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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经验与艺术的规定

孙周兴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何谓物? 什么是艺术? 这是两个十分复杂和十分纠缠的问题ꎬ在今天似乎也已经难以令人激动

了ꎮ 这里并不试图解答这两个问题ꎬ而只是结合西方思想史和西方造型艺术史ꎬ大尺度地讨论物之经验和艺术

概念的演变ꎬ并且努力建立物概念与艺术概念之间的历史性的观念联系ꎮ 西方艺术史根本上是一部物概念史ꎬ
或者说ꎬ物概念决定着艺术概念ꎬ有什么样的物之经验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概念ꎮ 如果说西方艺术史可以简单

地分为古典、近代和现当代三大阶段ꎬ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ꎬ历史上相应地有三个物概念和三个艺术概念ꎮ 我们

由此可以建立一部极简艺术史ꎮ
〔关键词〕物概念ꎻ艺术概念ꎻ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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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业是现代德国哲学ꎬ主要从事尼采和

海德格尔研究ꎬ虽然也关注当代艺术及其理论ꎬ
但迄今还不得其门而入ꎬ还没有形成“专业优

势”ꎮ 今天我想来谈谈物与艺术的问题ꎬ我主要

想提出一个观点ꎬ就是:物之经验决定了艺术概

念ꎮ 再就是ꎬ在欧洲历史上ꎬ也就是在西方思想

史和艺术史上ꎬ有三个物的概念与三个艺术的概

念ꎮ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物的概念和三个艺术的

概念讲清楚了ꎬ大概就可以形成一部极简的西方

艺术史了ꎬ更应该说是一部艺术哲学史ꎮ 最后ꎬ
我想来谈谈将来的艺术还有什么意义ꎮ

一、古典的自在之物与模仿艺术

我理解的古典物的概念ꎬ就是所谓的“自在

之物”(Ｄｉｎｇ ａｎ ｓｉｃｈ)ꎬ意思就是说ꎬ物的存在就

是它自己ꎬ更准确地说ꎬ物的存在就在于它自身ꎬ
物自己就有一个自在的结构ꎬ这个结构在古希腊

哲学传统里面被表达为实体 ＋ 属性ꎬ比如说“特
朗普是一个老年男人”ꎬ就是“实体 ＋ 属性”的表

达ꎬ是一个主谓结构ꎮ 差不多可以说ꎬ我们经常把

描述事物的陈述句子即主谓结构转嫁到事物身

上ꎬ从而产生了关于事物本身的理解ꎬ即实体 ＋属

性ꎮ 无论“实体”还是“属性”都是事物本身所具

有的ꎮ
比如古希腊有两大哲学家ꎬ一个叫柏拉图ꎬ

一个叫亚里士多德ꎬ他们是怎么理解事物的? 柏

拉图说个别事物具有共同的形式和结构ꎬ他称之

为 ｉｄｅａ(理念、相)ꎻ亚里士多德反过来说ꎬ我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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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讨论个别事物ꎬ个别事物才是把握得住的实

体(ｏｕｓｉａ)ꎬ我们说“这朵花是美的”“苏格拉底是

一个人”ꎬ而不能说“美是这朵花” “人是苏格拉

底”ꎬ所以个体性在先ꎬ普遍性(共相)在后ꎮ 柏

拉图认为形式普遍性在先ꎬ与亚里士多德的想法

是两回事ꎮ 这两个哲学家的讨论可概括为“共
相”与“个体”的争论ꎬ后来成为哲学的两个主要

方向ꎬ一个是普遍主义(本质主义)ꎬ一个是个体

主义(实存主义)ꎮ 当然ꎬ我们应该看到ꎬ亚里士

多德的个体主义最后依然归结于普遍主义(本质

主义)ꎬ因为他认为有两个实体ꎬ一个实体是个

体ꎬ比如苏格拉底或者这朵花ꎬ但当我们说“苏格

拉底是人”时ꎬ人就是一个“共相”ꎬ是一个普遍

概念ꎬ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个“共相”是不存在的ꎬ
所以他认为“人”也是一个实体ꎬ是“第二实体”ꎬ
于是在他看来就有两个实体ꎬ而“第二实体”其

实就是柏拉图的“理念”ꎬ这就又回到了柏拉图

那里ꎮ
从古希腊开始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普遍主义

的知识理想ꎬ知识、科学、哲学只关注普遍的东

西ꎬ但这与后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ꎮ 今天我们会

说ꎬ一个概念或者观念是主观的ꎬ是属人的ꎬ但古

希腊人却认为ꎬ观念和概念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

普遍性ꎮ 我想ꎬ这是因为古希腊人有一些基本的

信念ꎬ也可以叫做假设ꎬ就是相信或假设物是恒定

的、稳定的ꎬ自然是强大的ꎬ自然比人更强大ꎮ 后

来人们渐渐失去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相信或假设ꎮ
这大概是我所谓的古典时代的物的概念ꎬ是

古人关于物的经验ꎮ 接着要来说古典的艺术概

念ꎬ这个艺术概念大致可以用三个希腊文来加以

传达ꎮ 首先说艺术就是手艺ꎬ即希腊文的 ｔｅｃｈｎｅꎮ
手艺的关键是要“精通”ꎬ精通者是“高手”ꎮ 想

当年我参加高考ꎬ头一年没考上ꎬ家母就给我安

排做泥水工ꎬ专门去拜了师ꎬ据说他就是一个高

手ꎻ后来我说能不能让我再复读一年呀? 第二年

就考上了浙江大学ꎬ我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ꎮ
本来我是泥水工ꎬ说不定也成了一名高手ꎬ或者

也有可能成为现在的建筑承包商之类ꎮ 不过在

古希腊人那里ꎬ作为手艺的 ｔｅｃｈｎｅ 是泛指的ꎬ每
个行业都有 ｔｅｃｈｎｅꎬ因为如果手艺的要义在于

“精通”和“知道”ꎬ那么各行各业就都有 ｔｅｃｈｎｅ
的问题ꎬ医生看病是手艺ꎬ教师上课和演讲也是

手艺ꎮ
其次ꎬ手艺就是模仿ꎬ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就

是 ｍｉｍｅｓｉｓꎮ “模仿” (ｍｉｍｅｓｉｓ)概念对于古典的

艺术和哲学来说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ꎮ 模仿当

然不是复制和抄袭ꎬ在现代汉语语境中ꎬ模仿成

了一个不太漂亮的、甚至贬义的字眼ꎬ真是好遗

憾ꎮ 但古希腊人会说ꎬ你会模仿你就牛ꎬ不是谁

都能模仿的ꎬ或者说不是谁都能模仿得好的ꎮ 人

要模仿自然ꎬ自然比我们更强大ꎬ人要向自然学

习ꎬ这个意义上的模仿很重要ꎮ 这个想法与现代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ꎮ 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医生ꎬ
所谓“医神”ꎬ叫希波克拉底特ꎬ他认为医生只是

