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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 

尽管黑格尔曾经否定性地强调，“希腊艺术的美好 日子和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时代一样是过去 

了”，但这是就古典艺术本身的最高地位和使命而言。事实上，近代以来艺术在东西方的存在状况 

及其可能性，持续地将艺术是否和如何作为真理 实现 的本质方式问题置于美学的思考之 中。艺术 

为何?艺术如何?对于艺术本体的诸 多讨论 ，沿着各种理论路径 而呈现 出各 自的“当代 面孔”。也 

因此，关于艺术、艺术本质，人们永远有讨论不尽的话题，也永远有说不完的话。本期中聂振斌教授 

关于“艺术生命”的探讨及其对“艺术生命根源于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万物所形成的对象化关系” 

的具体阐论，黄应全教授围绕苏珊 ·朗格“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象形符号”这一核心观点的展开分 

析，便从特定视角、特定方法上，为我们在美学上再思和深思艺术本体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启发。 

(王德胜) 

聂振斌 

论艺术生命的创化与本质表现 

摘 要： 艺术生命创造是生命精神的活动，其成果作为人类生命意识即生命本质力量 

最为直接的对象化，最生动真实地表现 了人的生命精神。艺术生命根源于人的生命活 

动与天地万物所形成的对象化关系，是人的生命意识与客观存在之“物”互动 交融而产 

生的新生命。它以生命形式为栽体，表现了艺术家自身的生命精神，也涵融着社会“大 

生命”精神。艺术生命之不同于自然生命，就在于它摆脱了自然生命的生死界限，突破 

了时空形式的局限，感性与理性浑然一体，有限的形象与无限的精神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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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席勒 ：《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4年版，第 9O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 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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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代美学家都认为 ，美是有生命的 ，艺术因生命而美 。美 的生命 、艺术生命 ，既然是“生命 ”，它 

就是感性的、形象的。席勒说 ：“美 不应只是生命 ，也不应只是形象 ，而是活的形象。”席勒是这样解释 

“活的形象”的：“生命就是形象”，“形象就是生命”，“形象”与“生命”二者是同一的。 黑格尔的名言：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认为理念是客观存在，“只有有生命的东西才是理念，只有理念才是真 

实” 。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心理学美学影响的吕潋，认为艺术生命的产生是“感情移入”的结果。 

他说：“吾人所见之对象生命，仍不外从对象之特质加以强调或抑制之 自己生命。即以之移入对象而后 

觉其对于吾人为有情者。唯此属于感情 ，而得直接经验 。故生命之移人 ，其实感情之移入也 。”⑨深受 中 

国先秦生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艺术思想一直是生命论的。到了现代，标举艺术生命论者也大有人 

在。尤其诗人美学家宗白华一直坚持艺术生命论的思想观点，也是弘扬艺术生命论历史传统的突出者。 

他说：“早在《易经》《系辞》的传里已经说古代圣哲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 

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 

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①这个“特质”就是生命整体把握方法。 

他一再强调，艺术创造要将“心灵具体化”、“肉身化”，也就是将艺术生命化。他说：“艺术家创造的境界 

尽管取之于造化 自然，但他在笔墨之间表现了山苍木秀 、水活石润 ，是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 ，是一个 

有生命的、活的，世界没有的新美，新境界。”②当代美学家朱良志也是艺术生命论的坚持者与弘扬者，他 

在 20世纪90年代撰写一部学术专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顾名思义，就是有力的说明，勿需多说。 

艺术生命，作为美学研究的课题是深刻而复杂的，不是美学家们说了“艺术是有生命的”，人们随着 

就认识到艺术生命之所在。特别如黑格尔那样的说论，“只有有生命的东西才是理念”，只是主观认定， 

而不是客观论证，更令人将信将疑。艺术生命是什么(本质)，又是如何产生的，艺术生命的表现如何， 

艺术生命与自然生命有什么联系与不同?这些问题 ，美学家缺乏系统论述，人们也就没有明确认识。我 

研读先秦生命哲学之后，又重读了马克思的生命论、尤其《1844年经济学 一哲学手稿》之后，恍然大悟， 

因而不揣浅陋 ，撰文作出自己的回答 ，以就教于方家。 

一

、 马克思生命论的哲学启示 

(一 )人 的本 质 

我国美学界在讨论美的本质问题的年代 ，很多人都说“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密切联 系在一起”。但 

“人的本质”是什么?谁也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因此美的本质是什么，便也不了了之。“美的本质与人的 

