辞学总是会分析写一篇好文章需要的能力。但是从康德开始，哲学家们总 

是执着于分析出作为一种先天能力的“审美”，或者说“纯粹审美”。康德最终把鉴赏判断上升为一种 

“先天综合判断”，上升为一种人类的先天能力，因此，根本不存在会不会审美的问题 ，审美，或者说鉴赏 

判断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属人 的能力”。这就意味着 ，我们只需要 “应用”审美能力 ，而无需“获得” 

审美能力。英国的经验论者把审美判断和趣味判断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审美是在社会中习得的能力， 

是“趣味”，尽管他们也希望能为审美找到“第六感”，或者“内感官”这样的先天能力，但他们没有成功。 

因此，英国的经验论者以及后世具有社会学倾向的美学家都认为审美是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在文化中习 

得的能力。问题是 ，这是一种单一性的能力 ，还是一种综合构成性 的能力?鲍姆嘉 通认为是构成性 的， 

而且作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康德主义者和现象学家们都把它作为单一性的能力，因此没有对它的构成进 

行分析⑤。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审美能力首先要确立一种心灵的状态作为目的或者保证，比如说“林泉之 

心”，“吾与点”的情致，但更多的是一种综合能力 ，刘勰所说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或者如王士 

稹的“现量说”、叶燮所倡导的“才、胆、识、力”说等，都强调修养、学习、情致和阅历对于审美的意义。 

在当代文化 中，对于某种先天能力 的敏感 ，比如对声音的敏感 ，对色彩的敏感 ，会被上升到审美能力 

的高度，这可以接受，某种天才能力确实存在。某种先天能力的突出，在现代的艺术创造中确实有显著 

作用。但是，必须强调，审美是在教化中，在文化的熏染中，在人生的历练中习得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先 

天基础，但这种先天能力必须会被应用，同时，只有通过经验性的习得和训练，才能获得审美这种实践能 

力。审美是一种建立在反思判断上 的综合能力 。按我们对审美的机制的研究 ，它需要感性直观能力 ，需 

要对形式的敏感，形式创造力；它也需要情感感受力，需要体验能力，需要想象力，这都是需要在人生实 

① 对审美作为交感反思的深入解读，见刘旭光：《作为交感反思的“审美的观看”——对现象学“审美观看”理论的 

反思与推进》，《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 1期。 

② 这个词颇难 翻译 ，它是名词 gnosis+logy构成 的 ，gnosis的意思是灵 界知识 、神智 、神秘 的直觉 。Gnoseology最 外 

在的意思是关于认识的科学，第二层的意思是对于认知过程的认识 ，第三层含义应当是“神思”。 

③ Alexander Baumbarten．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s， Selected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Translate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ou~ney D．Fugate and John Hyers．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13． 

p205． 

④ 鲍姆嘉通对于审美能力的分析，见刘旭光：《回到康德之前：鲍姆嘉通美学思想再研究》，《学术界》2016年第 1 

期 。 

⑤ 审美 能力分 析事关重大 ，将 另文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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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中习得与强化的能力 ；它还需要反思判断力 ，这种能力正如康德所说 ，有其先 天性 ，但这种能力 的应 

用，却需要训练，需要实践中强化与深化。而审美作为对于意义与价值的反思，当然需要对于意义与价 

值的领会与判断，这是教育的结果，是通过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塑造而获得的。 

这就意味着 ，作为一种习得的综合能力 ，确实有人不会审美 ，但可以通过教育与熏陶获得这种能力。 

这是一切审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得以成立 的前提。 

城市史家、思想家芒福德在他的《城市文化》一书中描述了中世纪的城市在听觉、嗅觉和视觉等方 

面给人的愉悦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这种耳濡 目染的感官熏陶教育，是 日后全部高级教育形式的源 

泉和基础。设想，如果日常生活中存在这种熏陶，一个社会就不需要再安排审美课程；而如果缺少这种 

熏陶，那么即使安排了这种课程，也多是无益的；口头的说教无法替代生动真实的感官享受，缺乏了就无 

以疗救⋯⋯城市环境比正规学校更发挥经常性的作用。”①城市的“美”直接镕铸着市民的感官与感性， 

塑造着市 民的形式感与美感 ，最后塑造着市 民的心灵 。这形象地说明：在审美中 ，我们的感性直观能力 、 

情感想象力 、反思判断力 ，都是在教育与实践 中获得的 ，是文化结果之一。只要是在实践 中习得的，就是 

可以教会的，因此，创造是一个天才的领域，但审美却是一个人文修养的领域，是可以通过文化教育和实 

践经验获得的。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 ：审美者除了愉悦还能得到什么?对这个 问题的比较浪漫的回答是 ：审美的 目 

的就是审美愉悦，或者说美感的获得。这是审美自律论者的核心观念，但是在现实的审美实践中，美感 

还可以成为手段：它既可以成为我们行为与选择的尺度，也可以是我们生产与创作过程中的指导原则。 

因此 ，通过审美行为而对美感 的培育是芒福德所说的“全部高级教育形式的基础 ”。 

除了美感的培育之外 ，审美对人的教育与影响 ，可以落实到审美所需要 的具体能力上 ，也可 以落实 

到审美的 目的所带来的积极的效果上 。通过我们对审美 的机制的分析 ，首先 ，审美 需要感官感 受能力 ， 

需要情感体验与想象力，需要反思判断力，也需要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提升。因此，对于一位审美者而言， 
一 次成功的审美和审美愉悦的获得，会强化他的感官感受力，让他对形式美、形式的特殊性，产生敏感， 

也可以推动他的感性趋向智性化②；其次，既然审美需要情感体验能力和想象力才能完成，那么也可以 

反向推论——审美是对体验能力与想象力的训练，或者说审美发展着我们的情感体验能力和想象力；第 

三 ，既然审美是反思愉悦 ，那审美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反思判断力的训 练与提升，也是对我们 的“品位”的 

提升，品位这个词中，本身包含着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意味。 

从审美的目的来看，审美作为肯定性的与交流性的感知活动，可以塑造我们开放而乐观的人格，可 

以推动人类的交往与协作，这一点在中国文化所坚持的“兴、观、群、怨”的审美传统中，在所谓“潜德懿 

行、孝友仁施”@的效果中，在“游于艺”与“成于乐”的人生理想中，有深刻的体现。正是这种效果与目 

的，使得审美从一种愉悦 的方式 ，在 19世 纪 以来上 升为一种教 育 的手段 、救赎 的方 式与感 知真理 的 

方式 。 

回到审美“能不能教会”和审美“还有什么功能”这两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审美是可教的，审美可 

以作为教化人与培育人的手段 。 

最后 ，再次重 申当今时代对审美是什么的应答 ：审美从 目的上来说 ，是一种肯定式 的、交流性 的、以 

愉悦为目的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审美从机制上来说，是通过全部感性能力对对象进行感与直观，并以生 

命体验为基础、通过交感反思获得反思愉悦。审美从来源来说，是一种可习得的社会性的能力。 

(责任编辑 ：若 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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