自然的助手ꎬ医生的工作只是帮助身体这个自然

恢复自己ꎬ让自然(身体)达到自己的目的ꎮ 现

代医学建立在近代哲学基础上ꎬ认为“人是机

器”ꎬ既然是机器ꎬ机器的零件是可以更换的ꎬ哪
里坏掉了就换掉哪里ꎻ古希腊人可不是这样想

的ꎬ他们认为医生是自然的帮手ꎮ 这就是模仿概

念ꎬ是模仿意义上的学习ꎮ 古希腊的医生对自然

是有恭敬之心的ꎮ
再次ꎬ跟古典艺术概念相关的第三个希腊词

是“真理”ꎬ即 ａｌｅｔｈｅｉａꎮ 这个概念很重要ꎮ 真理

概念在希腊人那里叫 ａｌｅｔｈｅｉａꎬ模仿首先是揭示

活动ꎬ其实揭示也是普遍的行动ꎬ好比说我们的

观看ꎬ哪里只是简单地看看而已ꎮ 每一次观看都

是高度复杂的ꎬ都是在揭示ꎬ当然是有所揭示同

时有所掩盖有所遮蔽ꎬ我把你看成什么就是揭示

了ꎬ但同时也把你掩盖了遮蔽了ꎬ而且说到底ꎬ遮
蔽才使得揭示成为可能———这就是“真理”(ａｌｅ￣
ｔｈｅｉａ)二重性ꎮ 艺术家是这方面的高手ꎬ艺术家

的工作是把自然中的事物真相揭示出来ꎬ而且每

一次揭示都得是新的ꎬ重复就没有意思了ꎮ 揭示

也可以理解为解蔽ꎬ是一种创建活动(Ｐｏｉｅｓｉｓ)ꎬ
要在天地之间建立人文意义世界ꎮ 艺术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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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型艺术家ꎬ对于早期希腊世界来说是最重要

的ꎬ通过早期神话、史诗和造型艺术ꎬ他们共同创

建和构造了古希腊的人文世界ꎬ这种创建和构造

实际上就是揭示和解蔽活动ꎬ所以古希腊人用了

ａｌｅｔｈｅｉａ 这个词ꎮ
在我看来ꎬ要理解古典的艺术概念ꎬ我们只

需好好理解上面讲的三个希腊词语ꎬ第一个词是

ｔｅｃｈｎｅꎬ即精通ꎬ表示艺术是一种手艺ꎻ第二个词

是 ｍｉｍｅｓｉｓꎬ即模仿ꎬ艺术是一种模仿行为ꎬ传达

了古典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ꎻ第三个词是 ａｌｅｔｈｅ￣
ｉａꎬ是真理的创建ꎬ可以表达为人文世界的构造ꎮ
这三个希腊词语一道构造了古典的艺术概念ꎮ

古典艺术是与自然人类的生活世界相合的ꎮ
古典希腊是这样ꎬ古典时代的中国人也一样ꎬ他
们的世界可以叫做自然生活世界ꎮ 古典世界其

实是一个鬼怪的世界ꎮ 现在的小孩已经不可能

生活在一个鬼怪的世界中了ꎬ现代城市里已经听

不到鬼的故事了ꎮ 我小时候在农村ꎬ是听着鬼的

故事长大的ꎬ山上有鬼ꎬ水库里有鬼ꎬ没有人住的

房子里有鬼ꎬ有好的鬼也有不好的鬼ꎬ当然以恶

鬼居多ꎮ 在古典的世界里ꎬ神和鬼的话语占据文

化世界的主导地位ꎮ 希腊哲学的理性话语大概

出现在公元前 ５ 世纪到公元前 ４ 世纪ꎬ而对于古

希腊人来说ꎬ公元前 ９ 世纪、８ 世纪到公元前 ５ 世

纪ꎬ总体上是一个艺术的时代ꎬ神话是文化的主

要形式ꎬ当时艺术的主要目标是构造神话ꎬ这一

点我们要想清楚ꎮ 在早期时代ꎬ艺术是与神话联

系在一起的ꎬ艺术的任务就是构造神话ꎮ
大约公元前 ５ 世纪到 ４ 世纪出现了希腊哲

学ꎮ 哲学话语是不一样的ꎬ哲学话语是理性认

识ꎬ要论辩ꎬ要讲逻辑和推理ꎬ不同于艺术神话的

话语ꎮ 哲学话语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国家(城邦)
政治的构造ꎬ首先有一批人物叫“智者”ꎬ跳出来

说艺术家构造的神话世界对城邦公民教育是十

分不利的ꎬ我们要把它消灭掉ꎬ重新构造一个理

性的讲规则的文明方式ꎮ 希腊神话里有很多鬼

神ꎬ所谓“诸神”ꎬ是多神教ꎬ人们不知道听谁的ꎻ
希腊神话还有一个特点是诸神长得跟人一样ꎬ与

凡人区分不开来ꎬ这就会有好多问题ꎬ这样城邦

公民教育就难了ꎬ城邦政治和教育需要统一性ꎬ
需要打造一种一元论ꎮ 不过ꎬ虽然当时哲学理性

话语已经开始了ꎬ但宗教文化的势力还没有完全

退场ꎬ一直要到欧洲启蒙运动以后方能完成这个

退场ꎮ 在神话(宗教)与哲学之间ꎬ艺术更偏向

于神话ꎬ到今天恐怕还是这样ꎮ 按照 １９ 世纪艺

术家瓦格纳的想法ꎬ今天的艺术依然需要构造神

话ꎬ不然艺术就没有意义ꎮ 这个我们先搁下不

谈ꎮ
古典的世界是自然的生活世界ꎬ手艺就是希

腊人的艺术的意思ꎬ手艺(手工)的世界是自然

的事物和手工的事物占主导地位的世界ꎮ 现在

不一样了ꎬ对中国社会来说ꎬ最近 ３０—４０ 年变化

巨大ꎬ基本完成了所谓工业化ꎬ我们已经失去了

手工物的世界ꎬ身边所有的事物都是机械技术的

事物ꎬ自然的事物你还能看到ꎬ比如路边的树ꎬ但
你很少会去触摸他们ꎮ 你行走在水泥地上ꎬ你已

经接近不了自然了ꎮ 自然的事物已经退出了ꎬ在
城市里ꎬ连手工的物也已经基本消失了ꎮ 今天如

果有哪位姑娘说要织一件毛衣ꎬ听起来就属于很

傻的想法了ꎮ 在欧洲ꎬ古典自然世界的改变和退

场是从 １８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ꎬ随着当时机械工

业的产生和发展ꎬ古典自然生活世界就变了ꎮ
概括起来ꎬ与古典世界相应的古典艺术有如

下三个规定性:一是手工ꎬ二是模仿ꎬ三是创新ꎮ
我们上面用了 ｔｅｃｈｎｅ、ｍｉｍｅｓｉｓ 和 ａｌｅｔｈｅｉａ 三个词

来加以表示ꎮ 对于古典艺术ꎬ我们必须从这三个

方面来想ꎮ

二、近代的为我之物与再现性艺术

近代的物概念ꎬ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为我

之物”(Ｄｉｎｇ ｆüｒ ｍｉｃｈ)ꎮ 一个“自我”的时代开始

了ꎬ“我”的时代开始了ꎮ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首

先有两个大哲学家ꎬ培根和笛卡尔ꎬ他们有两句

话ꎬ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ꎬ笛卡尔说“我思故

我在”ꎬ比较而言ꎬ后面这句话意义更为重大ꎬ开
启了一个“自我” ( ｅｇｏ)和“主体” ( ｓｕｂｊｅｋｔ)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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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ꎮ 笛卡尔认为ꎬ所有事情的存在ꎬ包括我自己