本质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命题不是错误，而是空洞，“言之无物”，令人摸不清头脑。所以，“美的本 

质”问题反反复复地讨论多年，却只有讨论，而没有明确的结论，更没有大家认同的结论。 

要解决美 的本质与人 的本质 的关系 问题 ，首先要认识人 的本质是什么。人 的本质 ，马克思早有论 

述。他在《1844年经济学 一哲学手稿》中，以“生命活动”作为关键语词，深亥Ⅱ地论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 

别。马克思指出： 

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 同一的。他没有 自己和 自己的生命 活动之 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 

生命活动。人则把 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 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 

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剐开来。 

正是仅仅 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 ，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 ，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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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 自由的活动。① 

由此可知，人与动物的本质 区别就是人“有意识”与人是“类的存在物”两个方面 ，而动物既无 意识 ， 

也不是类的存在物。马克思说，由于人“有意识”，人才成为“类的存在物”；因为人是“类的存在物”，人 

才“有意识”。可见，“有意识”与“类的存在物”是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人与动物的本质区 

别。马克思所说的人“有意识”，这个“意识”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而是“对象化意识”。“类的存 

在物”即指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意识产生的根源，“对象化意识”就是人的社会意识。人有意识 

的引导 ，才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自由”的 ，才显示出“类的特性”即人 的社会性 。因为人有意识 ，人一生 

下来 ，就与他人及环境形成对象性的关系即社会关系 ，“因而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 的产物，而且只要人 

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马克思又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 

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总和”是什么?“和”是杂多的统一 ，是一种精神境界 ；“总和”是 

社会存在的各种关系之间所达到的和谐一致的精神境界，追求这种和谐境界乃是人的社会本质表现。 

马克思在这里所谈人 的“本质”，是“现实性”的；内在本质 的“现实性”，就是指本质的精 神表现 ，这种精 

神表现 的内在原因就是人 的社会意识。所谓“社会意识”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意识 ，或 日人对社会关系的 

思想反映。社会意识是调和复杂社会关系 的凝聚力 ，从而使一切社会关系达 到“总和”的理想境界 ，以 

此而显现出“人的本质力量”。要而言之，人的本质是内在的，构成人的本质是知、意、情等心理素质，是 

综合知性、德性、情性为一体的智慧，归根到底，是人的对象化意识即社会意识。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则是人的本质的精神表现，亦即“人的本质力量”。认识了人的本质，便可推论出“美的本质与人的 

本质紧密相联”之物 ，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意识 即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 的美的表现，就是美或艺术 

美，所以美的或艺术美的本质就是人的审美的社会意识或审美的对象化意识(详后)。 

(二)“人的感觉”与“感觉 的人类性 ” 

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都依赖于自然，但动物只能与自然同一，而人既依赖自然又超越 自然。就人的 

生命活动的主要内涵而言，人不仅有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动物谈不上精神生活。同时人的生命感 

官与动物的生命感官也有本质区别，人不仅有生理感官，更有心理感官、精神感觉。因此人的生活，不仅 

依赖 自然，而且超越 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主要表现是人的感官感觉可以与自然建立对象化关系， 

可以“人化 自然”。人既依赖 自然又改造自然，创造 “第二 自然”，创造“精神食粮”，以满足人的各种更 

丰富的生活需要。马克思说 ： 

无论在人 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的生活从物质方面来说都表现 于：人(和动物一样)赖无机 

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越是万能 ，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 自然界 的范围也就越广 阔。从理 

论方面来说 ，植物 、动物、石 头、空气、光等等 ，部分地作为 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 象， 

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 自然界 ，是人为了能够宴乐和消化而事先准备好的精 

神食粮 ；同样地，从实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④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物质生活方面说，人与动物一样都依赖于无机 自然界，与自然不可分离。但人 

与动物又不同，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又“人化自然”，使 自然成为人生的一部分。人类是“万能”的，能 

变自然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都可以成为科学研 

究的对象和艺术描写的对象，因而“都是人的意识 的一部分”(“自然 的人化”)。“从实践方面来说”，这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18页。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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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东西 也是人 的生活与活动 的一部分 ，“人在物质上只有依靠这些 自然物——不管是表现为食物 、燃 

料 、衣着还有居室等等——才能生活”①。人在物质实践上 ，经 过劳动生产 ，运用科学技术 、工具改造 自 

然面貌 ，创造“第二 自然”，从而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同时 ，人在精神上、在理论上可 以把 自然万物加 以 

“人化”而成为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成为人生的“精神食粮”。所谓“第二自然”与“精神食粮”，都 

