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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 

在 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 ，朱光潜、蔡仪终是绕不过 去的话题。 当然这不仅 因为他们作 为 

美学大家，都 曾经在 自己不平凡的学术人生中展示了令人瞩 目的个人美学成就 ，更在于他们的 

存在 ，向我们揭示着一种 巨大的理论历史—— 中国美学在 自身现代进程上所展开 的两个不 同 

建构维度，在特定的异质性理论活动 中明确分化 出20世纪中国美学不同的思想 旨趣与发展路 

径。这种鲜明直观的理论分野 ，既确定地表明 了美学建构与 20世 纪 中国思想发生、文化发展 

的一般性关系，也 内在地 强化 了2O世 纪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性差异。所以，当我们在今天一 

次次地讨论朱光潜 、蔡仪等人的具体理论观点时 ，其 实正是不断触及 了对整个 20世 纪中国关 

学建构问题 的理解，而这中间往往叉潜伏着更 大、更深的学术史追问。本期发表的祁志祥、曹 

谦两篇文章，大抵便可作如是观。(王德胜) 

蔡 仪 美 学 思 想 的发 展 历 程 及 其 历 史 

地位 

祁 志祥 

摘 要 ： 在 中国现 当代 美学史上 ，蔡仪是一 个无法绕过 的历 史坐标。20世 纪 40年 

代 ，他适应时代要求提 出了独树一帜的“美在客观典型”说 ，并 由此建构 了马克思主义 

唯物论的“新艺术”、“新美学”学说体 系，为重新认识 关和 艺术的本质提供 了另一种不 

同于主观论美学的新思路 ，具有理论深化的历史贡献。20世 纪 50年代 的美学论争中， 

他先是批判别人，然后又被别人批判，成为客观派美学的悲情代表人物。去除政治的火 

药味 ，其学理价值不应全盘否定。20世 纪 80年代以后《新美学》三卷改写本的 出版 ，是 

其学说 学理价值的进一步提 炼和完善。在主观唯心论美学改头换面 出现并盛行的 当下 

美学界 ，重温蔡仪的客观论 美学，不无某种纠偏的现 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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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国现 当代美学史 ，蔡仪是一个无法绕过 的历史坐标 。早在 2O世纪 40年代朱光潜主观论美 

学在中国流行的时候 ，他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依据 ，提出了完整 的“美在典型”说与之抗衡 ，建构了 

层次丰富、逻辑 自洽的“新艺术”、“新美学”理论体系，为人们重新思考美和艺术的本质提供了另一种思 

路 ，具有理论深化的历史贡献。20世纪 5O年代 的美学论争 中，他先是 以批 判朱光潜唯心论美学观的姿 

态 出现 ，在批判 中重 申和捍卫 了他原先 的唯物论美学观，成为客观派美学的代表人物 。不过后来他又遭 

到黄药眠、吕荧 、李泽厚等人的批判 ，被戴上“客观唯心论 ”或“机械唯物论 ”的帽子，成为一个被击打对 

象。尽管如此 ，典型的艺术形象作为美的艺术形象的同义语 ，典型化 作为美 的艺术形象创造的根本法 

则，一直是 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文艺理论教程的主流观点。20世纪 80年代 ，作为恢复研究生招生 

制度后中国社科院最早的资深导师之一，他曾招过几届美学专业的研究生，组织编写过高校教材《美学 

原理》和《文学概论》，还主编过《美学论丛》、《美学评林》等刊物和美学丛书，其美学学说在一定范围内 

受到肯定和传播 ，不过 ，在李泽厚实践美学 的一统天下中逐渐失去主流地位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 

着现代西方强调主体性生成的存在论美学上升为美学界主流话语 ，蔡仪的客观论美学逐渐被人遗忘 ，学 

界的整体态度是不屑一顾 ，甚至有人表示嘲弄。这其实是不公平的。 

站在学术史的立场，在与各家诸说的比较中重新审视蔡仪美学学说的历史地位，笔者想说明的是： 

当20世纪40年代蔡仪以“美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美学”理论体系登上中国美学舞台之 

时，虽有某种机械论、绝对化之不足，但其刷新美学格局、令人耳 目一新的理论价值确实不应否认。20 

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尽管蔡仪留下了“唯我独革”、借助政治优势将对手在学术上置于死地的遗 

憾 ，但他本人也未尝不是受政治影响 、被人实施政治攻击的悲情人物 ；而他在论争中一再守卫的美 的客 

观性特质 ，作为对引起美感经验 的客观原因的分析 ，自有不可抹杀的学理价值 。在主观唯心的美学以存 

在论 、现象学改头换 面出现并盛行的当下 中国美学界 ，回顾蔡仪的客 观论美学 ，不无某种 纠偏 的现实 

意 义 

一

、 2O世纪 40年代 ：“美在客观典型”的“新艺术”、“新美学”体系的建构 

20世纪 2O年代，吕潋、范寿康的《美学概论》相继出版，美不离主体生命的价值论美学登陆中土，美 

的态度在对象美的观照中受到高度重视。20世纪 30年代，朱光潜出版《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以优 

美的文学笔调描写审美实践案例，阐述心理美学原理，提出美是心物交媾的产儿，一时在青年人中产生 

广泛反响，主观论美学占据了美学界的主导地位。此后到 40年代，黎舒里提出美是一种“动人”的“表 

意形式”，宗白华提出美在“意境”，都可看作主观论美学一脉。而傅统先撰写的《美学纲要》中则不过是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重申。不过，自从 1928--1929年爆发共产党人和左翼联盟主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论争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美学作为一种新的学说逐渐崛起。柯仲平的《革命与艺术》竖起“革 

