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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怪诞美学研究评述
陈后亮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

摘 要
随着现代主义艺术在
世纪兴起，怪诞逐渐成为西方美学家关注的焦点。经过
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怪诞美学在西方已相当成熟，人们系统发掘了怪诞艺术的表现形式和美
学意义，使其成为美学研究的新热点。相比之下，国内对怪诞艺术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常常
把怪诞与丑、荒诞等审美范畴相混淆，更有人把它误读为新的美学形态。因此，系统考察西
方怪诞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将有助于纠正我们对怪诞艺术的认识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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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怪诞
是西方现代艺术中一个十分
突出和普遍的审美现象。就像当代西方研究者哈普
汉姆（
）所注意到的：
“尽管在
世纪的艺术中怪诞并非无所不在，但几乎没有哪位
主要的艺术家与这一主题完全无关。
”
面对达
利的《记忆的永恒》、德尔沃的《睡梦中的维纳斯》、
培根的《玛哈》这样的怪诞艺术作品，人们常感觉
不能用简单的美丑来形容它们。上世纪初一位首次
参观怪诞艺术画展的观众如此表达了他的困惑：
“在这个一流的画廊里，搞了些如此的失常绘画、
疯狂色彩、说不清的奇思怪想，那些创作这些东西
的人，如果不是玩的话，都应该送回学校里去。
”①
当时的诗人布伦特也批评道：“这个画展要么是一
个糟糕的玩笑，要么是一场骗局。
”②同样的现象也
出现在小说、电影和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中。这些
作品中似乎有某种既恐怖骇人又荒唐可笑的混合
成分，它们在让人厌恶的同时却又富有强烈的吸引
力。这些现象说明，传统的审美尺度和审美范畴正
在失去对这类作品的把握能力，现实的艺术和审美
实践要求人们对这种新的审美现象作出解释。

于是从
世纪中期开始，西方越来越多的美
学家逐渐把怪诞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人们发
现，怪诞不单是现代艺术所特有的，从原始人的洞
窟岩画到中世纪的哥特传奇，从拉伯雷的《巨人
传》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怪诞其实一直
就存在艺术之中，只是被人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审
美误解或偏见而弃之不顾。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怪
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现象，甚至有人认为：
“作为一种复杂而带综合性质的艺术手法和审美途
径，怪诞可以说是连接诸种感性学范畴——悲剧、
喜剧、滑稽、丑与荒诞等——的元范畴。
”
但直到今日，我国学术界对怪诞艺术的认识还
年出版的美学专著和教材中，
相当不足。在近
要么对之避而不谈，要么把它与丑或怪诞混为一
谈，而最大的谬误则是把它作为美的一个新形态，
妄谈什么“怪诞美”。③因此，系统梳理一下西方近
两个世纪以来的怪诞美学的发展历程，将会对我国
的相关研究大有裨益。

二
《辞海》中对“怪诞”的解释为“离奇古怪”。④
“ 怪”指奇特而异乎寻常的事物和现象；“诞”则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陈后亮（

－），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山东经济学院外语系讲师。

第

期

陈后亮

西方怪诞美学研究评述

指荒唐和不合情理。前者侧重外在形式，后者侧重

子因有孕在身而松弛下垂，前额还伸出一对长角，

内容。二者合在一起就基本构成怪诞的艺术风格。
怪并不一定是完全背离通行准则，而是独特大胆甚

周身密布环形的神秘图案。它或许象征着动物的繁
殖魔力。但另一方面，位于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

至有些粗鲁的解释和运用这些准则。就像我们给小

的艺术作品维纳斯石雕却不能算是怪诞，尽管她身

孩扮鬼脸一样，适度夸张怪异的表情可以让小孩感
觉滑稽可笑，但如果把脸完全扭曲，则肯定会把小

上那些与生育有关的部位也得到了刻意强化。和丑
一样，怪诞也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相