是人的创造物，都是“人化了的自然界”。由此说明，马克思所说的“人化了的自然界”，并不像有的人说 

得那样 ，是专指人对 自然界的物质实践改造 ，而是既包括对 自然界的物质实践改造 ，又包含着人对 自然 

界的意识化、情感化。并且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人化了的自然界”，主要是谈“人 

的感觉”与“感觉的人类性”，强调人的感官感觉与动物不同，而对人对自然界的实践改造说得很少。因 

为《手稿》所论的重点，不是谈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是谈论人与动物的生命官能的种种区别，是人 

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生命活动本质区别的各种表现，从而证明人有意识、有智慧，具有“类的特性”即社会 

性 。“人的感觉 ”和“感觉的人类性”，都是人 的本质表现 。人与动物都有耳朵、眼睛，而其性 能却有本质 

区别。马克思说 ： 

只是 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 富性 ，主体 的、属人 的感性的丰富性 ，即感受音乐的耳 

朵、感受形式关的眼睛 ，简言之 ，那些能感受人 的快 乐和确证 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 

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 

等)—— 总之 ，人的感觉、感觉的人 类性——都 只是 由于相应的对 象的存在 ，由于存在 着人化 了的 

自然界 ，才产生出来的。② 

这里所谈的“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都是为了证明“人的感觉”与“感觉的人类性” 

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不仅“五官感觉”与动物不同，更有动物根本谈不上的“精神感觉”、“实践感 

觉”。这些生命感觉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生命感觉的本质表现，“人的感觉”与“感觉的人类性”是人的生 

命意识对象化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漫长的生命活动历史所形成的。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本能的，没有 自觉 

意识，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因而动物的生命感官感觉便没有这种历史成果。 

马克思说 ：“总之 ，人的感觉 ，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 的对象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 了的 

自然界，才产生出来。”③“人的感觉”与“感觉的人类性”，产生的根基是“人化了的自然界的存在”，是人 

类意识对象化的结果。特别是精神感觉，如艺术感觉，审美感觉，不仅动物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社会中的 

人，也同样存在有无高低之区分。马克思说：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囿于粗 陋的 实际需要 的感 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并不存在着食物属人的形式而只存在着它作 为食物的抽 象的存在 ；同 

样的，食物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并且不能说 ，这种食物与动物的食物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 

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 色都无动 于中；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 ，看不到矿物的美和 

特性 ；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变成人的感觉，而 另一方面为 了创造与 

人的本质和 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 ，无论从理论方面来说还是从 实践方面来说 ， 

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 ，才使人 类 的五官感觉发展 到今 天这样的历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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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马克思说，这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但人的这些感官感觉也是“用进废退”的。人虽有了意识， 

但如果人的社会意识不进行对象化活动，久而久之 ，人的社会意识也会蜕化的，甚至使人的本质异化 ，使 

人的五官感觉蜕化到动物性那里去。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就是造成这种蜕化的 

祸根。 

(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直观 自身” 

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自觉”的，这是因为人有社会意识，可以预设 自己的对象化生命活动，人的意 

识、智慧有“先见之明”。人的对象化活动如劳动生产、科学研究、艺术创造、文化活动等，都是以人的意 

识、智慧为先，行动随后，这是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根本标志。 

第一，为了物质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生命活动——劳动生产，人和动物有相同之处，都需要以此维持 

生命活动持续下去而不致于死亡。例如，都需要饮食与住所，人要吃食物果腹，要建造房屋居住；动物也 

需要吃，也为自己构筑巢穴栖居，如蜜蜂、海狸、蚂蚁等所作的那样。但人与动物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却 

有本质区别 ，劳动生产与生活的方式 、过程、结果则大不一样。马克思说 ： 

动物只生产它 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 需要的 东西；动物的生产是 片面的，而人 的生产是全 面 

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 

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 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 自然界；动物的 

产品直接 同他的肉体相联 系，而人则 自由地与 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 照它所属的那个物 

种的尺度和 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 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 

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① 

马克思列出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种种不 同，归根结底是人有 “内在 固有 的尺度”。而“内在固 

有的尺度”正是指人的社会意识所形成的智慧 ，人 因为有智慧“则懂得 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 

产”，并且随时随地以智慧衡量对象，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是指形式 

美规律，如和谐、对称、均衡、整齐、多样性的统一等，这些都是“塑造物体”必须考虑的因素。人有智慧， 

人是社会存在物，因而能把他们的同类组成国家和各种组织机构，建立制度、法律及道德规范等进行人 

为的治理，使社会井然有序。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人以自己的智慧以及由智慧而创造的文化作为凝 