命”美学的旗帜。鲁迅在后期则举起“无产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大旗。胡秋原通过朴列汗诺夫“唯物 

史观艺术论”的研究，传播“唯物史观美学”观。金公亮 1936年出版《美学原论》，提出“美不是主观的而 

是客观的”，开客观论美学之先声。毛泽东 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界提出 

了新 的美学纲领。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不断发展 ，但还缺少独具特色 的美本质论 ，更缺少 

以特殊的美本质论对艺术理论和美学原理的系统、专门建构。而蔡仪在 20世纪40年代所做的工作恰 

恰向这一时代要求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答卷。 

蔡仪是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 。他在 1942年 出版的《新艺术论》和 

1946年出版的《新美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基础在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方面加以系统建树的 

重要实绩 ，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 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一)《新艺术论》：“美即典型”的最早提出 

蔡仪的《新艺术论》部分章节先在《中原》杂志创刊号上发表，194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④。该书以唯 

① 本书从上海图书馆现代文献资料室查阅到的是商务印书馆 1943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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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论的反映论 、认识论为哲学基础 ，认为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并最早提 出“典 

型”及其与“美”的关系问题。全书分八章来建构艺术理论 。第一章为《序说》，总论 “艺术与现实”、“艺 

术与科学”、“艺术与技术”的关系。第二章为《艺术的认识》，提出“认识是现实的反映”，“艺术是一种 

认识的表现 ”，“艺术认识 ”具有 自己的“特质”，它不 同于“直觉 的认识”，也不是抽象的认识 ，而是 由智 

性归于感性 、以个别具现着一般 的认识 ，是典型的把握 ，与实践密切相关 ，凝聚着对现实改造的契机 。第 

三章为《艺术的表现》，认为“艺术表现是对艺术认识的描写”，“艺术的表现与宣传”之间存在着不即不 

离的辩证关系，艺术既有宣传性，又有艺术性，艺术的宣传性是依存于其艺术性的，没有艺术性便没有宣 

传性，偏重于艺术性与宣传性都有片面的错误。艺术表现的技巧包括对于对象构成规律的熟悉、对于主 

观精神影响的熟悉、对于表现工具特性的熟悉。第四章论“艺术的相关诸属性”，诸如“艺术的内容与形 

式”、“艺术主观性和客观性”、“艺术反映主观的个性与 阶级性 ”、“艺术反 映客观的时代性 和永久性 ”。 

第五章论“典型”，涉及“现实的典型与艺术的典型”、“典型的性格与典型的情势”、“正的典型和负的典 

型”。第六章论艺术对典型的“描写”。第七章讨论“现实主义”。第八章讨论“艺术的美与艺术评价”， 

直接回答“美是什么”的问题。下面我们来集中看一看蔡仪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展开论述的。 

蔡仪首先回顾、批评了心理学美学、形而上学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及其错误，从唯物论出发论 

证具体形象的“真”是美的基础，明确提出“美即典型”的命题。“美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从来已有许 

多的解答 ，大约分别起来 ，这些解答随研究者 的态度不同有两种主要的倾 向。”④一是从心理学 的角度说 

明的，以立普斯为代表，一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明的，以康德为代表。这两种倾向都有缺陷，不能正 

确地解释艺术 。于是出现第三种倾 向，即客观的美学 ，以格罗塞 、普列汉诺夫为代表。蔡仪继承格罗塞、 

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客观主义美学观 ，并作 出了 自己独特的发展与建构 。他说 ：“美到底是什么呢?我 

们以为单纯地提出美的性质作思辨的规范的解答，或者举出美的作用作无原则的经验的说明，是很难得 

到正确的结论的。我们既承认艺术也和科学一样是追求真的，那么为便利计 ，我们且先考察真和美的关 

系吧 !'’②从唯物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来看 ，“一切客观存在是以真为基础 的。没有真根本没有善 ，也没有 

美。惟其是真然后才能是善，才能是美。美当然也是以真为基础的，美是不能离开真的。所以知情意， 

真善美的三分法，是成问题的。”⑧“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候知不一定是激动感情的，真的不一定是 

美的。因为知有两种：一种是抽象概念为基础的理论的知，一种是具体概念为基础的形象的知。前者是 

如一般所说不带感情的，而后者则是不得不或多或少带有感情的。同样 ，真也有两种 ：一种是 当作原理 

原则而存在的真，一种是当作形象而存在的真，前者是和美无关系的，后者是和美有关系的。”于是蔡仪 

提出 ：“美是具体的形相 的真。”④这里对“美”与“真”的两种形态的关系的甄别分析，今天看来仍然是不 

易之论 。 

然而蔡仪并未就此为止。他发现“一切的具体的形相的真并不都是美”，于是进一步追问：“怎样的 

具体的形相的真才是美”呢⑨? 