的存在ꎬ包括外部世界的存在ꎬ包括上帝的存在ꎬ
都是可怀疑的ꎬ但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ꎬ就是“我
在怀疑”这件事ꎮ 比如我做梦发现自己没了ꎬ或
者变成了一个无手脚的人ꎬ这都是可能的ꎬ但“我
在怀疑”这件事是终究不能怀疑的ꎮ 我在怀疑就

是我在思考ꎬ所以“我思”是不可怀疑的ꎮ 笛卡

尔认为哲学的起点找到了ꎬ就是无可怀疑的确定

的“我思”ꎮ 哲学从这里开始了ꎬ近代知识哲学

从这里开始了ꎬ这就是“我思故我在”这个定律

的意义ꎮ
古典哲学家可不是这么想的ꎬ在古典哲学中

还没有抽象的“我思”ꎬ近代哲学中出现了这个

“我思”ꎬ同时物的意义也变了ꎬ物变成了对我而

言的对象ꎮ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ꎮ 在古典时代ꎬ
物是它自己的ꎬ物自己有一个结构和本质ꎻ到了

近代ꎬ“我”变了ꎬ“物”也变了ꎬ“我”变成思维的

“我”ꎬ“我”是一个主体ꎬ没有“我”ꎬ外部世界在

不在变得无关紧要了ꎮ “物”是对“我”而言的ꎬ
只有进入到“我”的思维领域ꎬ进入“我”的表象

世界ꎬ这个“物”的存在才有意义ꎮ 所以ꎬ著名哲

学家康德有一个著名的说法ꎬ物本身不可知ꎬ我
碰到一个事物它显现给我ꎬ它内部是什么我不知

道ꎬ这就叫自在之物不可知ꎮ 物的存在在于进入

表象性思维范围内ꎬ成为我的表象的对象ꎬ物的

存在等于“被表象性”(Ｖｏ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ｈｅｉｔ)ꎬ后者就是

所谓的“对象性”ꎮ 这样一种观点形成了近代以

来、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认

知方式的对象性思维ꎮ
大学里应该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个课ꎬ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之类ꎬ许多学生学得

很乏味ꎮ 要知道马克思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哲学

家ꎮ 但马克思的哲学主要还不在于认识论ꎬ在认

识论角度讲主客关系ꎬ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哲学ꎬ
就把它降低了许多ꎬ因为有关主客关系或对象性

关系的讨论在康德那里就完成了ꎮ 物的存在在

于被表象性ꎬ在于对象性ꎬ这在康德那里就建立

起来了ꎮ 康德完成了近代哲学ꎬ把事物的存在与

被表象性、对象性等同起来ꎬ因此就建立了一个

主客模式ꎮ 古典哲学关于物概念的规定到这时

候就不成立了ꎬ因为康德完成的物之存在 ＝ 对象

性ꎬ不光是一个认识论上的主客模式ꎬ同时也是

一个存在学 /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性规定ꎮ
我们接着来讲近代的艺术概念ꎮ 随着物之

经验的变化ꎬ艺术概念也变了ꎬ艺术的第一规定

变成了感知 /美感( ａｓｔｈｅｓｉｓ)ꎮ 美学的概念是在

这个时候才出现的ꎮ 虽然美感(ａｓｔｈｅｓｉｓ)这个词

在古希腊人那里就出现了ꎬ但古希腊人并不强调

美感ꎬ大概古希腊人自己太有美感了ꎬ他们不需

要刻意追求和讨论美感ꎮ 事情往往是这样ꎬ某个

东西特别受到关心ꎬ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缺少这

个东西了ꎬ比如今天人们特别关心和倡扬道德ꎮ
同理ꎬ今天我们大谈美感和美学ꎬ也是因为我们

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美感了ꎮ 美感不是美学的基

本问题吗? 但古希腊人不讲美感ꎬ他们讲模仿、
讲手工ꎮ 古希腊人也讲道德主义ꎬ因为无论什么

事都要为城邦、国家服务ꎮ 这个目标很明确ꎬ但
是他们不讲美感ꎮ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ꎬ古希腊人

是欧洲人里面长得最美的ꎬ男人女人都是这样ꎬ
你看希腊雕塑就知道了ꎬ不过那是古希腊人ꎬ现
在的希腊人就不见得了ꎬ难得看到雕塑一样的美

女ꎮ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ꎮ
艺术就是感知ꎬ就是美感ꎮ 美感最原初的含

义是感知ꎮ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感知ꎮ 我

在看你们ꎬ你们也在看我ꎬ我们在相互感知ꎮ 但

人的感知是很复杂的ꎬ人的感知以前被简单化

了ꎬ包括康德也把感知简单化了ꎮ 我为什么能感

知你? 为什么我能把你立为我的对象? 康德认

为ꎬ是因为人有空间把握能力ꎬ这种能力是每个

人先天具有的ꎬ人有空间这种先天的感性形式ꎬ
凭着这种能力ꎬ这种感性形式ꎬ当你呈现在我面

前时我就一把抓住了ꎬ感知到了ꎬ把你立为我的

对象了ꎮ 这在康德那里叫感性论的讨论ꎬ但这还

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讨论ꎬ还有第二步知性科

学(自然科学)的构成问题ꎬ我们这里就不能展

开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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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系统里ꎬ感知还只是知识的第一步ꎮ
在近代美学产生的时候ꎬ在当时知识论的框架

里ꎬ重要的是逻辑学ꎬ而不是感性学 /感性论ꎮ 我

们经常说艺术家是感性的ꎬ现在好像很少有人这

么说了ꎬ以前我们总是说ꎬ艺术家是感性的动物ꎬ
哲学家是理性的动物ꎮ 这种说法没有道理ꎬ是不

成立的ꎮ 然而在近代知识论传统里确实有这种

区别ꎬ哲学家与逻辑和理性联系在一起ꎬ是很牛

的高等人物ꎬ而艺术家与感性和动物性联系在一

起ꎬ所以是低等的ꎮ 艺术与哲学的这样一个框架

现在已经不成立了ꎮ 在当代艺术境域中ꎬ艺术家

开始搞哲学了ꎬ而哲学家也开始接近艺术ꎮ 这是

后话ꎮ
但近代是知识论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

时代ꎬ在这样的时代里ꎬ人们开始讨论作为低级

认识方式的美感ꎬ美感被当成是低级的认识方

式ꎬ所以这种讨论充其量只能说是美感意识的觉

醒ꎮ 进一步讨论下去ꎬ感知就是表象ꎬ我对你的

感知要落实到把你纳入我的表象范围里ꎬ使你成

为我的对象ꎮ 表象就是把一个事物立为我的对

象ꎬ在美学里“表象”也被译成“再现”ꎮ 把某个

事物把握和确定为我的对象的行为ꎬ被叫做“对
象性活动”ꎬ这个意义上的“表象”就是“再现”ꎬ
所以ꎬ近代以来的造型艺术被说成“再现型艺

术”ꎮ 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艺术是“表象—再现

型艺术”ꎬ可以简化为“再现型艺术”ꎬ如果放在

哲学里讲ꎬ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表象性艺术”ꎮ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同构性”ꎬ一个有意