聚力，把独立、分散的个体联系为一个整体的“类”即社会。总之，人的劳动生产有动机、有预设、有目 

的，而动物的劳动生产只凭生命感觉，只受本能的驱使。人与动物的劳动生产的不同，关键在于人有智 

慧 ，有精神 ，动物没有。这种智慧、精神是人的劳动生产 的出发点 ，可 以事先计 划、构思 、预设方案 、确定 

目标，动物没有这个出发点，因而也没有 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劳动生产的区 

别时，重申了他在《手稿》中的观点： 

蜘蛛 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 ，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 间的许 多建 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 

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 的蜜蜂 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 以前，已经在 自己的 

头脑 中把 它建成 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 到的结果在 这个过程 开始 时就 已经在 劳动者表 象中存在 

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② 

劳动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说明人的意识 、思想 、理论具有先在性 ，是人 

高于动物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本质力量之所在。人的本质力量，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智慧力量、精神力量，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 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5O一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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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物质能量。因为即使是物质生产实践 ，也是在意识、智慧支配下进行的 ，劳动成果是由人的意识 、 

智慧预设的 ，生产工具是根据人 的意识 、智慧预设而制造 的。意识 、智慧使 自然变成 自己的“无机 的身 

体”，意识 、智慧的力量可谓“神”矣 !所以 ，人 的本质力量 ，归根到底都是来 自人的意识 、智慧 、精神。人 

的本质力量之大，无与伦比。人的本质力量是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人的物质力量，没有牛马虎豹 

大，但却可以驯服驾驭牛马虎豹，这是人的智慧、类的力量所致，而人的智慧、类的力量，都是来自于人的 

意识、智慧的对象化劳动。所以，人的意识、智慧，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源泉。 

第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动物绝无而人仅有的。这是由于人有意识、有智慧，人是社会存 

在，人的生命官能的发展与动物比较，有了质的飞越。人不仅有五官感觉，还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 

志、爱等等)。即使是五官感觉，也与动物不能同日而语。人类这些丰富而强大的感觉性能，是“人的本 

质力量对象化”活动发展的历史成果。所以马克思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人的本质对象 

化都是必要的”。 

因此，正是通过对对 象世界的改造，人 才实际上确证 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 生产是他的能动 

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 才表现为他 的创造物和他 的现 实性。 因此 ，劳动 的对 象是人 

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 象在 意识 中所发 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 自己化分为二 ，而且在 实践 中、 

在现实中把 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 

马克思提出两个“划分为二”，前者是就生命活动本身而言，可区分生命机体与生命意识两部分。 

这是在“精神上”或理论上的区分，而在实际上，生命机体与生命意识不可分割。生命活动总是身 tl,一 

体的活动，即使是“体力劳动”也离不开生命意识，而“脑力劳动”也离不开生命机体。后者是就人的生 

命活动需要而言，可区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部分。这是在“实践中”也就是在“现实中”的区分， 

是可以区别考察、说论 。实际上 ，二者也是密切相联 的，可 以偏 重却不可偏废。不管人 的物质生活还是 

人的精神生活，都要与自然发生对象性关系。从物质生活需要方面说，人既依赖 自然，利用自然，又改造 

自然，创造“第二自然”；从精神生活需要方面说，人既“人化”自然，又创造各种文化精神产品，尤其是艺 

术作品，统称为“精神食粮”。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概括性极高的命题，既包括人的社会 

物质生产实践对 自然的征服、改造 ，又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对 自然万物的意识化、情感化。而且在《手稿》 

中所用笔墨 ，主要是论述人对 自然万物的意识化 和情感化方面 ，主要论 述“人 的感觉”和“感觉 的人类 

性”对 自然万物的精神寄托与对“精神食粮 ”的需要。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虽然不是专门谈论 

艺术创作，但却包含着艺术创作。人的本质力量，来自于人的社会意识，来自于人是社会存在物，因而人 

的对象化活动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对象化活动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客观 

化结晶。人 的本质力量 的对象化 ，可区分为两种形态 ：一是通过物质生产 实践改造 自然 ，创造“第二 自 

然”；二是经过对自然的意识化情感化而创造“精神”产品，如文化产品、科学理论、艺术作品等。两种创 

造都是来 自人 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 

第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创造了各种属人的新产品，这些产品如同镜子一样使人能“直观 

自身”。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人的本质对象化活动与艺术活动的关系，但对人的生命 