为了方便地说 明这个问题 ，蔡仪 “先且从反面来考察 ”。“美的反面是丑。所谓丑是什么呢?这是 

我们所知道的 ，所谓丑就是反常的、特异的。譬如人的相貌 ，或者是嘴歪了、脸麻了、背驼了，我们认为这 

是丑。”⑥“那么不丑呢，便是正常的、普遍的。”⑦“虽然不丑并不一定是美，但是丑和美是相反的东西，丑 

和不丑也是相反的东西。”美和不丑“是同质的东西”，只有程度的“量的差异”。因此 ，“所谓 美，就是最 

正常的 ，最普遍的。这种最正常的、普遍的 ，按一般的说法就是所谓标准的，而按我们 的说法 ，就是所谓 

典型的。”“所谓美 的就 是典型 的，典 型的就是 美 的。这就客 观现 实说来是 如此 ，就艺 术说来 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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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①可见 ，美作为客观事物形象的真 ，指“典型”的客观形象。不仅是真的客观形象 ，而且是典型的客 

观形象 ，才是美的对象。 

值得注意和肯定的是，蔡仪并没有简单地把“美”的词义与“典型”等同起来。他指出：美是典型，是 

“就对象来说的”，即引起主体美感的对象是典型；“而就词义来说，美并不等于典型”。美“一方面指客 

观对象的属性条件 ，另一方面是指主观精神的状态”。在后者的意义上 ，美“就是一般所说的快感 ，或者 

美的情绪”②。这个补充很重要。中外美学史上的大量材料表 明，“美 ”这个词在实 际使用 中有两类涵 

义，一用作形容词，指某种愉快；二用作名词，指能够普遍、必然引起某种愉快的对象。③ 蔡仪的这个补 

充说明，体现了其全面的知识基础和认识思考的绵密。愉快对象的美与主体愉快的美是反映、认识的关 

系。“由美的客观对象的属性条件 ，才能发生美 的主观精神的状态。”④典型的客观对象所 以美 ，是 因为 

它典 型形象适宜于产生愉快的精神状态 。“典型为什么能 引起人们主观精神的美感 、美 的情绪呢?这 

就关联着美的观念的问题。”⑧“美的观念的发生⋯⋯是人们的意识 就客观现实中的各个种类的东西 的 

观察、比较分析、综合而获得的。即主观精神的抽象作用和具象作用抽取同类的现实的一般属性条件而 

构成一种形象 ，这种意识中的形象就是对于这类东西的一个美 的观念。因此一般人们 的美的观念 的发 

生 ，简直和艺术家的典型的创造 的过程是一样的，不过前者常常是不知不觉之间 自然发生的，而后者是 

参加着意志作用而创造的。这种自然发生的美的观念在意识里面不是 自我完全的，它便渴求着 自我完 

全 ，也和艺术家获得典型的形象后要表现出来使它完成一样。一旦遇着适合于这美 的观念的典 型的形 

象，于是发生了所谓美感、美的情绪。”⑥‘‘这样的典型的形象对于美的观念的适合、对于美的观念的满 

足 、对于美的观念的完成 ，所以能够引起我们 的美 的情绪。同时 ，美的观念 的构成是 由于 同类的现实 的 
一 般的属性条件 ，也就是 由于这类现实的本质的属性条件。因此典型的形象的适合于美 的观念 ，也就是 

对于典型的形象的认识。能够叫我们更正确地更鲜明地把握着现实的本质，由此而知道许多已知的东 

西和未知的东西。于是美的观念的发生固是不能脱离知的，而美的情绪的引起也是不能脱离知的。”⑦ 

由于客观典型适宜于引起愉快的情绪 、美 的观念 ，因而 ，“美 就是典 型，自然的美是如此 ，艺术 的美也是 

如此”。⑧蔡仪由对象的典型适合产生主体的愉快这一心理机制原因的角度解释“典型”为什么是“美” 

的对象，不仅得到相当多的审美实践的支撑，在逻辑上也是相当严密的。 

蔡仪还指出：美是典型，虽然适用于自然美和艺术美，但二者中的典型又有区别。现实中的客观典 

型“从自然的范畴来看时，决定典型的典型性的主要是种属的条件，从社会的范畴来看时，决定典型的 

典型性 的主要是阶级的条件”。⑨ “艺术是反映客观现实 的本质、真理的，所以艺术也追求真，而艺术 的 

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 、真理 ，是 以个性具现一般的典型。⋯⋯愈是典型的 ，则愈是真的 ，愈是美的。”⑩艺 

术 的真与艺术的美统一于典型。艺术美 的典型主要是“从社会 的范畴来看 的”⑩。通过艺术的典型化 ， 

自然丑可以转化为艺术美 。“自然丑反映在艺术 中时 ，已是从另一观点来典 型化 了，所 以不是丑 ，而是 

美了。”@这些论证，都体现了作者在理论的逻辑自洽性方面所做的努力。 

(二)《新美学》：“典型说”新美学体系的独特建构 

① 均见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0页。 

②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第 180页。 

③ 详参祁志祥：《“美”的原始语义考察：美是“愉快的对象”或“客观化的愉快”》，《广东社会科学))2o13年第 5期 ； 

《“美”的特殊语义：美是有价值的五官快感对象与心灵愉悦对象》，《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 9期。另参祁志祥：《乐感美 

学》第三章“美的语义：有价值的乐感对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④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1页。 

⑤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1页。 

⑥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1—182页。 

⑦ 均见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1—182页。 

⑧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3页。 

⑨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3页。 

⑩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4页。 

⑩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4页。 

⑩ 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 ，第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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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蔡仪的《新美学》在群益出版社出版。它不是《新艺术论》的改头换面，而是以“美在典型” 

为核心建构起来的逻辑严密的新美学体系。作者在《序》中说：“旧美学已完全暴露了它的矛盾，然而美 

学并不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我⋯⋯写 了这本书。这是 以新 的方法建立 的新的体系 ，对于美学的发展不会 

毫无寄与吧。”④事实上 ，他 的这个 目标实现了。 

全 书分七章。首先从“美学方法论”说起 ，论述怎样把握美的本质 的“美学 的途径”，指出“正确 的美 

学 的途径是由现实事物去考察美 ，去把握美的本质”②，并论及 “美学的领域”、“美学的性格”(即美学不 

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接着是《美论》，批评以朱光潜为代表的美在主观的旧美学美论方面的错误，明 