思的状况ꎮ 在近代文化里ꎬ主体性哲学与达芬

奇绘画的透视法之间有着某种同构性ꎬ达芬奇

说的透视焦点其实是主体之眼ꎬ透视法可以被看

作主体哲学在绘画中的一个表现ꎬ这件事情我们

讨论得还不够ꎮ 主体性哲学和欧洲近代绘画的

透视法之间的共同结构ꎬ我把它叫做“同构性”ꎮ
对于欧洲近代艺术来说ꎬ甚至对今天的大部分艺

术家来说ꎬ这个从感知到表象到再现的艺术概念

和逻辑依然是成立的ꎬ今天很多中国艺术家还在

搞写实绘画ꎬ可以说还处在这样一个逻辑里ꎮ

近代再现性艺术与古典模仿艺术有何异同

呢? 这里讲的古典艺术特指文艺复兴之前的艺

术ꎬ它与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再现性艺术有什么

联系ꎬ又有什么不一样? 欧洲文艺复兴是要恢复

古希腊的艺术理想ꎬ当然主要恢复了希腊的哲学

理想ꎬ这个也很有意思ꎮ 文艺复兴首先从艺术开

始ꎬ艺术在模仿或者恢复希腊人的古典理想ꎬ就
是规则和和谐的理想ꎮ 规则和和谐就是美ꎬ这是

古希腊人给出的艺术典范性ꎮ
为什么 １９ 世纪后期的尼采特别重要? 我认

为主要是因为尼采首先打破了这个古典审美理

想ꎮ 而这种古典的审美理想差不多是现在我们

每个人包括学艺术的人所坚持的理想ꎮ 艺术是

什么? 美是什么? 美是和谐ꎬ美是规则ꎬ美是明

朗(欢快)ꎮ 但今天依然用这种理想来要求艺

术ꎬ其实已经很落后了ꎮ 尼采从«悲剧的诞生»
开始就告诉我们ꎬ生活世界并不和谐ꎬ生命本身

充满着冲突、痛苦、紧张ꎬ哪有和谐和欢快可言?
如果你现在依然怀着古典和谐的审美理想ꎬ你就

进入不了现代艺术ꎬ更理解不了当代艺术ꎮ 所以

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的重要性就在于此ꎮ 当

然尼采并不是头一个ꎬ前面有他的老师瓦格纳ꎮ
瓦格纳为什么成了音乐大师? 瓦格纳给我们一

个论证ꎬ他说自然本身就是不和谐的ꎬ为什么非

要把音乐搞得如此和谐? 这个论证很有力量ꎮ
我们知道瓦格纳是第一个打破音乐当中的和声

的ꎮ 我们总是在追求和谐和规则之美ꎬ这是古典

美学的理想ꎬ从瓦格纳之后这个理想破灭了ꎮ
现在接受通俗美学和美育教育的人们ꎬ包括

一些艺术家ꎬ恐怕还没有能力进入现代艺术和当

代艺术ꎬ因为人们还坚持着古典主义理想ꎮ 古典

主义理想对当代艺术来说已经变得很不合拍了ꎬ
现代主义的观念也已经破灭了ꎮ 我们可以看到ꎬ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ꎬ古典美学理想依然延续着ꎬ
一直保持到 １９ 世纪中后期才破灭ꎮ 古典神话一

点点退场了ꎬ这就是启蒙运动ꎮ 文艺复兴运动马

上跟着宗教改革ꎬ宗教改革总的来说是一场世俗

化运动和个体化运动ꎮ 尼采到 １８８３ 年前后说

—６８—

　 ２０１９. １０学人论语



“上帝死了”ꎬ实际上在文艺复兴之后没有多少

年ꎬ就可以说“上帝死了”ꎮ 这个“人”来了ꎬ上帝

已经死了ꎬ但整个事件是有一个过程的ꎮ 神话宗

教慢慢退场了ꎬ主体性和个体性不断增强ꎮ 康德

当时特别清楚ꎬ他说我们不能用科学—知识的方

式去讨论宗教上帝的问题ꎬ当我们用这种知识方

式讨论时ꎬ上帝就死掉了ꎮ 上帝不是一个知识的

对象ꎬ是不容论证的ꎬ而是信仰的对象ꎬ是让你服

从的ꎮ 这表明康德的脑子特别清楚ꎬ他意识到文

艺复兴之后科学—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之后ꎬ
宗教信仰就被弱化了ꎮ 这也就意味着道德趋弱ꎬ
因为任何一种道德后面都有一种宗教ꎬ道德的基