孩吓哭。因此，怪诞和庸俗、粗鄙不同，它虽然趣
味特殊，但其中又包含着某种分寸感。艺术中的怪
首先是指描绘现实中的怪事物、怪现象本身以及对

关。中国龙的形象在西方人眼里就是怪诞的。过去
人们认为是怪诞的，今天却未必这么看，比如
世纪英国作家勃郎宁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狄更斯

它们所做的不同凡响、有悖常规的解释，大胆运用
新的出其不意的表现手法，来达到新奇效果。

在当时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可今天西方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倾向于把他看作怪诞作家。

艺术中的怪如果不能配合内容而成为目的本

荒诞与怪诞是更容易被混淆的一对范畴。但二

身，那么这样的怪也就失去任何艺术上的审美价
值，而仅仅成为一种噱头。美国研究者芬戈斯登
）认为怪诞必须同时体现在艺术表现
（
的形式和内容上，“如果单是形式上的夸张、扭曲
和暴力而使人想到怪诞这个描述性词汇，而主题却
并非这样，或者说主题怪诞但形式却与怪诞毫不搭
边（比如对怪诞的学术研究），那么我们所面对的
就不能算是完全实现的怪诞艺术，只能算是类怪诞
艺术
。
” 比如德国哥特艺术画家
马蒂亚斯 格吕内瓦尔德（
）为
伊森海姆祭坛所绘制的壁画，他用极度夸张骇人、
甚至让人心生排斥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基督受
难时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但这样的艺术算不上是怪
诞，因为其典型的宗教题材对基督徒来说既不“怪”
也不“诞”。
有人常把怪诞看作是丑的一个类型，其实这是
很不恰当的。怪诞的东西不一定丑，而只是怪。它
并非完全与观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期待相对抗，它
引起的反应也并非厌恶、震惊或反感，而往往是混
合了诧异、恐怖、趣味和愉悦的复杂情感。怪诞在
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的表述都是“
”，它们都源出于意大利语“
”，这
个词在意大利语中与“洞窟”（
）相关。最早
在
世纪时人们用“
”来指当时从洞窟
中发现的原始绘画风格以及追随这种风格的装饰
艺术，因其组合的怪异奇特而得名。后来由于怪诞
艺术不断出现，人们才把它从单一的装饰风格扩展
为一个美学范畴。而今天被人们公认的第一件真正
意义上的怪诞艺术作品是
年在法国拉斯科山
洞发现的原始人绘制的野兽图案。它描绘了一头完
全凭空想象的怪兽，狮身马首，肩背弯曲高耸，肚

者是有区别的，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词源。如前所
述，怪诞最初用来指某种装饰绘画风格，以及追随
这种风格的艺术。而荒诞则首先是个音乐术语，表
示不和谐。二者都具有不合常规的特点，不同的是
荒诞被冠之以“荒”，是荒唐性与反常性的结合。
怪诞却冠之以“怪”，是怪异性与反常性的结合。
美国学者汤姆森对这两个审美范畴的区分较有影
响。一方面，他也承认“文学作品中（特别是戏剧
作品中）荒诞的现代用法使其与怪诞颇为接近，因
此荒诞戏剧甚至也可以称之为“怪诞”戏剧。
”
但同时他又强调二者间有较大差别：“怪诞可以简
化为一定的形式。而荒诞却无一定的形式，无一定
的结构特征。人们只能感觉到荒诞是一种内容、一
种特性、一种感觉或一种气氛、一种态度或世界
观。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
也就是说，荒诞
和怪诞都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但它们
的侧重点却不一样。怪诞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要有明
显的怪异性，而荒诞却主要是指内容的荒诞，在形
式上却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荒谬或怪异性。
怪诞这种艺术样式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了，比如
前面讲到的拉斯科洞窟绘画。中国古代的《山海
经》、
《庄子》和一些志怪小说中也不乏怪诞形象描
写。这些都主要是源于人类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
的情况下对自然的恐惧、误解或者崇拜所造成。人
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怪诞的，故而他们艺术表现的世
界也常常就是怪诞的。但直到
世纪之后的现代
主义艺术中怪诞才真正成为艺术中一个突出的问
题。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 曼（
）所
注意到的：“简要概括来说，我认为现代艺术最鲜
明的特点就是它已不再认同与悲剧或喜剧的范畴，
它视人生为一出悲喜剧，导致的结果便是怪诞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