确声称：“我们认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在于这事物本身，不在于我们的意识 

作用。但是客观的美可以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是可以引起我们的美感。而正确的美感的根源是在于 

客观事物 的美 。没有客观的美为根据的而发生 的美感是不正确的，是虚伪的 ，乃至是病态的。”“我们认 

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 ，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 ；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 ，就是个别 

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⑧“比例和调和，均衡和对称 ，它们成为单纯现象的美的条件，或事物形式上的 

美的条件，正是因为它们表现着种类的普遍性 ，表现着美 的本质 。”④“总之 ，美 的事物就是典型 的事物 ， 

就是种类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显现者。在典型的事物中更显著地表现着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因此我 

们说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的一种形态，对原理原则那样抽象的东西来说，它是具体的。”⑤“美是客 

观的，不是主观的 ，是离开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地存在 ，又能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⑥ 

在美的本质问题上，蔡仪尤其批评当时很流行的朱光潜关于美感态度决定对象之美的主观主义美 

学观：“某种态度，固然也规定或者说限制事物的成为对象的方面，但从根柢来看，广泛的客观现实倒是 

决定处理事件的态度的。所谓实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及美感 的态度 ，这三种态度 ，也 自然都是或者直 

接地为对象 的事物的特性所引起 的，或者间接地为广泛 的现实的影响所决定 的。所以美感 的态度虽也 

制约成为美的世界，而根柢上是美的世界决定美感的态度。这就是说，美感的态度对于美的世界的成为 

对象虽有反作用的规定，但不是根本的，而是第二义的；美的世界对于美感的态度是决定的，是第一 

义 的。”⑦ 

在此基础上，《新美学》考察、批判了各种旧美学的美感学说：“我们考察了几种关于美感的理论，认 

为他们都不正确。”⑧“我认为美感 的发生 ，是 由于事物的美感或其摹写和美 的观念适合一致。”⑨同时承 

认美的认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美的观念虽有客观的基础 ，但意识又受各人不 同的 自然条件及社会条 

件的制约，而致所把握的对象 、所获得的认识各有不同之处。因此意识虽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 ，也常 

歪曲地反 映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主观性 ，同时也是真理在认识过程中的相对性 的一个主要原因，这 

是美的观念的主观性，同时也是美观的相对性的一个主要原因。”⑩指出美感的性质是一种包含着快感 

的精神满足 ：“美感是和快感有 区别 ，却不是没有关系 ；美感是快感发展起来的，却不是完全同于快感。” 

“美感是精神欲求满足的愉快 。” ‘美感不是感觉的快适 ，而是如有些人所说 的灵魂的陶醉 。然而这不 

是说美感是和快感没有关系的。不是的，美的认识是 以感觉为基础 ，同样美感也是 以快感为阶梯的。只 

是美感的认识原不停滞于感觉的阶段 ，同样地美感也不停滞于快感的阶段而已。”⑩ 

然后，蔡仪又进一步分析了美的种类论。按客观事物的构成状态，美的种类分为单相美(即“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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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仪 ：《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1页。 

蔡仪 ：《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7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68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79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80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93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05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27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29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53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60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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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美”)、个体美(“完整个体的美”)和综合美(“个体综合的美”)①；按事物的产生条件，美的种类 

可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②。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新美学》体现了对逻辑统一性和体系严密性的 

追求。如分析 自然美 ：“运动是物质的种类的一般性 ，是一切 自然事物的种类 的一般性。没有显现这种 

类的一般性的是不美的，而凡是显现这种类的一般性 的是比较美的。所以一般地说 ，自然事物之中的生 

物是 比较美的，而无生物是 比较不美 的。”③无生物的运动特点不够明显 ，如泥土、岩石等 ，但 “由外因诱 

发的无生物的显著的运动也可以增加它的美，如行云流水便是”。④至于生物无须外因也有比较显著的 

运动形态，如生长生殖现象。“生长生殖等现象是生物的一般的属性条件，凡是没有显现这种一般的属 

性条件的生物是不美的，而凡能显现这种一般的属性条件的生物是美的。”⑤“一切的动物都有能动性的 

活动，能动性的活动也就是动物的主要的一般性 。凡没有显现这种一般性的动物是不美的，而凡能显现 

着这种种类的一般性的动物是美的。因此在动物之 中，一般地说 ，高等动物是 比较地美些 ，而低等动物 

是 比较不美的。”⑥“高等动物都有能动性和相 当大的意识活动”，“人类是有最为发达的意识作用，是有 

高级形式的思维 ，这是人类 的主要的一般性 。凡没有充分地具备这种一般性 的人是不美的 ，而凡充分地 

具备这种一般性的人是美的。于是在人类之中，那些才德兼备的圣者就是最美的，而那些无识无行 的小 

人也就是不美 的。也就是说 ，人 的美 ，不仅是肉体的美 ，主要 的还是精神的美 、人格 的美了。”这时“自然 

美”就转化为“社会美”了。“因为人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人的美是 自然美，同时也是社会美。”⑦ 

分析社会美时说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类是由劳动进化完成的。“因为劳动，人类才一方面能改造 自 

然，另一方面又能改造自己。人类特有的手的性能、脚的性能，尤其是神经系统特别发达，意识作用非常 

之强 ，而使人类成为所谓万物之灵的 ，都是 由于劳动。”⑧“人类社会 ，从表面上看来也许和高等动物的集 

团生活相似 ，而其实是完全有区别的 ，这区别就在于劳动 ；人类劳动 ，在最初 的本能形态 的阶级 ，也许 和 

高等动物的求生活动相似 ，而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不同即在于人类劳动 ，一则是能使用工具、制造工 