础是敬畏ꎬ而敬畏是由宗教信仰来提供的ꎮ 从这

个意义讲ꎬ今天就不是一个道德时代ꎬ因为总的

来说它已经不是宗教时代ꎮ
神话—宗教慢慢退场ꎬ主体性和个体性不断

增强ꎬ这是近代与古典的一个重要区别ꎮ 关于物

的看法和关于自然的看法ꎬ我称之为物观和自然

观ꎬ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对象性的思维和对象

化的物理自然开始形成ꎬ我们希望用物理的眼

光ꎬ用物理的方法理解对象性的自然ꎬ它是我们

认识的对象ꎬ也是我们加工的对象ꎬ紧接着ꎬ在
１８ 世纪中后期ꎬ机械工业开始了ꎬ欧洲进入技术

工业时代ꎬ又一个多世纪以后ꎬ技术工业开始在

全球迅速扩张ꎮ

三、当代的关联之物与艺术概念之拓展

现代—当代的物概念ꎬ我称之为 “关联之

物”ꎮ 前面讲了第一个ꎬ是古典物的概念ꎬ物的意

义、物的存在在于它自己ꎬ物是“自在的” ( ｉｎ ｉｔｓ￣
ｓｅｌｆ)ꎬ物是“自在之物”ꎮ 第二个ꎬ是近代物的概

念ꎬ物的存在在于它成为我的对象ꎬ在于“为我”
(ｆｏｒ ｍｅ)ꎬ物的存在就是“对象性”ꎮ 这是一种知

识的讨论ꎮ 从近代到现当代ꎬ大概从 １９ 世纪后

期以来ꎬ物的经验又变了ꎬ我把这第三个物的概

念叫做“关联之物”ꎬ意思就是ꎬ物的存在在于它

如何与人发生关联ꎮ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变化ꎬ关系到欧洲思

维和欧洲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变化ꎮ 欧洲历史上

形成的传统主流思维样式ꎬ我把它叫做“超越性

思维”ꎮ 所谓“超越性思维”大概有两种:一种是

“形式超越”ꎬ就是以形式科学(算术、几何学、逻
辑学等)为代表的科学思维方式ꎬ它的内在基础

是“存在学 /本体论”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ꎬ也即希腊的哲

学—科学传统ꎮ 它只研究形式的东西 (形式

性)ꎬ不讨论具体的、实质的东西ꎬ它关注知识的

普遍形式层面ꎬ超越个别的情形ꎬ超越具体的东

西ꎮ 这就是我讲的“形式超越”ꎮ 我们说 １ ＋ １ ＝
２ꎬ而没有说一个人加上另外一个人等于两个人ꎬ
１ ＋ １ ＝ ２ 与这个人那个人没有关系ꎬ也跟个别人

的具体经验没有关系ꎬ如果你说我怎么加起来等

于 ３ 呢? 我们只好请你出去了ꎮ “形式超越”意
义上的“超越性思维”只有欧洲—西方发展起来

了ꎬ其他文明类型都没有形成ꎮ 为什么会这样?
迄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ꎮ 当然这种思维方式在

今天已经全球化了ꎬ非欧洲民族的思维和文化也

在一定程度上被“形式化”了ꎮ 今天全球成了一

个“形式化”世界ꎮ 今天的数理逻辑已掌握全球

文明ꎬ包括控制着我们的手机、电脑、大数据等ꎬ
都是由数理逻辑构造出来的ꎮ 我估计连形式逻

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都不可能想象ꎬ到了 ２１
世纪ꎬ两个毫无意义的数字 ０ 和 １ꎬ统治了全人

类ꎮ 这是形式科学全面胜利的时代ꎮ
“超越性思维”的另一个类型ꎬ我称之为“神

性超越”ꎮ “超越性”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本来就意

味着上帝和神性ꎮ “神性”是超越的(超验的)ꎬ
意思就是有一个强大的东西你不得不服从ꎬ不得

不信仰ꎮ 有一个 Ａ 决定着我们ꎬ而我们却无法影

响到它ꎬ这个 Ａ 就是超越于我们的ꎮ 上帝跟我什

么关系呀? 上帝超越于我ꎬ管着我ꎬ决定了我的

生活ꎬ我的命运ꎬ但是我的所作所为却无法影响

他ꎬ这时候上帝是超越于我的ꎮ 中国人很少有这

样的信仰ꎬ不愿意承认有这样一种超越的 /超验

的神性ꎮ 从欧洲“神性超越”的标准来看ꎬ中国

本土宗教都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ꎬ因为我

们中国通常不相信有一个超越于我们生活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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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毫无关系的绝对的神性ꎮ 我们更倾向

于认为ꎬ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ꎬ物—我也是相互

关联的ꎬ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普遍关联的世界中ꎮ
然而ꎬ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欧洲人不注重

关系ꎮ 欧洲人主要关注因果关系ꎬ这就是欧洲的

科学传统ꎮ 欧洲的超越性思维是以线性因果关

系为基础的ꎬ甚至可以说是以线性时间观念为基

础的ꎬ这与我们下面要讲到的 ２０ 世纪才真正发

展起来的“关联性”是不一样的ꎮ 首先是哲学ꎬ
欧洲主流的哲学主要在论证和推论ꎬ是要探究事

物的原因和根据ꎮ 论证是它的基本方法和基本

要素ꎬ 欧洲哲学用了另外一个词是 “ 说明”
(Ｅｒｋｌäｒｕｎｇ)ꎬ“说明”主要是“因果说明”ꎬ说明事

物的“理由”和“原因”以及“理由”和“原因”后

面的“理由”和“原因”ꎮ 世界和行为都是高度复

杂的ꎬ理由和动机也是高度复杂的ꎮ 欧洲科学的

“因果说明” “简化”了事物ꎮ 到今天ꎬ这套“说
明”模式已经扩展到全球ꎬ成了全人类的思维方

式ꎮ 尼采当年使用了一个词ꎬ叫“理论人”ꎬ他认

为从苏格拉底开始ꎬ哲学和科学的时代兴起了ꎬ
人人都成了“理论人”ꎬ哪怕搞艺术的人们也变

成了“理论人”ꎮ
欧洲基督教神学也是这样ꎬ尤其到中世纪后

期的经院哲学ꎬ最终也变成了走向对作为“终极

因”或“自因”的神性的论证ꎮ 凡事凡物都有原

因ꎬ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以自身为原因的? Ａ 以 Ｂ
为原因ꎬＢ 以 Ｃ 为原因ꎬＣ 以 Ｄ 为原因ꎬ这样下去

就成了一个无限的因果链条ꎬ没完没了ꎬ有没有

一个“自因”的“终极因”呢? 结论:只有上帝是

自因的ꎮ
哲学也好ꎬ科学也好ꎬ神学也好ꎬ都在做论

证ꎬ都在做因果说明(神学最不应该做这种论

证)ꎮ 可以看到ꎬ因果说明其实是基于自然人类

的线性时间观念ꎮ 欧洲的传统文化可以叫做自

然人类文明ꎬ基于线性时间观实现了一种“线性

超越”ꎮ 尼采第一个来推翻这种线性时间观念ꎮ
这种时间观念很恐怖ꎬ时间是一个不断流逝的过

程ꎬ一个下午过去了ꎬ又一个下午过去了ꎬ最后我

们都死掉了ꎬ这就是线性时间观念ꎮ 这种时间观

念也被叫做“现在时间”ꎬ过去是已经消逝的“现
在”ꎬ将来是尚未到来的“现在”ꎬ所以时间是一

条直线的“现在之河”ꎮ 线性时间观是很可怕

的ꎬ是让人绝望的ꎮ 因为在线性时间的无限消逝

中ꎬ每个人都是“等死者”ꎮ 后来到尼采这里ꎬ才
出现了另一种时间思考ꎬ就是他所谓的“相同者

的永恒轮回”ꎮ 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简单ꎬ我在此

时此刻可以把我的一生都重新演历一遍ꎮ 当然

过去的许多事情已经记不得了ꎬ比较模糊了ꎬ但
并不意味着它们消失了ꎬ只要时机合适ꎬ有的事

情就会突然涌现出来ꎮ 还有ꎬ人奇妙的地方还在

于有奇思妙想ꎬ我一边跟你们讲话一边想着别的

许多人和事ꎬ人是一种奇思妙想的怪物ꎮ 时间的

呈现绝对不是一条河流的流逝ꎬ而是循环涌现

的ꎮ 所以我们必须重建时间理解ꎮ 尼采的“永恒

轮回”学说已经开了个头ꎬ启示了一种我所谓的

“圆性时间”ꎮ 尼采的论证很简单也很有力量:
所有直线都是骗人的ꎬ那么ꎬ过去与将来就必定

会在“瞬间”这个门口碰撞在一起ꎮ 这种“圆性

时间”后来在海德格尔那里有新的阐发ꎬ我这里

不再多说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圆性时间”对于现

代思想和当代艺术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ꎮ 当

我们把时间理解为圆的ꎬ那就意味着传统的“超
越性思维”不能成立了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关联性思维”开始了ꎮ

