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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自然美学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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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是自然美的热情讴歌者，被誉为是大自然的情人和诗人。他认为自然是全

美的，自然与美是同一的。自然之美体现为一种和谐之美，自然的和谐表现为一种包含矛盾、
对立、多元的宇宙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和谐。这种和谐的原因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时刻存在着的
神秘的力量。自然美是现实美与超验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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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作为共时存在的两大实体，人类与自然有复
杂的多层关系。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实用关系（满足人们

觉去领悟超现实的美——宇宙生命永恒的美。
那么，泰戈尔是如何看待自然美的呢？泰戈尔对自然

的物质需要，提供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道德象征

美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关系和审美关系。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实用关系主要表现
为对人类有益还是有害，也就是一种实用功利关系，它诉诸
于知，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来实现。道德象征关系是指自然
对象与人类道德之间的一种对喻，如把松、竹、梅比作人的
高风亮节，将自然对象作为人的理想人格等，它主要诉之于
意。审美关系是指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审美愉悦、精神的净化
和人格的提升，它主要诉诸情感。
泰戈尔显然看到了这种人与自然的多层复杂关系，“在
世上，我们与真实存在着三种关系，即理性关系、实用关系
和享乐关系。
”
这里的“享乐关系”，不是指物质享乐或
享乐主义，而是指心灵或精神的愉悦和净化。 同时，泰戈
尔认为，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把握可以从多个角度，而且其意
义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一是科学认识，这是一种抽象的分
析性的知识，无法获得对世界的完整的真实性的认识。二是
凭我们的感觉和直觉即知觉极限获得的认识，它使自然获得
了自己的外观、色彩及运动的特性而使物理的形而上学的抽
象世界变成了人的世界，也就是通过我们的感官获得的感性
认识。三是靠我们的心灵情感和意识触及到的世界，这个世
界完全成为我们自己的，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可见，泰
戈尔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通过心灵与情感力，用
审美的眼光所获得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具体的完整的属于人
的自然世界。上面三种认识中，第二种认识和第三种认识都
涉及到人对自然的审美把握，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用感觉去
把握现实的、自然物质生命的美，后者则强调用心灵、用直

一、自然全美
自然全美意即自然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美的。自然
全美是生态科学兴起后出现的一个概念，人们往往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解读。人们或者从生态系统普遍联系的观点得出自
然全美的结论，即在生态系统中自然是全美的。“在他们看
来，孤立地看某个自然物，它可能是丑的，但是把它放到生
态系统中去看，它就是美的；如果它在某个生态系统中仍然
是丑的，那么就请将它放到更大的生态系统中去观察，最终
一定会发现它是美的。
” 前言 或者从生态整体观的角度得出
自然万物作为一个整体都是美的，而且，“自然整体的规律
和自然整体的美高于人类的道德和人类的美。
” 实际上，
这种自然全美的观点最终否定了丑的存在，把美绝对化了。
泰戈尔的自然全美是指自然事物作为自然的存在本身
就是美的，自然和美是同一的。（当然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
本身也应当是美的。
）
“诱人的美景并不是我们通过努力得到
的，而是世界的主亲手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谛不是已由造物主不经意地写在夜幕上了吗？”
他显然
也深刻的认识到了自然美整体性，即自然中的每一种事物作
为整体都是美的。但他不否认丑的存在，他认为美与丑是辩
证的统一，美与丑都不是绝对的，美中有丑，丑中体现着
美。他是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辩证地看待美和丑的，如果整
个系统是美的，即使局部存在丑，也不会损害整体系统的
美，即整体之美中可以容纳局部的丑。并且局部的丑有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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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彰显整体系统的美。他把整体的美比作一棵大树，巍然

泰戈尔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表现在人与自然具有

屹立，直插夜空，是美的；但从局部看，它也有扭错的根
节、弯曲的枝干、粗糙的树皮以及树身上的蛀虫等丑的东

同源关系。自然和人的生命力是神赋予的，纳万拉指出，
“诗
人发现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是从同一个来源取得生命力的”。