具，二则是共同协作的，不是个别进行的，因此就劳动来说，人类的劳动最早就采取群体的形态；而就社 

会来说，人类的社会最早就是由劳动所规定，再就人来说，人类由其劳动所规定的社会关系所规定，而获 

得社会的人的资格。⋯‘所谓社会是 由劳动所规定 ，申言之就是 由劳动过程中人和人 的关系所规定 ，也就 

是 由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所规定 。这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的总和 ，就是社会的基础 。”⑨“构成 

社会的要素是人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的实体也就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所谓社会美，无论说是人的社 

会关系的美也好 ，社会关系中人的美也好 ，原是一种事物 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美 。”⑩“社会美就是善。”⑩ 

他分析艺术美：“自然美和社会美，都是现实美。”⑩“根据对客观现实的美的认识而创造的美的事物，便 

是艺术 。” ‘艺术就是现实的美的认识 的表现。”⑩艺术可 以通过典型性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 ，“所谓 

艺术的将现实美化，是在于由另一规定来加强其典型性，同时也就是将它从现实中脱离”。@ “因为现实 

丑在艺术中，它的典型性加强了，它的现实性削弱 了，它是来 自现实而和现实已经有了距离 ，于是它已不 

是当作现实要引起我们的不快之感，而是当作和现实不全同的东西能引起我们的美感了，所以现实丑得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74—175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194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00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01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01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01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02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O4—205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05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07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10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 ，第 212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213页。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213页。 

蔡仪 ：《新美学》，群益出版社 1946年版，第 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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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化为艺术美。”④“许多艺术都以现实的典型为基础 ，而艺术是将现实 的典型更典 型化 了，也就是艺 

术美是 比现实美更高级的。”②这些论证 ，都是首尾一贯 ，逻辑 自洽的。即便置于今 天，人们 可以不 同意 

《新美学》的结论，但却无法否定《新美学》的逻辑统一性追求。值得肯定的是，蔡仪在该书中首先提出 

“社会美 ”概念 ：“我们在这里提 出社会美这个东西 ，是过去 的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都没有 明白地论及 

过的。”③ 

后来 ，蔡仪还详细讨论 了美感的种类论 ，如“雄伟”和“秀婉”，“悲剧 ”和“笑剧 ”，并依据他对美的构 

成状态的分类，分析了艺术的种类，即“单相美的艺术”(如音乐、建筑、跳舞、图画)、“个体美的艺术” 

(如绘画、雕刻)、“综合美的艺术”(如文学、戏剧)。因这部分与《新艺术论》部分重合，属于美的现象描 

述 ，这里不再评述 。 

在蔡仪的《新美学》之前，中国学者虽然出版过一些美学原理论著，但基本不外乎是对西方既有美 

学学说的转译或改编。而蔡仪的《新美学》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自创。所以朱立元主编的 

《美学》称蔡仪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人”，称他的《新美学》为“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书”。 

二 、20世纪 50年代 ：在批评与反批评中重 申、捍卫客观唯物主义美学观 

新 中国成立前夕 ，蔡仪任华北大学教授 。新 中国成立后 ，蔡仪在 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兼任北京大学 、 

人民大学教授。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社科部文学研究所 ，担任文艺理论组组长 ，研究所领导成员 。 

通过上节的评述，不难看出，蔡仪在 20世纪 40年代提出的唯物论美学观，是在对朱光潜的唯心论 

美学观的批判 中形成的。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只是在野党 的哲学信 仰 ，那么当新 

中国成立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成为执政党倡导的哲学基础后 ，蔡仪的客观唯物论美学则在美学园地 中取 

得 了某种绝对 的话语权 ，而朱光潜 的主观唯心论美学则成了声讨对象。 

1949年 l0月 25日，《文艺报》发表了署名为“丁进”的“读者来信”，提到 自己原本信奉朱光潜的 

“距离说”和“移情说”，认为美感 与实用态度无关 ，解放后才知道文 艺批评 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政治标 

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因而 

感到困惑。来信说：“我的理论或者染了朱光潜的什么毒，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展开讨论。”④蔡仪早 

在解放前的《新美学》中曾批判过朱光潜的美学观。作为党内唯物主义美学的理论权威，《文艺报》“特 

请蔡仪同志答复”⑤，是再合适不过的。在刊登“读者来信”和“编者按”的同时，《文艺报》特约刊登了蔡 

仪的《谈距离说和移情说》。蔡仪用毛泽东文艺思想阐述了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指出朱光潜将美感看 

成与现实人生“孤立绝缘”的“排除一切情感欲望”的情形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对象 的实际效用和 

社会政治意义是美学对象的先决条件 ，美感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美感不仅具有社会性 ，还具有阶级性 ， 

艺术标准必须服从政治标准。后来朱光潜为自己的观点作了辩护，这显然不能让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 

论的《文艺报》满意。《文艺报》不仅继续约请蔡仪回应驳斥，而且邀请了另一位资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家黄药眠参与辩驳。蔡仪的辩驳文章是《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指 出朱光潜一贯否认艺术和实际 

人生的关系 ，曾将“革命文艺”骂得狗血喷头 ，已堕入“为文艺而文艺”的魔障。 

本来 ，在《文艺报》组织 的对朱光潜唯心论美学 的批判 中，蔡仪 占据绝对 的政治上 的优势地位 。不 

过在蔡仪两批朱光潜之后 ，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戏剧性一幕。在批判朱光潜唯心论美学 中以唯物论美学 