在西方“关联性思维”的形成过程中ꎬ有两

个人物很重要ꎬ一个是胡塞尔ꎬ另一个是海德格

尔ꎮ 胡塞尔是现象学哲学的开创者ꎮ 胡塞尔认

为ꎬ对象是在与之相适合的被给予方式中呈现给

意识的ꎬ这一点又是不依赖于有关对象是否实际

存在而始终有效的ꎮ 每个对象的意义都取决于

它的呈现方式ꎬ取决于它是怎么给予我们的ꎮ 桌

子上的矿泉水瓶是一个茶具ꎬ这是一种呈现方

式ꎻ在实验室里面它被当作量杯ꎬ那是另一种呈

现方式ꎻ如果在一个几何学课堂里ꎬ它被当成白

色圆柱体ꎬ呈现方式不一样ꎬ意义也是不一样的ꎮ
事物被给予我的方式决定了它的意义ꎻ事物本身

—８８—

　 ２０１９. １０学人论语



没有固定的意义ꎬ而总是依赖于它物以何种方式

给我们ꎮ 后半句话“这一点又是不依赖于对象是

否实际存在而始终有效的”也很重要ꎬ对艺术来

说尤其重要ꎬ因为艺术的构造是虚构ꎬ虚构的意

义何在? 是艺术中的重要问题ꎮ 按照现象学的

看法ꎬ对象是在某种被给予方式当中呈现给我们

的ꎬ而这一点不依赖于相关的对象是不是实际存

在ꎮ 这就为艺术虚构和创造作出了辩护ꎮ 艺术

创造不存在的东西ꎬ所以对于艺术来说很重要的

是ꎬ我们如何可能谈论不存在的东西ꎮ 胡塞尔给

出一个论证:一个事物呈现给我ꎬ以某种特定的

方式呈现给我ꎬ可能以好多种方式呈现给我ꎬ而
这一点是不依赖于对象是否实际存在的ꎮ 我们

今天坐在这里ꎬ就可以讨论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

东西ꎬ比如长三个角的牛ꎬ比如狮头蛇身的龙ꎬ都
是虚构的东西ꎮ 不存在的东西当然是可以讨论

的ꎬ对于艺术来说尤其如此ꎮ
我们也可以说ꎬ对象是按我们所赋予的意义

而显现给我们的ꎮ 刚才说事物怎么呈现给我们ꎬ
怎么被给予我们ꎬ那就决定了它的意义ꎻ另一方

面ꎬ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赋义的行为ꎬ我们赋予

事物以意义ꎬ我们可以把一个三角形叫做等边三

角形ꎬ也可以把它叫做等角三角形ꎬ这两个意义

是不一样的ꎬ我们的赋义行为决定了对象的意

义ꎮ 所以ꎬ胡塞尔就认为ꎬ没有与意识完全无关

的实在对象和世界现实性ꎬ对象总是与我们相关

联的ꎬ这个叫“先天相关性”ꎮ 这不是什么唯心

主义ꎬ这是生活世界的真相ꎮ 我们的赋义行为是

不简单的ꎬ我看到你ꎬ把你认作一个小姑娘ꎬ这个

行为里发生了很多东西ꎬ我为什么把你认作小姑

娘ꎬ而没有把你看成一个老太太ꎬ没有把你看成

一个男孩ꎬ等等ꎮ 我不断赋予你意义ꎬ我在不断

赋义ꎬ也会不断改变赋义方式ꎬ你怎么呈现给我

与我怎么赋义是同一个过程ꎮ 意向意识本身包

含着与对象的关联ꎬ传统的欧洲人可从来不是这

样想问题的ꎬ他们以前总是在讨论我与对象的超

越关系ꎬ我怎么跳出去把握住对象的ꎮ 这是一个

知识论的问题ꎮ 康德自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ꎬ事

物已经进入我们知识范围里ꎬ成了我们知识把握

的对象ꎮ 现在胡塞尔说ꎬ对象是与我关联在一起

的ꎬ对象的意义取决于它与我的关联性ꎬ这就开

启了第三个关于物的理解ꎮ
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学生ꎬ发展了后者的现

象学ꎮ 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走得

还不够远ꎬ“现象” 是由 “内容意义” ( Ｇｅｈａｌｔｓｓ￣
ｉｎｎ)、“关联意义” ( Ｂｅｚｕｇｓｓｉｎｎ) 和 “实行意义”
(Ｖｏｌｌｚｕｇｓｓｉｎｎ)三个意义方向构成的整体ꎮ “内
容意义”是指在现象中被经验的“什么” (Ｗａｓ)ꎬ
“关联意义”是指现象被经验的“如何” (Ｗｉｅ)ꎬ
“实行意义”则是指“关联意义”得到实行的“如
何”(Ｗｉｅ)ꎮ 这是学理上的话ꎮ 简单说ꎬ现象有

三义ꎬ一是内容意义ꎬ它是“什么”ꎬ是什么内容ꎬ
比如这是茶杯ꎮ 二是关联意义ꎬ这个茶杯怎么跟

我发生关联ꎬ我使用它ꎬ用它喝水ꎮ 三是实行意

义ꎬ就是这种关联意义是怎么发生的ꎮ 如果我不

伸出手去ꎬ不把它抓起来ꎬ那么关联意义就不可

能完成ꎮ 再简单说ꎬ“现象”的三义就是:它是什

么ꎬ它跟我有什么关系ꎬ这个关系是怎么完成的ꎮ
海德格尔说第三个意义即“实行意义”才是关

键ꎮ 这就把哲学带向另一个方向ꎬ即行动优先的

方向ꎮ 只有行动起来才可能有这些意义ꎮ 以前

哲学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ꎬ以前哲学家只是傻傻

地盯着一个个对象ꎮ 胡塞尔有所进步ꎬ揭示了

“关联意义”ꎬ海德格尔更进一步ꎬ深入到“实行

意义”ꎮ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ꎮ
事物的意义在于关联性ꎬ也就是事物如何呈

现给我们ꎬ如何被给予我们ꎬ如何与我们关联ꎬ同
时也引出了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讨论ꎬ引出了

视域—境域—世界论ꎮ 这个对象如何给我ꎬ这既

不取决于它本身也不取决于我ꎮ 比如这个茶杯ꎬ
它是怎么被给予我的? 近代哲学主体性高涨ꎬ总
是说事物是我们规定的ꎬ康德就说事物是对象

性ꎬ是我给它的意义ꎮ 到了现代和当代哲学ꎬ人
们才认识到ꎬ这个事物的意义既不在于它本身也

不在于我ꎬ而在于它与我的关联ꎮ 为什么会这

样? 是因为当一个对象跟我当下发生关联时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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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特定的视域里构成这种关联ꎮ 我的行为是