感官的形成，对艺术修养的强调，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缺失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等，所进行的深刻论述 

与尖锐批评等，都是画龙点睛之笔。他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一个哲学命题，虽然不是直接论艺 

术，但却包含着艺术生命创造与人的生命活动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艺术创造，正是“人的本质力量 

对象化”活动。马克思所说的“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就是说在他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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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劳动两个方面)所创造的成果中直观 自己的生命 活动 。所谓 “直观 自身”，就是通过对 自己的劳动成 

果和生产产品，直觉观照 自己的生命 活动及这种活动所显现 的本质力量 ，从而确证 自己是“类的存 在 

物”即社会存在物。劳动生产者所直观到的是 自己创造 的产品 ，科学家所直观到的是 自己创造理论及 

其设计、制造的技术、工具、机器，艺术家所直观到的是 自己所创造的艺术生命和美，这些都是人的本质 

力量的具体显现。“直观自身”，正是直觉观照 自己的生命活动所显现的本质力量。“直观”即直觉观 

照，当然包含着体验与联想、想象，而艺术活动乃是“直观 自身”的典型范例。不管是工农业产品，还是 

高科技产品，都不如在艺术作品中“直观 自身”具体、完整、活灵活现，因为艺术是有生命的。艺术生命 

创造作为一种脑力劳动，主要是一种生命精神活动。它的产品，它的成果，是再现一种人的生命活动的 

精神世界。艺术生命活动，其实质是人的生命精神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高级形态。艺术作品，是人 

类的生命意识即生命本质力量最为直接的对象化，因而最真实、最生动地表现人的生命精神。人在艺术 

生命活动中“直观 自身”，最具美感价值，是其他劳动生产的对象化产品无与伦比的。 

二、生命整体把握与艺术生命的产生 

(一)艺术认识与艺术创造 

有人说，艺术不是认识，而是心灵表现。这话说得太偏激，只知其一，不问其二。艺术创造，是人的 

生命意识活动与自然万物结成对象性关系之后而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对象化活动中，没有直觉观照与 

感知体验，艺术创造活动如何进行?艺术活动需要观照、感知、体验，而且必须进行观照、感知、体验。这 

难道不是认识吗?说艺术是心灵的表现，心灵如何表现，用什么表现，表现什么?心灵不与客观存在结 

成对象性关系，是无法“自我表现”的。既然心灵表现是以客观对象为前提，便存在一个认识客观对象 

问题。总之 ，艺术活动不能没有认识 ，只是艺术认识具有 自己的特殊性 ，不同于一般认识 ，不同于科学认 

识罢了。科学认识是抽象的理性认识 ，而艺术认识是 生命整体认识 ，是理性 与感性融和一体的直觉认 

识，既观照又感知又体验，不同于单纯的理性认识。艺术认识的主体是人的生命活动整体，而科学理性 

认识的主体(实际是主观 )是单纯的理性思维活动 ，二者是不 同的认识 ，而不是认识 的有无问题。 

艺术认识不是单纯的认知，而是既感觉又认知，是全身心的直觉认识；不仅认知，还有直观体验，还 

有态度评价。观照、认知、感受、体验、想象、联想都包括在内，是生命整体把握。科学认识的方法是分 

析、剖判，进行抽象的思辨与概括，排斥感性，舍弃生命。理性认识与艺术的生命整体把握虽然不同，但 

也有相通之处 ，都是与 自然及客观存在结成对象性关系，通过生命意识的对象化活动进行 的。艺术家的 

生命意识对象化活动不应排斥理性，而是借助于理性，以提高自己的品位与精神境界。不过，应该注意 

的是，艺术认识中的理性不是搬用抽象的理性概念去说教，而是把理性融化于自己所创造的生命形式之 

中，使理性不是凌驾于感性之上指手画脚，而是随身心一体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来提升感性。生命形 

式不同于抽象的一般形式，生命形式是直觉观照与生命体验相融合的感性形式，是感性化理性于具体之 

中 ，使抽象的理性与感性的生命形式融和为一体 的“具体 ”，这种“具体 ”把感性提升为一种生命精神美 

的境界 。艺术创造的成果 ，不是抽象知识 、概念 ，而是生命活动的重塑与表现 ，是艺术生命 的刻画、描绘 

与美的创造。单纯的理性分析、抽象认知不能解决艺术认识 问题。黑格尔特别指出 ：“知解力是不可能 

掌握美 的，因为知解力不能了解上述的统一 ，总是要把这统一里面的各差异面看成独立 自在的分裂开来 

的东西，因而实在的东西与观念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与概念，客体的与主体的东西，都完全看成两回 