权威出现的蔡仪 ，被当作变相的唯心论美学代表 ，遭到了另一位美学家吕荧 的批判 。 

蔡仪 的唯物论美 学本来就有绝 对、机械 之嫌。解放 前他在 “蒋管 区”的文艺活动这 时受到非 议。 

1951年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文艺处处长严文井要求蔡仪对《新美学》作出检查。在这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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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了点缀美学争论的“学术性”，也为了通过争论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唯物论美学，1953年《文艺报》 

第 16—17期连载了吕荧的《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 <新美学 >》一文。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 

部分批判蔡仪美在典型的本质观 ，指出美不在物本身 ，而是 “物在人 的主观 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美是“社会的产物”，是受社会现实制约、并反映社会现实的。①蔡仪认为美 

是一种客观的物，美的本质是“典型”，这种“典型”是“一种抽象的客观存在”，是“孤立的固定的不变的 

的个体”，是“超社会超现实的东西”②。这不过是对历史上追求普遍的、抽象的“美的规范”或“艺术原 

则”的“唯心论”美学的“重复”⑧。第二部分揭示《新美学》“在唯物论的前提之下发展了唯心论的美学 

理论”④，将典型说成是不依赖人类而存在的物的属性，“实质”是一种“客观唯心论”⑤。第三部分批判 

《新美学》将人界定为“典型的动物”，是“从超社会、超现实的观点来看人 ，把人看做不属于任何历史时 

代 、任何社会 、任何阶级的客观存在”⑥，“用抽象的生物学上 的‘人类 ’来代替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并 

且在这一观点上来观察自然、社会，以至于美”⑦。这是蔡仪客观唯心论美学观的产生根源。第四部分 

批判蔡仪的艺术本质观，指出蔡仪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的美”，艺术就是“美的认识”，就是对 

客观“典型”的反映和塑造 ，“实际上是 以新 的形式逻辑重 复了旧的唯美主义的理论”⑧。吕荧还批判 

说：“反动的没落的资产阶级的美学主张超社会超现实的‘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艺术的本质 

和内容就是美，艺术的目的和任务就是美的创造或美的表现。”“革命的劳动人民的美学观念，马克思主 

义的艺术理论，则要求艺术以现实生活为内容，表现现实，为改造现实、创造美好的现实生活而斗争。”⑨ 

吕荧文章发表后，对蔡仪形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蔡仪于 1953年年底完成了答辩文章投《文艺报》，但 

彼一时此一时，此文居然被《文艺报》退稿，因为黄药眠是《文艺报》编委⑩。这种不公正待遇一直延续 

到 1956年。1956年 1月，《文艺报》举行“朱光潜美学思想座谈会”，商定由《文艺报》编委黄药眠与蔡 

仪分头写批判朱光潜的文章。但最后的结果是只发了黄药眠的批判文章《食利者的美学》，蔡仪的文章 

则被压下来。关于“被排挤”的情况，蔡仪曾在 1957年写的笔记中回忆说：“去年一年也是灾难的一年， 

灾难是稿子写得不多 ，有的也不好 ，但是不论好坏 ，发表都 困难 ，特别是《文艺报》硬是要压制我的文章 ， 

要去的稿子不登 ，约的稿子不登 ，约了不取 ，取了也不登 ，就是反驳 吕荧 的文章他们要去也无 消息。这是 

可恶的作风。”⑩ 

1956年中叶，党的“双百”方针出台，中央提倡“百家争鸣”@。于是形势有了转机，蔡仪有了发表争 

鸣文章的机会。1956年 12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蔡仪《评“论食利者的美学”》，将反击的矛头对准 

了黄药眠：“黄药眠这篇文章(指《食利者的美学》)，表面上是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实际上 

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地根本上是在宣传主观唯心主义 的美学思想 。如果说朱光潜 的 自我批判文章 ，表 

示他想离开原来 的立脚点 ，那 么，黄药眠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 ，却表示他恰好站在 朱光潜 的立脚点 

①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16页。 

②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17页。 

③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19页。 

④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22页。 

⑤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25页。 

⑥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25页。 

⑦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26页。 

⑧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436页。 

⑨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第441页。 

⑩ 此稿 1955年底修订 ，题为《批判吕荧的美是观念之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 

义的根本分歧》。后编辑改题为《批判 吕荧的美是观念之说——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发表于 

《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 4期。 

⑩ 转引自乔象钟：《蔡仪传》，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年版，第 87页。 

⑩ 1956年 4月 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时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 

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 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 

东作总结 ，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5月 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 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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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批判者成了被批判的思想的另一个化身，而美学依然限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迷魂阵里。”②黄药眠 

对朱光潜的批判 ，“不是说明问题而是抹煞 问题”，使批判成了“十足 ‘空洞 ’的批判 ”③。之所 以造成这 

种情况 ，“是由于黄药眠的批判正是站在朱光潜 的基本论点上”，也就是 “离开美感 、离开人 的主观不能 

谈美、也无所谓美”④，只不过表述方式稍有差异而已。“在朱光潜，虽说‘形象属于物’，而‘物的形象就 

是人 的情趣的返照 ’，这就是说 ，‘客观事物只是主观地存在着 ’的；在黄药 眠，文字上说形象是 ‘客观地 

存在着的物 ’，理论实质上认为物的形象是人 的性格的象征、感情的抒发及 ‘美学理想 ’的表现 ，也就是 

说 ，文字上承认 ‘客观存在是第一义的’，理论实质上也是认为客观事物是主观精神的外化。在朱光潜 ， 

艺术的美在于‘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在黄药眠，文字上说：艺术的美主要的是在于它能够真实地 