赋义行为ꎬ但为什么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赋

予这个茶杯几个不一样的意义ꎬ圆柱体、装水的

容器、量杯等等ꎬ那是在特定的视域或语境里完

成的ꎬ受制于不同的视域或语境ꎮ
所谓“关联性”也有好几种ꎬ一是物与物的

关联ꎬ二是人与物的关联ꎬ三是人与人的关联ꎬ所
有这些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关联体ꎬ即视

域、境域或语境ꎬ也就是我们讲的“世界”ꎮ “世
界”可大可小ꎬ比如说我来做一场报告ꎬ在这里我

们就构成一个小的“世界”ꎬ一个小的关联体ꎮ
我对这个关联体不熟悉ꎬ第一次来ꎬ不知道电脑

在哪里ꎬ也不知道怎么播放视频ꎬ所以折腾了十

几分钟ꎮ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ꎬ需要对其中

的关联作重新整理和适应ꎬ后来把桌子往前移ꎬ
屏幕往后退ꎬ把电脑移到台上来ꎬ各种关联慢慢

理顺了ꎬ我才可以坐下来做今天的报告ꎮ 所以ꎬ
所谓“关联体”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话语空间和

世界ꎮ 生活世界被理解为一个一个“关联体”ꎬ
相互关联的事物是在不同的“关联体”里面被把

握和被理解的ꎮ
让我们总结一下ꎮ 西方哲学和西方艺术有

三个阶段ꎬ对应于事物理解的三个阶段ꎬ自在之

物—为我之物—关联之物ꎬ这是物概念的三个变

化ꎬ相应的西方哲学也分为三个阶段ꎬ就是古典

存在学 /本体论ꎬ近代知识学 /知识论ꎬ以及现当

代的现象学和语言哲学ꎮ 物概念的三个类型ꎬ同
样也对应于西方哲学关于世界的三种理解ꎬ大致

可称为自然世界、对象世界和生活世界ꎮ
与现当代的物经验即“关联之物”相关ꎬ现

当代的艺术概念又是什么呢? 我想指出三点:
首先ꎬ艺术即表现(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ꎮ 近代以来

的艺术史大致呈现了再现—印象—表现(广义)
的进程ꎮ 前面讲了ꎬ近代艺术是再现艺术ꎬ最基

本的概念是“再现”ꎬ它与把对象建立起来的表

象性思维有关ꎮ 以“表现”为标识的艺术是一步

步演变来的ꎮ 近代再现艺术到 １９ 世纪后期有了

变化ꎬ出现了印象派ꎬ印象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变化环节ꎮ ２０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表现主义艺

术ꎬ我说的是广义的表现主义艺术ꎬ包括印象派

以后的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等ꎬ所有这些艺

术思潮都具有“表现主义”性质ꎮ 这里要稍稍区

分一下ꎬ在字面上ꎬ“印象” (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是内化ꎬ
是向内的ꎬ而“表现”(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是外化ꎬ是向外

的ꎬ这两个词是相对的ꎬ“印象”是往里压ꎬ而“表
现”是往外推ꎮ 印象派艺术把近代艺术的主体性

特征充分表现出来了ꎬ显示出某种极端的主体

性、极端的内化ꎬ大家都熟悉印象派艺术ꎬ它对光

和色的理解是内化的ꎬ极端主体性的ꎮ
其次ꎬ表现即赋义( ｇ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ꎮ 现象学

哲学告诉我们ꎬ简单的观看和感知行为就已经是

赋义行为ꎮ 表现同时是赋义行为ꎮ 如何理解“表
现”这种赋义行为呢? 这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表
现主义”艺术与 ２０ 世纪后半叶的“新表现主义”
艺术那里是有不同理解的ꎮ “表现主义”恐怕还

会把“表现”理解为主体性行动ꎻ而作为当代艺

术的“新表现主义”则已经进入境域—世界的现

象学式理解中了ꎮ 我认为这是一种进展ꎮ
第三ꎬ赋义即创造(ｃｒｅａｔｅ)ꎮ 所有行为都是

赋义ꎬ就是赋予意义ꎬ就是创造ꎮ 我们时刻都在

创造ꎬ创造是普遍的ꎮ 我把手放着是一种赋义行

为ꎬ我把手举起来ꎬ就是另一种赋义行为ꎬ就给出

了另外一种意义ꎮ 每时每刻ꎬ我们的一个眼神、
一个暗示、一个手势、一句话ꎬ都是创造性的赋义

行为ꎮ 每个人时刻都在创造ꎬ每个人都是艺术

家ꎮ 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作为赋义行为的“表
现”ꎬ才能确认创造的普遍性ꎬ而没有确认这一

点ꎬ就难以理解当代艺术ꎮ 我希望在哲学史和艺

术史的脉络上ꎬ来理解从古典到近代到现当代的

物概念和艺术概念的演变ꎬ从而理解今天艺术的

意义ꎮ

四、未来艺术展望

如何理解当代艺术? 未来艺术会变成什么

样子? 今天我们谈当代艺术和当代哲学ꎬ就是要

讨论今天的生活和文明及其未来方向和可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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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未来的讨论越来越热烈ꎬ大家都在说

“未来已来”ꎬ流露出许多忧虑心情ꎮ 首先我想

说ꎬ我们正处于一个文明断裂状态中ꎬ这个断裂

差不多是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间发生的ꎮ 这个断

裂不是突变的ꎬ不像一根木头一下变成两段了ꎬ
而更像一根竹子ꎬ被拗过来ꎬ裂痕出现了ꎬ但还联

系在一起ꎮ 这种“断裂”ꎬ有人叫做“历史的终

结”ꎬ也有人说“艺术的终结”ꎬ也有人说“后现代

主义转向”ꎬ也有人恶狠狠地说这是“人类的终

结”ꎬ总之有很多描述方式ꎮ 以我的看法ꎬ这是自

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变和过渡ꎬ它呈

现出一个“断裂期”ꎮ
今天我们讲物的经验和物的概念ꎬ物的世界

已经变了ꎮ 基本的情形是ꎬ自然物和手工物已经

退隐了ꎬ技术物占据主导地位ꎮ 我把这个世界叫

做技术统治的世界ꎮ 中国在改革开放 ４０ 年间完

成了工业化ꎬ工业化把我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ꎮ
欧洲花了 ２００ 多年ꎬ欧洲的工业化是从 １８ 世纪

下半叶开始的ꎬ前面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人类

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变ꎮ 这是一种巨变ꎬ身
处其中ꎬ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没有反应过来ꎮ 我们