西。但这丝毫不影响大树的整体之美。所以，
“美是整体的，

泰戈尔称这种生命力为“生命的神力”、
“生命之溪流”、
“流

夜空之美、巨树之美并不排斥其局部的丑陋和变形，相反
包含了大量局部的丑陋的事物在整体上仍然给人以巨大的

动的精神”这种生命的神力流过世间万物，人类与自然就是
通过生命的神力的运动而统一于和谐的韵律之中。“就象同

美的整体性还依赖于审美主体的美感的完整性，
美感。
”
即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辩证地而不是片面地、动态的而非

一首诗的两个小节，同一部交响乐的两个乐章一样。它们是
‘谱了同一曲调的’
。
”

静态的去观察事物，那么美就无所不在，自然就呈现出：
“一

它伴着美妙的韵律，迈开婆娑的舞步，

种无言大美，这是一种众美，一种多元之美，一种天籁之
美。
” 前言 所以我们对自然的美应该完整地去欣赏。“倘若

叩击着节拍，摇摆着身躯。
它渗入世间的每一粒尘土，

我们以完整的感情去观察，那么韵律无论在何处都不是分割

快活的穿过千万颗小草，

开来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不缺乏美的。
”所以泰戈尔说，
“一
切事物都是美的”，如果我们的美感把真实世界中的事物分

滋润着数不清的枝叶与花朵。

成美的和丑的，“那么美在我们的发展里就成为一种桎梏，
它就会严重阻滞我们的心灵在整个真实中的扩展。
”这种从

年复一年，小河在广袤的宇宙间奔腾不息，
也在我的每一滴鲜血中起舞。

美学的角度去解读自然全美与生态系统论普遍联系的观点
或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自然全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泰戈尔的自然全美还包含一种内涵就是，自然事物都是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自然在情感上就有一种天然的亲
缘关系，因为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对我们而言，
这世界的最崇高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存在其中，知道它，使用

宇宙

它，而是凭借扩大同情以明白我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我

运动的韵律如果说是一首宏大的交响曲，那么自然中的美一
种事物的运动都是交响曲的一个音符，都是不可或缺的。
“玫

们自己不应该疏远它，控制它，而是理解它，使我们自己和
它连在一起，成为完美的结合。
” 人类与一切有生命及无

瑰花引起我们美感的原因，也就是大千世界里普遍存在或基
本的原因。世界越富足，就越难自制。它的离心力在无止境

生命的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亲谊，人对自然的情感是源
自心灵的“爱’ 是一种“亲属之爱”，是兄弟之谊、情人之

宇宙韵律的一部分，
“都创造着宇宙音乐的韵律”。

的五光十色里把自己分割成千百份；而它的向心力在唯一完

爱、父母之情，是一种博爱。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命息息相

整的和谐之中，获得了五光十色的无穷欢乐。一方面是发
展，另一方面是抗衡——美就产生在发展与抗衡的韵律之

关的“我”与“你”的关系。正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
们称呼大地、河流为‘母亲’
，我们崇敬菩提树，我们把岩

中。
”

从这一角度讲，自然也是全美的，宇宙的历史也

是美的历史。

二、美在和谐
和谐是泰戈尔美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和出发点。“如果要
将罗宾德罗纳特所代表和传播的思想用一个词来归纳，那么
这个词就是‘统一’
。因为从本质上讲，他正是一个寻求韵
律、和谐和完整的诗人和预言家。
”“和谐”是泰戈尔哲学、
美学、诗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就自然美来讲，美在和谐的命
题包括两部分，自然本身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泰戈尔认为，自然的和谐表现为一种包含矛盾、对立、
多元的宇宙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和谐。这种和谐的原因是
一种坚定不移的时刻存在着的神秘的力量，
“ 自然中有一种