反映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理论实质上认为艺术的形象根本是主观的思想、感情、理想的表现。”因 

此 ，黄药眠的美学思想与朱光潜原来 的美学思想 ，“除了文字上的分歧之外”，“在基本论点上是完全相 

同的 ，同样是主观唯心主义”⑨。 

几乎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 4期发表了几年前被《文艺报》退稿的《批判吕荧的美 

是观念之说》，给曾经批判过 自己的吕荧也戴上 了“唯心主义美学”的“帽子”：在唯心主义遭到批判的时 

代，吕荧为什么有胆量公开声称“美是一种主观的观念”呢?这是源于他声称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推 

理过程 ：“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 ，是一种 观念 。”蔡仪指 出 ：这在逻辑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反映论 

原则的。因为依据 同样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说 ：“桌子是物在人的主观 中的反映 ，是一种观念 。⋯‘世界是 

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 ，是一种观念。”⑥显然这是不能成立的。吕荧一方面说“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 

反 映”，另一方 面又不承认作为美 的反 映的对 象的“物”是美 ，那 么是什么 呢? 吕荧论证说是“生活”： 

“美是生活本身的产物，美 的决定者 、美的标准，就是生活。凡是合乎生活概念 的东西 ，能够 丰富提高人 

的生活 、增进人的幸福的东西 ，就是美 的东西 。”蔡仪认 为，“‘生活 ’就是客观的现实生活 ，并不是什么主 

观的观念”。由此我们可 以得到的 自然结论是 ：“美是客观现实产生的 ，它的决定者、它的标准 ，都是客 

观现实”⑦。可见，吕荧的这个论证，不是证明他的“美是观念”说 ，而是“否定了他的美是观念之说”⑧。 

要之，吕荧的美是观念说，只是承认⋯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却不是物的美的反映。这就是说， 

客观事物本身没有所谓美，客观世界本也没有什么美的东西；我们平时所谓美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美的东 

西，只是由于它适合于我们的美的观念而我们认为它是美的。⋯‘那么，所谓客观事物的美就在于我们主 

观的观念 ，我们认为它美它才是美 的，认为它不美它也就是不美 的。于是所谓 ‘美 ’这种 观念既没有客 

观的美 的根源 ，也没有客观 的美 的标准 ，不 同点的人 既有不 同的美 ，美就只能是绝对地相对的东西。”⑨ 

“吕荧所谓美是观念之说，既不符合于现实生活的实际，也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原则”⑩， 

“是非常腐朽反动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但他却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的外衣，并肆意歪曲历史事实 

来粉饰他的这种腐朽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美学论点 ，难道这是能叫人容忍的吗?”@ 

当然，对于唯心主义美学的宿敌朱光潜 ，蔡仪也没有放松对他的批判。早在 1948年9月，蔡仪曾撰 

文《论朱光潜》，批评朱光潜美学脱离社会现实的纯艺术论倾向和逻辑上的 自相矛盾之处@。20世纪 50 

年代美学论争由《文艺报》约请蔡仪批评朱光潜而起。针对朱光潜的辩解，蔡仪批评说：朱光潜认为“美 

在物 的形象”，这个“物的形象 ”夹杂着“主观成分”，是“主观意识的东西”，但又说“就其作为对象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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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可以叫作 ‘物”’，这样一来 ，“物的形象”既是一种主观意识 ，又是一种物 ，这乃是朱光潜过去宣扬 的 

审美态度是“我没人大 自然，大 自然没人我 ”的“主观唯心主义老调”①。“物 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者 

的人而存在的，物的形象的美也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②在这种学术论争中，蔡仪还借助唯物 

主义美学占据的政治优势 ，给朱光潜 的美学贴上“反 动”的标签：“朱光潜 的美学思想 的基本论点 ，第一 

是形象直觉说，第二是感情移入说，这两个基本论点的结合，形成了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基本性质。这不 

仅表现 了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而且表现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特点 。”⑧针对朱光潜的反击 ，蔡仪 

回应说 ：朱光潜首先 以“审美是人的主观意识活动 ，美感是主观的”主张来反对美是客观的 ，本身是有问 

题的；他以艺术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品”来反对美是客观的，更是“文不对题”④。蔡仪辩称，所谓美是 

客观的，是指美“不依赖鉴赏者的主观而存在”，“决不等于说美是不依赖于社会关系而存在的”，“是超 

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文化修养)等等而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好，时代、民族、阶级也好 

(文化修养除外)，这些都是客观的”。朱光潜“反对美是客观的，却说这样的美是不依赖于社会关系而 

存在的，或超时代、民族 、阶级而存在的，这只说明 ，朱先生原来认为社会关系、时代、民族 、阶级等不是客 

观的，而是主观的”。⑨ 

在李泽厚加入论争前，蔡仪一般被推为唯物主义美学的权威。但在李泽厚出现之后，蔡仪则被批评 

为客观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而李泽厚则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美学的新权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唯一合法 

代表。这是令蔡仪很难容忍的。蔡仪不满地说：“要谈(李泽厚——引者)《论美感、美和艺术》这篇文 

章，我们首先就不能不说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它通体具备着 ‘马克思主义美学 ’的架势 ，显示它 

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是在 1958年，蔡仪连续写了《李泽厚的美学特点》、《再谈李泽 