还在坚守传统ꎬ传统当然很重要ꎬ人类几千年来

创造的文明和价值ꎬ古典的哲学、宗教、艺术、音
乐等等ꎬ它们的退场和消失让我们心痛ꎮ 然而我

们不得不看到ꎬ传统文明的价值对于技术生活世

界里的人类生活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ꎬ宗教

是这样ꎬ传统哲学是这样ꎬ传统艺术也是这样ꎮ
我经常去德国ꎬ德国古典音乐很好听ꎬ但现在只

有老年人才听ꎮ 多美好的东西ꎬ慢慢地正在退

去ꎬ那是自然人类文明的创造性成果ꎬ已经离我

们越来越远了ꎮ 在美术学院、戏剧学院和大学里

面ꎬ我们都在讨论绘画怎么办ꎬ戏曲怎么办ꎬ文学

和哲学怎么办ꎮ 我是绍兴人ꎬ我们老家有三种

戏ꎬ越剧、绍剧、莲花落ꎬ但现在都已经没落了ꎬ我
的两个小孩都听不懂了ꎬ到我这一代ꎬ就这么 ４０
年间全没了ꎮ 今天我们不断地讨论艺术人文科

学到底还有什么用ꎬ大量人文知识分子习惯于回

忆和美化过去ꎬ说古人活得多么好多么好ꎬ后来

越来越不好了ꎮ 但这在逻辑上恐怕是大有问题

的ꎬ古人活得到底好不好呢? 据我所知他们活得

并不好ꎬ古人寿命都很短ꎬ３０ 多岁就死掉了ꎬ
１９００ 年人类平均寿命 ３９ 岁ꎬ现在是 ７３ 岁ꎬ表明

古人活得并不好ꎮ 我们需要纪念和怀念一些过

去的东西ꎬ这肯定是需要的ꎻ但我们也不能因此

走向另一个极端ꎬ不能一味厚古薄今ꎮ 不然我们

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ꎮ 我们要尊重传统和历

史ꎬ但更要直面当下ꎬ展望未来ꎮ 今天我们更需

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技术统治的世界里ꎬ艺
术何为? 艺术还能干什么?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

两点:
第一ꎬ艺术要成为“事件艺术”ꎮ “事件”这

个词现在被广泛地讨论ꎬ尤其在法国当代理论中

显示最多ꎮ “事件”(ｅｖｅｎｔ)应该是海德格尔首先

提出来的概念ꎬ在他那里叫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ꎬ我译之为

“本有”ꎬ但在国内有许多混乱的译法ꎮ “事件”
为何越来越重要了? 这里面有一个变化ꎬ如我们

前面讲过的ꎬ在古代ꎬ物的意义在于它自己ꎬ我们

坚信物自身有一个结构ꎬ有一个自在的存在意

义ꎻ到了近代ꎬ我们说物的存在意义是我们赋予

它的对象性ꎻ到今天ꎬ我们说物的意义取决于它

与我的关联性ꎮ 这样一个变化与生活世界的变

化是一体的ꎮ 当物的意义在于关联性时ꎬ这个物

已经变成事了ꎮ 这个物和事要区分开来ꎬ物是

物ꎬ事是事ꎬ物是我们抓得到的ꎬ把握得住的ꎬ事
当然也与物关联在一起ꎬ但事是我们讨论、处理、
理解、谈论、创造的ꎮ 艺术也必须有一个变化ꎬ就
是从物到事的变化ꎬ这就是当代艺术ꎮ 当代艺术

开始成为行动和介入的艺术ꎮ 一件艺术品挂在

墙上供我们瞻仰ꎬ让我们得空时去看看它ꎬ这样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ꎬ或者说正在成为过去时ꎮ 我

们的艺术理解必须完成从物到事的转变ꎮ
第二ꎬ艺术要成为“抵抗的艺术”ꎮ 艺术的

意义是什么? 现代技术进展飞速ꎬ在这样的时代

里艺术还有什么用? ２０１８ 年深圳基因编辑事件

发生后ꎬ大家对技术越发恐慌了ꎬ以为末日降临ꎻ
而另一方面ꎬ人们现在也将信将疑地听说技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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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长命百岁ꎬ甚至几百岁ꎬ总之会大幅度地

延长我们的寿命ꎬ各种长生数据都出来了ꎮ 大家

听得很兴奋ꎬ我们将要不死了ꎮ 所以人们是既恐

慌又欣喜ꎮ 如果人可以活到 １５０ 岁了ꎬ那么如何

度过这漫长而无聊的人生? 人们为了避免无聊

致死ꎬ是不是只好来搞哲学和艺术了———不然又

能怎么办? 我在五六年前的一个讲话中就说:艺
术人文科学的时代到了ꎬ而我们艺术人文科学的

从业人员居然还不知道这一点ꎮ 在不远的将来ꎬ
越来越多的人将下岗ꎬ成为“多余的人”ꎬ你让他

们干什么去? 我看大部分只好来学艺术和哲学ꎮ
现在大家更操心钱的问题ꎬ但我认为ꎬ未来 ２０ 年

或 ３０ 年ꎬ钱对个人来说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ꎬ重
要的是你有没有事做ꎬ有没有活干ꎬ重要的是劳

动机会ꎮ
前面讲了作为事件的艺术ꎮ 从物到事ꎬ如果

没有把物的艺术搞成事的艺术ꎬ艺术家肯定不会

成功的ꎮ 这里面有两个含义ꎬ一是说艺术必须介

入到生活当中ꎬ二是说艺术必须成为事件ꎬ让公

众来参与ꎬ变成影响社会生活的事件ꎬ而不再是

挂在墙上的一幅画ꎮ 进一步我们还得追问:艺术

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在这里想借用

哲学家阿多诺的一个说法:艺术只有作为一种社

会抵抗形式才是有意义的ꎮ 艺术的意义在于抵

抗ꎮ 抵抗什么呢? 当然首先要抵抗社会、制度ꎬ

但更多的是要抵抗这个技术世界ꎮ 这个技术世

界已经失去约束和平衡机制ꎬ速度越来越快ꎬ我
们得想办法节制它ꎬ让它慢下来ꎮ 艺术的意义在

于此ꎬ哪怕我们———自然人类———要毁灭ꎬ那最

好也得让我们慢慢毁灭吧ꎮ 人们今天提倡传统

文化ꎬ动机不一ꎬ但恐怕也多少带有一种抵抗的

意图ꎬ只不过这种抵抗多半采取了逃避的策略ꎬ
其成效是值得置疑的ꎮ 今天在新的技术状态下ꎬ
属于自然人类世界的传统精神表达系统(传统哲

学、宗教和艺术)日渐崩溃ꎬ技术工业的普遍宰治

已经把人类带入一种普遍同一化和同质化的机

制之中ꎬ如何保卫个体自由ꎬ将越来越成为未来

社会的一大难题ꎮ 艺术的抵抗意义也因此突显

出来了ꎮ 阿多诺所谓作为抵抗形式的艺术ꎬ我想

应该指向一种更为普遍的姿态:我们每个人对于

生活ꎬ对于技术ꎬ对于社会ꎬ对于这个世界ꎬ都应

该摆出一种抵抗的姿态ꎬ旨在保卫我们自己ꎬ保
卫我们正在慢慢失去的自然生命的意义ꎬ保卫我

们日益面临危机的个体自由ꎮ

(本文源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在上海

戏剧学院的报告ꎬ原题为«何谓物? 以及什么是

艺术?»ꎬ后根据速记稿整理成文ꎬ演讲风格仍予

以部分保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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