成为最贴切的风格。
”⑤在曼看来，怪诞就是理性、

—

道德和宗教信仰三重失落后西方世界的本相。英国
学者斯泰伊格（
）的话最能说明怪诞

的石子》中专门用一章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怪诞
艺术。他把怪诞分为好玩的（
）和可怕的
两种类型。前者主要由荒唐可笑的元素构

艺术家的心态：“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像是梦魇的世

）于

年出版的艺术评论文集《威尼斯

成，后者则主要由恐怖骇人的元素构成。但他也指
出，二者很少有单独存在的情形，更常见的是它们

界里，我们发现最能直接面对我们的处境的艺术就
是这种艺术，在这里梦与现实不再清晰可分。
” 现
代资本主义世界在历经激烈动荡后，不少人心中不
免又会生出一种迷茫、空虚、不安和困惑，人的主

混合搭配出现。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画家》中
罗斯金还列出了怪诞引发的两种基本心理效用：一

体意识似乎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定和压抑。正如李泽

是“在闲暇时间内有益健康但不合理性的想象游

厚所说：
现代科技工艺和工具理性的泛滥化所带来的

戏”；二是“偶尔发生的对可怖事物或通常所谓恶
的不合常规的冥想”；三是“想象力与它不能完全

人性丧失，人的非理性的个体生存价值的遗忘、失

把握的真理的混合。
”⑦罗斯金对后人启发最大的就

落和沦落，作为感性个体的人被吞食、被同化、被
搁置在无处不在的科技理性的形式结构中而不复

是他强调怪诞是可怖与可笑的混合物。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 凯泽尔（

存在，从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杀人机器到大公司的
职业大军，从广告消费的奴役到人际关系的安排，
，于
一切都同质化、秩序化、结构化、均衡化
是人不见了，人做了由自己所发现、掌握、扩大的
形式力量和理性结构的奴隶。

于
年出版的专著《艺术与文学中的怪诞》被
公认为对怪诞作出了最全面深入地研究。他认为，
怪诞最根本的特点就是通过描绘一个时刻受魔怪
之力摆布的世界从而在欣赏者内心唤起他对所处
现实世界的异化感、疏离感和荒诞感。人们从怪异
的形象中却能感受到一种“不相容领域的互相混
合；静力规律的废除；本体丧失；对‘自然’形状
的扭曲；种属差异不复存在；对人格的破坏和历史
秩序的破碎。
”
人们欣赏了这样的艺术后，就
会从心理上产生一种滑稽感和恐惧感，既会有一种
苦涩的笑，又会引发一种对生活的恐惧。他说：
在那里，也只在那里，我们心中油然升起另一
种情感。潜藏和埋伏在我们的世界里的黑暗势力使
世界异化，给人们带来绝望和恐怖。尽管如此，真
正的艺术描绘暗中产生了解放的效果。黑幕揭开
了，凶恶的魔鬼暴露了，不可理解的势力受到了挑
战。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对怪诞的最后解释：一种
唤出并克服世界中凶恶性质的尝试。

因此，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像以往那样崇尚模
仿、追求完美的艺术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艺术家的需
求了，他们现在需要刺激、需要呐喊、需要尖叫、
需要通过艺术来宣泄自己的困惑和不安，并用艺术
来表现他们幻觉中的那个令人烦躁的世界。于是，
各式各样的怪诞艺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对怪诞艺术的最早评述来
自于古罗马时代作家马库斯 维特鲁尼亚。面对当
时出现的一种将人、动物和植物错综复杂的交织在
一起的绘画风格，他表现了一般人常有的困惑：
我们当今的艺术家用奇形怪状的东西装饰墙
壁，而不再去再现我们现实世界的形象。他们不画
圆柱，而画刻有凹槽、长着奇形怪状的叶子和盘蜗
的树茎；不画山墙而搞蔓藤花纹。华柱和着了色的
大建筑物亦是如此，山墙上精美的花朵从长袍里流
展出来，其顶端莫名其妙的冒出许多长着人头或兽
头的半身像。然而这样的东西过去不曾有过，现在
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出现。
花茎怎能支撑起房
顶，华柱怎能承担起山墙雕塑？嫩弱的枝芽怎会负
得起人像，根须里怎会长出人体和花朵构成的奇异
形状来？⑥
世纪英国学者罗斯金（