事 ，而这些对立面就无从统一起来了。所以知解力总是 困在有 限的、片面 的、不真实的事 物里 。”①黑格 

尔所谓“上述的统一”就是指理性 与感性 的统一 。人的生命活动正是感性与理性相统一 的整体 ，不容 

“知解”。所谓“知解力”，就是认知与分析能力 ，这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能力。靠这种方法能力“是不可能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 ，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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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美的”。因为把美的生命整体‘‘知解”了，剖判了，生命也就不存在了，何谈生命认识!同时，科学的 

理性认识是主客对立的，主体冷静地观察客观对象，然后加以解剖、分析，认识内部构成成分及其联系， 

经过逻辑推论、判断，综括出抽象的本质和概念结论。认识活动过程结束，主客分离。而艺术认识 ，是人 

的生命整体认识。这种认识的结果，是主客互动交融、对立泯灭而化生一新的生命表现——艺术美。艺 

术生命整体认识是为了创造新的生命形式，而不是要得出什么抽象结论。艺术的把握方式始终是具体 

的：从现实的具体出发，经过思维的具体而创造具体的“活的形象”——生命形象。 

(二 )生命 的现实规定性 

艺术认识就是生命认识与认识生命，艺术家的生命认识与认识生命是为了创造艺术生命。艺术生 

命是来自于对人与天地万物生命活动的模仿与表现，不仅模仿“形”，更要模仿“动”与“变”，实际是模 

仿生命的动态结构，使艺术生命必须“像”真实生命，因而受真实生命的规定。黑格尔说：“第一，生命必 

须作为身体构造 的整体才是实在的 ；其次 ，这种整体不能显现为一种 固定静止的东西 ，而是要显现为观 

念化的继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见出活的灵魂；这种整体不是受外因决定和改变的，而是它本 

身形成和发展的。”①依据黑格尔的上述看法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个体性、整体性、具体性，说明艺术 

生命 的现实规定性。 

第一，所谓个体性，是说生命的存在是独立的、自在的，不依赖不牵连外物，生命离开个体就意味着 

死亡。所以，艺术创造、美的创造，都是通过模写、刻画个体的生命活动而创造生命形式来表现的。艺术 

创造与审美活动不能离开个体生命活动，离开个体生命活动，就无法创造生命形式，无以见审美活动。 

特别是人体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等门类，都是个体生命活动本身，是艺术生命个体性的明显例证。生 

命活动总是处于“动”与“变”的过程 中，但“动”与“变”不是来 自外 因，而是生命 内在的 自发 的，是 自动 

与 自变。艺术感觉、审美活动 ，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在 自发 的。因为艺术感觉、审美活动 ，乃是人的 

生命活动本身，作为“对象”的生命形式就在个体生命活动的观照之中，个体生命与“对象”处于“俯仰往 

复”的交融情境之中。席勒说 ：“美是形式 ，我们可 以观照它 ，同时美又是生命 ，因为我们可 以感知 它。 

总之，美既是我们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作为。”② 

第二，所谓整体性。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身心一体的活动。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与它同一的，当然也 

是整体性。但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因而常常被区分为机体活动与意识活动两部分。实际上，人的 

意识活动与机体活动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因为人的意识与机体同属于生命整体。如若剖判分割，即用解 

剖、分析的方法去对待生命活动，便破坏了生命的整体性，生命也就不存在了，何以谈审美观照与体验? 

同时，生命机体是由多种不同器官不同因素构成的，这些不同器官不同因素不表现为对立和矛盾，而是 

互相依存，和谐一致。譬如人的四肢五官，在生命整体上承担各种不同的功能作用，但各种不同的功能 

作用是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相依为命。如果把某器官割下来，某器官因失去生命而成废物，生命整体 

因失去某器官而成残疾 ，生命整体功能也变得残缺不全。所 以，艺术家历来反对用“机械拼凑”方法 进 

行艺术创造 ，因为这种方法破坏了艺术生命 的有机整体性。 

第三，所谓具体性，是说艺术生命所显现的是感性具体，可以观照和感受。“具体性”在这里有两种含 

义：第一，具体性与抽象性相对而言，譬如实物与其名称，实物是具体，名称是抽象。但艺术表现生命活动 

并不都是单一的生命个体，如单一的人物肖像，而经常是众多的生命个体，众多的生命个体出现必然形成 

定的关系。同时，无论表现众多生命个体还是单一的生命个体，也常常要有 自然环境衬托。这众多的生 

命个体及其关系以及自然环境，都不是个体性所能涵盖的，而是具体性要求。“具体性”就是众多生命个体 

联系在一起 ，与“个体性”相区别。这种“具体性”是以现实为起点 ，也是直观表象的起点。第二 ，还有一种 

“具体性”与此不同，不是直观表现的“起点”，而是思维行程的“结果”。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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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振斌 论艺术生命的创化与本质表现 