石当作是富有灵魂的东西来看待。但我们是否因此得出这是
他们精神的实现呢？我们更愿意相信我们是赋精神以实体。
自然与人类的这种精神关系不是恐惧和喜爱，而是美与快
乐。
”
在这里，泰戈尔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基于爱与欢乐
——提高到了美学的高度。这与当代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从
建立在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之上的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学
的角度所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基于利益的共存——
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生态学家那里，人对自然的尊重和
善意是基于整个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一种道德准则和行为
规范。

三、现实美与超验美的统一

永恒的意愿将其引向一个个越来越完美的境界，到今天它
已经使自己变得井然有序。在这期间它不断地冲破旧平衡

泰戈尔眼中的自然既是现实的自然，又是超验的自然，
不论是现实的自然和超验的自然都是美的，自然美是现实美

的束缚，一次又一次的获得新生。它不会使自己局限于某
种局部范围的和谐，而总是冲破这种和谐而达到最大范围

和超验美的统一。现实的自然就是泰戈尔所说的凭我们的感
觉和直觉即知觉极限所获得的自然，它使我们获得了自然事

的和谐。
”

在泰戈尔的自然诗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

传达出了一种生命激情澎湃的律动和万物相和谐的巨大欢
乐。“我们在鲜花、果实、叶片中看到湿婆狂舞的快乐的韵

物的外观、色彩及运动的特性。这样的自然是美的，包括形
式上的和质料上的。形式美就是由自然事物的形体、色彩、
声音、气味和运动变化等给人们带来的审美愉悦，如自然中

律；从中，听到全世界生命与生命那种自由而纯洁的聚会的

的鸟语花香、千姿百态、五颜六色、日出日落都给人以美的

消息。
” 在这里，自然万物相互亲爱，和谐共生，浑然融
为一体，如优美的音乐中的每一个融谐的音符。万物在这种

享受。而且泰戈尔认为，自然之美并不是因为它符合既有的
美的概念或标准，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美的，自然事物与美

慈爱和谐的关系中尽情展现自己无穷的欢乐。

是同一的，“自然之所以是美的，既不是因为它符合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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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它符合科学家为它量身定做的概念，

界。他说：“我们仅从外部方面来观察世界，所以无法看清

而是因为它不符合任何概念，因为它游离于我们的概念理解
之外而顽强的显示自身。
” 前言从自然美的质料上来说，泰

它的完整快乐的面貌。当有一天，光线仿佛突然从我内心感
情的中心处释放，照遍整个世界时，我再也不仅仅以客观事

戈尔还把美和善等同起来，他说：“善就是美，美就是善。

物的形态去观察世界，而始终如一的以完整形式去观察世

善的东西一方面满足我们的需要，另一方面本身也是美
的。也就是说，除了实用之外，它还有一种无实用意义的吸

界。这时，我心底产生了一个感受：从内心深处的肃穆幽谷
里流出的音乐溪流越过时间和空间，它又以回声的形式流经

引力。
” 即自然能满足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在自然
的实用性中也体现着一种美。

朝与
整个时间和空间，它那欢娱的泉水就在那里返回。
无限结合的有限方向走来的声音，就是真实，就是善。它囿

相比较而言，泰戈尔更重视自然的超验之美，所谓超验

于规律，又被确定于形态。它的回声从有限又朝无限回转，

的自然也就是诗意化、浪漫化、神秘化的自然，就是经过审
美主体的心灵、情感、意志和想象濡染浸润和提升过的自

从中我们也可以深刻的体会到，
那就是美，就是欢娱。
”
自然的超验之美与现实之美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现实美包

然。它已超越了自然本身的客观样态而富有一种精神性内

含超验美，超验美通过现实美去表现。

涵。“把普通的东西赋予崇高的意义，给平凡的东西披上神
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对有限的东西给
予无限的外观。
” 自然在泰戈尔看来便具有这种神秘的、
摄人心魄、无法言说的宇宙生命永恒的美。从自然最卑微、
最平凡的事物中，泰戈尔禅悟到了自然万物神秘的融合之
美，造物主创造与毁灭的力量之美、宇宙和谐运动的韵律
之美以及生命生生不息的永恒之美，这是靠我们的心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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