）

凯泽尔还将怪诞区别于纯粹的奇异幻想，比如
神话故事。因为神话中的世界并未被疏离，那些人
们熟悉的事物和规则并未显得怪异可怖。换句话
说，在真正的怪诞艺术中，我们应时刻意识到那个
异化世界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联。汤姆森也认为：
如果一个文学作品‘发生’在一个作家虚构的
幻想世界里，根本就不想同现实世界有什么联系，那
么也就不存在怪诞了，因为在一个封闭的幻想世界
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读者一旦意识到他面临
的是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便毫不惧怕的接受那最
为奇怪的事情，因为并不要求他把这一切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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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援引格哈特 门什英的话说：
“怪诞的标志是可

研究者卡尔郎（

被人们意识到的虚幻和现实的混合。
”
与凯泽尔几乎同时代的真宁斯（
）也对怪诞作了较深入研究。他总结了怪

启发。
卡尔郎首先区分了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不

诞的几条原则：第一，“怪诞的对象总是展现出可
怖与可笑的混合质，或者更确切的说，它在观者心

就能带来恰当的愉悦，那么它就具有内在的审美价
当然，适当的美学知识或艺术素养也经
值。
”
常是必需的。如此看来，怪诞和丑（尤其在现代艺
术当中）就不可能有什么内在的审美价值，因为它

中同时唤起恐惧和着迷的反应。
”第二，
“这些看似
矛盾的趋势是在现象本身中被结合到一起的，
而其结合的机制是理解怪诞的关键。
”第三，
“考虑

）对此所作的研究最具

同。他说：“如果一个对象仅在我们对它的观审中

们根本无法给人带来直接的审美快感。但卡尔郎强

到其中既有扰人心境的可怖趋势，同时又有滑稽搞
笑缓解心情的趋势，我们便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

调，否认一件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绝不等于说它没有
艺术价值，就像美的东西不一定是艺术，是艺术的

设，即，有某种消解机制运作其中。可怖的形象从

东西不一定美一样。区分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正

一出现便被喜剧的趋势所拦截，最终造成的对象便
反映了这种对抗力量的交互作用。
”⑧
）与真
另一位研究者克莱默（
宁斯的观点相近，认为“怪诞就是被发挥到极致的
喜剧手法所唤起的焦虑感。
”⑨而哈普汉姆则强调：
“一个事物要成为怪诞的，它必须能唤起三个反应。
笑与吃惊是其中两个；第三个要么是恶心要么是恐
惧。
”
比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有这

