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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审美意识形态论
王晓岗
（渤海大学 中文系，辽宁 锦州
摘

要

）

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受社会、历史、文学自身发展状况的制约，文学的本质定

义明显具有时代性。文学的现代生产时期，文学在保持自身的属性的同时，又要实现自己的
责任。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体现这一要求的说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看法。文学是用美妙而含蓄
的语言来表现人生的，是在普遍兴味和个人风格中反映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生存状态的，是
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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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无疑受特
定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学自身发展状况制约，各
种关于文学本质定义明显具有时代性的特点。在传
统文学生产时期，文学是作家抒情言志时，表现出
他们对服务世道人心的向往。在现代文学生产时
期，文学在寻求保持自身的属性的同时，更要求明
确地实现自己的责任。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学者
历尽艰难坎坷之后，得出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突出认
识。它概括地体现现时代文学内在和外在规律的要
求。但它不是唯一看法。它是对文学宏观的考量，
由此必定要漏掉文学的微观特性。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产生物，是人类以
审美方式把握两个世界的手段，它毫无疑问地会打
上时代历史的烙印，随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
着。任何对它的本质的定义都是现时代的，不是一
成不变的，只能反映特定时代的人的特定认识。在
不断变化的文学的“现象界”里 ，我们只能无限
地接近文学的“物自体”，而不能与之重合。伊格
尔顿说：
“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抛弃下述幻觉，即：
‘文学’具有永远给定的和经久不变的主观性。任
何东西都能成为文学而任何一种被视为不可改变
的和毫无疑问的文学——认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
一个稳定、明确的实体，一如是昆虫学研究多种昆

虫 任何一种这样的信念都可以作为妄想加以抛
弃。
” 伊格尔顿把文学研究扩展到历史性维度，认
为在文学本体的标准形式和价值判断上没有形而
上学的经久不变的定义，一切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
中的问题，某种貌似合理的公认的定义就是特定历
史现象的产物，离开具体语境 一切皆不存在。文
学研究只能有阶段性，没有永恒性。
当前大学中文学科文学理论教材中认为文学
是“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观点已经被广为接受。
“文
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语话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
态” ；“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
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
象的虚构，但又是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
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
性；它具有社会性，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
识形态。
” “审美意识形态论”能得到众多认同，
在于它很大程度上符合了这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实际，符合文学自身发展
的状态。文学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简单地归为为政治
服务、为社会生活服务。文学是表现人的情感和心
理的，是有审美属性的，凡此种种不再是讳莫如深
的话题，文学自身特性的发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
“审美意识形态论”可谓生逢其时。
“文学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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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论的确是当代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

而论，在我看来，双方在本质是一致的，都有为文

社会结构出发在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正
反两方面经验之后，根据文学艺术的实际，用自己
的心血所作出的一次理论创新。
” 文学是审美意

学找到最终的本质的意图和想法，而且有很多相同
之处。只是表述稍有不同而已。

识形态这一理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理论研究
取得的重要认识，这是符合实际的。

的极端中解放出来，确立自己地位的同时，也走向
了“笼罩一切战无不胜”的境地。“审美意识形态

阿多尔诺在《美学原理》中认为艺术的本质是
双重的，一件艺术品既是美学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意
图产生出来的。阿尔都塞也说：
“艺术和意识形态之

有巨大的溶解力的，一切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的，
宗教的，历史的甚至是科学的内都可以溶解于审美
之中。审美意识形态是包容性很大的概念。
” “意

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问题。然而，
我能告诉你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些方向。我并不把真

识形态作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最高，最
集中的体现，它的功能既然是动员社会成员凝聚社

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虽然艺术的确与意识
形态有很特殊的关系。
” 西方学者很早已经注意到
了审美与意识形态审美意识之间的关系，并做了深

会成员的力量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去进行奋斗；因而
他它的性质就不仅是理论的而更是实践。
” 这些
说法都是给“审美意识形态论”作注脚，或是回应

入研究，我们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吸收西方文学理
论的东西之后形成的。说它是创新是值得商量的。
当时学者们在强调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观点
的时侯，也意识到：“文学的定义，不是固定的僵
死的，而是变化的发展，这里对文学的定义不过是
我国目前采用的关于文学属性的一种较具代表性
的理念而已。
” 这是科学的、发展的符合实际的
看法。依照这样的观念，就不会简单地说文学就是
如此，就是这些，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就会想到
关于文学的不同认识，以及它们产生的背景，它们
的针对性，认识到文学艺术是作为活动的社会现
象，不同时代文学会有不同形态，它是不断变化
的，人们对它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
情随事迁，随着持此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学者们
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之后，就有把“审美意识形态
论”变成第一、唯一的想法和言论了。
“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口气已经不容置疑，言外之意其他的观点都是第二
第三了。持论者又说：“这是我国文学理论界在学
术上打的胜仗。
” 众所周知这一观点的确立是在
政治上拨乱反正后，虽费周折但也是时代趋势，人
心所向。如果说学术主张要靠打仗式论战得来，却
不一定要靠挥舞拳脚来捍卫。李泽厚先生曾在文章
中谈到军事术语充斥生活的消极影响问题，如果让
军事术语进入学术领域好象也不是可取的。
诚然“审美意识形态论”也受到许多质疑。学
者们主要对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审美与意识形态
的组合上有不同看法。如“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最大
欠缺是把丰富的意识形态狭窄化了”等等。 平心