厚的美学特点》两篇文章，对李泽厚的美学观点及其对 自己的批判展开 了反批判 。 

蔡仪与李泽厚论争的问题集 中表现为两个。一是李泽厚在美论部分坚持美感移情说 ，否认 自然美。 

二是李泽厚在美感论部分坚持 直觉说 。⑥ 而形象直觉说 与感情移入说原是朱 光潜美学思想的基本论 

点。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名义 ，肯定了‘直觉说 ’和 ‘移情说 ’这两个论点 ，也就是实质上 

对这两个主观唯心主义美学的基本论点作了衷心的狂热的辩护。”⑦尤其是在包含 自然美与社会美的现 

实美问题上，“《新美学》认为社会美在于社会事物本身，同样自然美在于自然事物本身，而李泽厚主张 

自然美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新美学》认为美的本质是事物的典型性，自然美是 自然事物的个别性显 

著地表现一般性，而李泽厚主张自然美是 自然物本身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或‘对象化’了。”⑨蔡仪 

批评说：“李泽厚所宣传的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点”，是“自然美在于 自然物的社会性”。这种理论 

的实质，是认为“自然物是依存于人的、依存于人的社会关系的。这不仅抹煞了自然物和社会事物的区 

别 ，而且正是把 自然物归人于社会事物 ，以至于否定 了自然界 的独立存在 ，否定 了自然界。这种理论难 

道还有什么唯物主义气息吗?”“既然把 自然物和社会事物 区别开来谈 ，就不能抹煞这两者 的本质 的区 

别。如果抹煞了这种区别，不仅造成理论的混乱，而且容易颠倒两者的关系，为唯心主义的论点敞开大 

门。”⑨李泽厚此论，不过是朱光潜的“自然本身无美”的唯心论点的乔装改造而已@。“自然物本身是人 

的认识的‘异化 ’，是人的意识的化身 ，是人 的感觉 、观念或情感 、意志 的表现。这是一种什么样 的理论 

呢?难道不正是唯心主义的滥调吗?”@ 

在论争中，蔡仪进一步强调 自己过去的“美在典型”本质观：“美的事物是个别性显著地表现着一般 

蔡仪 ：《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第 112页。 

蔡仪 ：《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第 l9、21页。 

《蔡仪美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页。 

蔡仪 ：《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l958年版，第 1O7—108页。 

蔡仪 ：《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第 117页。 

《蔡仪美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0页。 

《蔡仪美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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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仪美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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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必然性，具体现象显著地表现着它的本质、规律的典型事物；美的本质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事物的 

个别性显著地表现着它的本质、规律或一般性。”①“典型的事物，是在于它的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之 

中，大致说来 ，一般性是基础的 ，是优势的，而个别性直接间接地从属于一般性 ，也充分地体现着一般性 

的。”②针对“典型的反动地主、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是不是美的”诘难，蔡仪说：“所谓典型的反动地主、 

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只是在他们的本阶级的范围内，在他们的阶级的主观方面看来是典型的，也就是 

美的；但是在客观方面，在整个的社会范围和总的历史发展倾向来说，他们是和社会人群的总的倾向相 

反的，是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相反的，它们实质上不是典型的，也就是不美的。”“只有在阶级的主观方 

面和从整个社会范围和总的历史发展的趋向来说 ，都是典型的，这才是真正的、更高的美的东西。”③ 

典型是客观的，所以蔡仪又强调“美在客观”：“我们 日常生 活中所谓客观事物 的美 ，即在于客观事 

物本身 ，不在于欣赏者的主观作用。客观事物的美的形象关系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实质 ，如英雄人物的美 

的形象关系于他的实际品质，而不决定于观赏者的看法 。”④“人 之所 以认为某一对象 的美 ，是和他的生 

活经验、当时的心境及他的思想倾向等有关系”⑤，但不能影响客观对象美的本身。“美的观念，即以关 

于美的事物的一般感觉为基础，而反映美的事物的现象、性质和特征，反映美的事物的美。”“客观事物 

是美的观念的根源。”⑥“美学最基本的对象是客观现实事物的美，美学的中心任务是通过对于客观现实 

的美的研究 ，掌握美的法则 ，以欣赏一切事物的美 ，并按照美的法则以创造艺术的美。不用说 ，美感也是 

要研究的，甚至美学的研究也不妨从美感着手；但是我们认为美感的研究，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事 

物 的美 ，更好地创造并欣赏艺术的美。”⑦ 

就这样 ，蔡仪在 20世纪 50年代与朱光潜 、黄药眠 、吕荧 、李泽厚的美学论战中进一步捍卫 了自己原 

先的“美在客观典型”说。他维护和捍卫唯物主义美学的立场是虔诚和坚决的，但他在与不同意见进行 

论战时体现出来的“唯我独革”的形象却普遍遭人反感。人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依据他“把美理解为 

脱离人类生活实践关系的事物 自己具有的属性”，批评他的“唯物主义观点 ”具有 “形而上学性质 ”⑧，或 

给他戴上“客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使得他在 中国美学界 的地位非常尴尬。蒋孔 阳曾在 1979年 发表文 

章说：“对于蔡仪的具体观点，公开表示赞同的，可说迄今还无一人。”⑨不过这可能是恨屋及乌的结果。 

尽管 20世纪 50年代美学论争中的批判和反批判给蔡仪失分不少，但美在客观典型说作为一家之言的 

学理价值不应全盘否定。如果不带政治的火药味，蔡仪早先出版的《新美学》更有学术意义。蔡仪后来 

也看到了这一点。20世纪 80年代，他集中精力重新改写了《新美学》一、二、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1991年、1995年版)，并将相关思想贯彻到主编的《美学原理》和《文学概论》中，使其焕发出学 

术 生机 。 

(责任编辑 ：若 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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