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 

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现蒸发为抽象 

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想的行程中导至具体的再现。”又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 

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种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①这种“具体”是在抽象一般 

的基础上经过描述而上升的具体，是一种高级别的具体——是一种精神境界。对这种具体精神境界，经过 

艺术家的进一步美化或艺术化 ，就是一种美的精神境界或艺术理想境界。 

要而言之，个体性、整体性、具体性，都是从“象”的方面谈论艺术生命的现实规定性。但生命的根 

本特征是活动过程，是“动”与“变”。艺术表现生命个体、生命整体和生命具体，都需要模仿真实生命的 

活动过程。“生气灌注”、生龙活虎、流动不居，从而才能栩栩如生地显现出人的生命精神来。 

(三)艺术生命的产生 

艺术生命根源于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万物所形成的对象化关系，是人的生命意识与客观存在之 

“物”互动交融而产生的新生命即艺术生命。自然生命是真实的，艺术生命是艺术家对真实生命的模 

仿 ，在模仿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改造、重构、美化的功夫而创造比真实生命更完美的艺术生命之美。真实 

的生命形式是 自然赋予的，而艺术的生命形式却是“人化”的结晶；真实生命活动是以生命个体为载体， 

生命个体是自然赋予的，短暂而有限。而艺术生命是以生命形式为载体，生命形式是艺术家用自己的生 

命意识创造的，超越了自然的局限而具有了普遍性，不仅表现艺术家 自己的生命精神，也涵融着社会 

“大生命”精神，因而艺术生命是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按照习惯的说法，艺术有“形式”，便有“内容”与之相对待。但艺术形式不是一般形式而是“生命形 

式”，艺术内容也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生命活动”。黑格尔论述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的关系时，早已指 

出，抽象的知识、概念不能作为艺术内容，因为艺术内容是具体的。生命活动与生命形式，二者都是感性 

具体，同是艺术生命。把生命分为“形式”与“内容”两部分这种说法，不仅违背生命整体性的规定，于艺 

术创造及其理论建构也无多大意义，甚至起负作用。席勒把“生命”与“形象”对待使用，认为生命就是 

形象，形象就是生命 ，二者是“同一”的即“活的形象”。所谓“活的形象”，就是美或艺术的生命形式，也 

就是美或艺术生命。艺术是有生命的，其“形式”就是“生命形式”，其“内容”就是“生命活动”；“生命活 

动”与“生命形式”都是生命的感性显现，二者是“同一”之物。因此，所谓艺术生命就是艺术的生命形 

式；生命形式已经涵盖了“生命 内容”，另提“生命内容”不是多此一举吗!“生命形式”就是“活的形 

象”，艺术生命创造归根结底就是“生命形式”或“活的形象”的创造。 

艺术生命形式创造，是模仿 自然生命，以自然生命为根据，不是凭空捏造的。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 

与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这种思想观点，影响西方艺术思想两千多年，但到现代社会 

受到批判与否定。批判是可以的，完全否定是要不得的。说“艺术是对 自然的模仿”，是不够周延，并不 

是完全错误。因为艺术不仅模仿自然，还对 自然进行修正、加工、美化和再创造，并不和自然完全相同。 

中西悠久的艺术发展史证明，艺术的确有模仿 自然的因素，这是不容否定的。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中常常 