批评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含量。审美与意识
形态结合之后成了包打一切无往不胜的理论，仿佛
是如来佛的手掌，文学艺术的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文学是显现在语话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文
学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学自然不是在真空中存
在的，也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更不是纯粹审美的。
它总是要与外在世界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产生这
样那样的影响或效果，总要表现作者的意见或情
感，这就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的意识形态
属性必须在审美特征基础上才能存在和产生。离开
文学的审美特性，意识形态性就会无限扩张将会掩
盖文学的审美特征，这个现象我们仍然记忆犹新。
然而单单用审美性来概括文学的全部内部属
性特征，显然没有落到实处，文学的表现技巧和手
段是复杂多变的，它的文本存在方式更是姿态万
千，仅以审美性来包容一切内部特征，是用效果代
替过程操作，也淡化了文学在技术上的要求，显得
力不从心。另外文学的虚构，想象，情感等性质并
没有显现出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也就过
于概括了。虽如此，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历史性贡献
还是巨大的，它找回文学自身的属性，文学不在是
其他东西的附属物。但是，想以此说一劳永逸地解
决所有问题那是一相情愿的事。
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事
物，不僵化，不教条地分析解决问题。童庆炳先生
说过：“世间万物都在变化着 发展着。我们研究
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
” 费希特在
《论学者的使命》中认为学者要引领人类道德风尚。
文学研究的学者应当引领这一方面的风尚，而不应

“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把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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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这方面的风尚有消极影响。

么；文学又有某种超越性，超越那些。这些方面都

罗宗强先生说：“我们文学史所写的，只是对
于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解，还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我

要涉及，虽显拖沓，却切实可感。填补了审美的干
枯，缓解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急切，同时也便于理解。

们讲文学史的时候，不要对学生说，李白是这样

关于文学的见解很多，每一观点都是提出者在

的，杜甫是这样的，这就是真理！最好是说，李白
可能是这种，杜甫可能是这样，但还有不同看法。
”
不但文学史的讲授如此，文学理论也需如此。
“文学是一种人生的解释，文学家应该用‘尽善

的媒介，它的表现技巧和手段乃至存在形态也都是
有社会性的，文学的现象界是变化多端的，它的物

尽美’的文字技巧去把他所看到的人生各方面表现

自体也只有在社会性中才能产生出的惯例和准则。

得格外清楚，格外真实，格外变幻，或格外深刻，使
他的读者对于自己所知道的人生有更进一步的了

“对文学的能力是感受力，而这种感受力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是随着人类群体
整个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
” 文学的呈现方

解，这就是文学性的功用，便是文学的全部功用。
”
韦勒克在他的经典著作《文学理论》中认为，
文学不等于政治，哲学的图解，也不是社会，历史
的文献，而是具有独特审美性质和价值的艺术品。
文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想象性，虚构性与创造性。文
学的价值是甜美与有用的组合。文学的内在结构是
固定的；文学的本质和作用，自从可以作为概念上
广泛运用的本语与人类其他的活动和价值观念相
对和比较以来，基本上没有改变过。这是以新批评
为基础的认识。
乔纳森 卡勒感到给文学找个共同的本质非常
难，
“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为具有某种属性或
者某种特点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作程式的
创造，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哪一种视角也无法成
功地把另一种全部包含进去。所以你必须在二者之
间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在这五种情况的每一
种中，我们都会遇到上面提到过的结构。我们面对
的是可能被描述成文学作品特点的东西，上述那些
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
看来，不论哪种视角
都不能包容尽一种而成为一个综合全面的观点。
”
这些观点都有自身的合理性，都是在特定语境
下对文学的理解。如果离开了理论的生存语境，就
会失去自身的丰富意义。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体
现了现阶段研究成果，也便于表述，只是不能避免
抽象过于概括的一面。文学的美的性质表现在众多
方面，它们都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文学又不是空
中楼阁，它总要与社会人生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
在我看来文学不妨如此理解：“ 文学是用真诚美妙
而又含蓄的语言表现人生的，它的全部美感都都以
作品为存在状态。它以普遍的兴味和个人风格记录
人的生存状态，是人的灵魂的真诚历史。
”文学的载
体是语言，它有何特点；文学是人学，是写人的什

特定历史时期，自己对文学的特定认识，
。文学是一
种社会实践，它以语言这种社会的创造物作为自己

式是与文学的生产方式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
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文学从传统书写到现代印刷再
到电子传媒的发展过程，作家们赋予文学的内含也
是不同的。传统书写时代知识分子本着“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信念，抒情写志，文学是个人的手段和
工具。现代印刷时代，作家作为大众的启蒙者，为
社会为人生写作，文学肩负着时代使命。如今，电
子传媒时代迎面而来，文学也面临前所未有处境，
它必然作出应变，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必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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