用“像”与“似”为标准评价艺术的优劣，说的也是模仿问题。不过，中国古代的“像”，不是“像”物之形 

体，而是像物之生命活动；不是像自然形式，而是像自然生命。这是与西方模仿说相区别的要点。艺术 

的想象创造，是为了弥补自然生命的缺陷，创造完美的艺术生命理想。没有想象创造，也就没有艺术美， 

艺术生命也就成就不了黑格尔所说的“理想”。艺术生命之美，就是人的生命理想境界。由此可以说 

明，艺术创造、美的创造既离不开模仿，但又不全是模仿。模仿作为学习知识，掌握技巧，也是必须的。 

例如绘画，西方有自然“写生”，是模仿 自然，中国是对前人作品“临摹”，是模仿成功作品，二者都把模仿 

作为创作必不可缺的准备。把模仿完全当做艺术创造，是以偏概全，而把艺术创造与模仿完全对立起 

来 ，也不符合艺术创造的实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103页。 

99 



聂振斌 论艺 术生命的创化与本质 表现 

三、艺术生命的本质表现 

以上论述已经充分说明，艺术生命不是 自然生长的，而是人为创造的。艺术生命与 自然生命 ，其 本 

质是不同的。认识艺术生命的本质与表现 ，是艺术生命创造与欣赏的至关重要问题 。 

艺术生命的本质与表现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了艺术生命的构成，明了构成艺术生命 

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里先举个例子加以说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与他的朋友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先生游南镇 ，一友指岩 中花树问日：‘天下无 心外 之物 ，如此 花树 ，在深 山中 自开 自落 ，于我 心亦何相 

关 ?’先生日：‘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汝 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 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 

花不在你的心外。”’(《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语录·传习录下》)人心与花树没有形成对象性的关系时， 

“同归于寂”，因而无法产生人的生命之美感 。“你来看此花时”，便与此花形成 了对象性关 系 ，可以产生 

感应，互动交融，因此，“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也就是人的生命意识使花树“活”了起来 ，花树由寂 

静转化为审美观照的生命之美。这充分说明，自然生命之所以成为美的对象，并不是它 自身固有的性 

质，而是与人的生命意识相连接相交融所产生的一种新性质，这种新的“性质”，就是人的生命意识，因 

而表现为人的一种生命精神。人的生命意识使本是寂静的花树对象“活”了起来，成为席勒所说的“活 

的形象”。“活的形象”是人心与景物交融化一的结晶，是艺术家的生命意识与客观对象形成审美观照 

的产物。艺术家按照美或艺术的创作方法，对于“活的形象”进一步进行加工、重构、美化，创造完美的 

艺术生命形式，从而使“活的形象”成为艺术生命的客观存在即艺术作品。这充分说明，艺术生命之美 

的形成，心与物是双重根源。但人心是主动的，是心物矛盾的主导方面。因而人的生命美感意识 ，才是 

艺术生命的本质规定。黑格尔认为，动物生命是 自然美的“顶峰”，但与艺术生命美相比较却是低级的， 

原因在于动物无法把 自己的生命 之美显现出来 。黑格尔说 ：“显现 出来的只是一种实在的整体 ，其 中最 

内在的统摄一切的生气灌注作用却还是作为内在的因素而隐藏起来。”①黑格尔所说的“最内在的统摄 

一 切的生气灌注作用”的，正是人的“心灵”，具体说就是人的生命美感意识。动物的“心灵的生命”(实 

际是指心脏器官 )无法外化为精神的感性显现 。因为动物没有意识 ，无法把 自己的生命活动“对象化 ”， 

因而无法把自己内在“心灵的生命”显现出来。动物的生命之所以美 ，之所以成为艺术美，是借助于人 

的审美意识才得以显现的。人的审美意识，不仅可以把 自己的生命活动“美的表现”出来，同时也可以 

把“对象”加以“美的表现”，可以创造艺术生命之美。艺术生命的创造，不仅描写人的生命活动，也描写 

动物、植物的生命活动，甚至于无生命的金石矿物、行云流水，也赋予人的生命意识而成为艺术生命。可 

见 ，艺术生命的构成是人以 自然万物为素材 ，创造艺术 的生命形式 。但艺术生命形式所表现的 ，只能是 

人的人格、志趣、情操、理想——高尚的生命精神。构成艺术生命的素材多种多样，十分丰富，但艺术生 

命 的本质 ，只能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美感意识 。 

归根究底，人的生命美感意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化意识，绝对不是什么“自我意识”；艺术的 

生命精神表现，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意识的“总和”，是一种社会普遍精神 ，也不是什么“自我表现 ”。这 

是学习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后，才敢如此断言。人们都说，“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在 

一 起”，的确如此。人的本质是美的本质的根源；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延伸与升华。人的本质是对象 

化意识、社会意识，人的这种本质通过审美观照与艺术创造而“美的表现”出来，就是人的高尚的生命精 

神境界。艺术生命不同于自然生命，其实质就在于艺术生命是人的一种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已经 

摆脱了自然生命的生死界限，突破了时空形式的局限，感性与理性浑然一体 ，有限的形象与无限的精神 

有机统一 。 

(责任编辑 ：若峦) 

①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 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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