确理解和评价怪诞艺术的关键。怪诞艺术不能带来
审美快感，但却可以带来其它快感，比如认知的快
）和怪异的快感（
感（
），这些正是它的艺术价值所在。他说：
“米开
朗琪罗晚期作品中的怪诞风格受人重视，因为它们
表达了人们在罗马教廷被毁后对世界宗教秩序的
幻灭。怪诞、丑和非连贯性的艺术品的价值因其使
我们探究自身的信仰、欲望和认知态度的方式而得
到肯定。
”
比如当代著名的英国怪诞艺术家弗
朗西斯 培根（
—
）以极度
夸张、扭曲的手法描绘的人体，虽然一个个丑怪不
堪，但却让人借以反思人生的境遇。最有代表性的
莫过于他那幅《玛哈》了，原本充满诱惑力的美女
被画成一团团的油彩，面孔被高举的双臂积压变
形，如发狂的怪兽般张口大叫着，乳房分置两旁，
极度扭曲的双腿滑稽地紧紧夹住一个男性生殖器，
而男性裸体则是纠缠在一起的肉块，影射狂野交欢
或者高潮后懒洋洋的肉体。这样的作品单从审美层
面上讲绝对是令人作呕的，但从认知的层面上，它
的确又引人进入对道德、灵魂和肉欲形而上的思
索。所以卡尔郎才说：“尽管缺少审美价值，这样
的作品或许却有伟大的艺术价值。
”
除了认知价值，怪诞艺术还有另外一种价值，
即它的确在强烈吸引和满足着不少人对它的关注，
能给人带去一种类似复仇或者自虐的快感。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曾经讲过这么一则故事：
阿格莱翁之子勒翁提俄斯从比雷埃夫斯进城
去，路过北城墙下，发现刑场上躺着几具尸体，他
感觉到想要看看但又害怕而嫌恶它们，他暂时耐住
了，把头蒙了起来，但终于屈服于欲望的力量，他
张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骂自己的眼睛说：瞧吧，坏

么一段描写：
一股鲜血从门下流出，流过客厅，流出家门
淌到街上，在高低不平的行道上一直向前流，流下
台阶，漫上石栏，沿着土耳其人大街流去，先向
左，再向右拐了个弯，接着朝布恩地亚家拐了个直
角，从关闭的门下溜进去，为了不弄脏地毡，就挨
着墙脚，穿过会客厅，又穿过一间屋，划了一个大
弧线绕过了饭桌，急急地穿过海棠花长廊，从正在
给奥雷良诺·霍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塔的椅子下
偷偷地流过，渗进谷包，最后流到厨房里，那儿乌
苏拉正预备打三十二只鸡蛋做面包。⑩
这段描写可谓是小说中怪诞场景的典范了。

四
一个经常困扰怪诞美学研究者的问题是：怪诞
本身有审美价值吗 人们为什么会接受甚至喜欢这
种艺术？怪诞的东西不美，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
如果有人说“怪诞美”，那就根本是一个不成立的
自反式表述。有人把怪诞看作是美的一种形态，这
是很不准确的。严格说来，怪诞和丑一样，只是一
个审美范畴或审美现象，而非美的形态。能给人带
来直接审美快感的审美范畴只有优美，其它的最多
只能给人带来间接快感，甚至是恶心和反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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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伙，把这美景瞧个够吧！
这说明，怪诞艺术对人的吸引力就源于其所呈现的
怪诞形象与我们惯常熟悉的形象间的巨大差异。正
是这种亲历所见与意识中原有知识储备的落差给
人以强烈刺激。就像我们明知道某部电影恐怖异
常，却非要去看一样。卡尔郎说：“那些引人厌恶
的丑、不连贯和怪诞可以从本质上提供巨大的愉
现实
快，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值得期待。
”
经验告诉我们，人们的确常常从丑怪、混乱和疯狂
中获取某种快感，要不然古代在处决犯人时不会引
来那么多的旁观者，今天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会对车
祸现场那么感兴趣。

五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一般把怪诞看作是艺
术家个人放荡不羁的想象力的创造，是为了引人
关注而耍弄的想象游戏，甚至会把它看作是艺术
家病态心灵的征兆。但到了现代主义之后，怪诞
却被视为是更能勘破现实的艺术途径，它再也不
被看作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畸形创造。所以哈普
汉姆才会说：“在一个受炸弹统治的焦虑时代，被
人们用最可靠的现实观测手法揭示的客观现实为
现代艺术中的怪诞世
怪诞艺术提供了刺激。
”
界上是对病态社会现实的控诉，是人们对失去了
的完美世界的呼喊。它们渴望以丑怪形象使人惊
觉，发人深省。“用丑、怪诞或不连贯的艺术来面
对观众或许可以有助于挑战我们关于健全、正常、
和美丽的舒舒服服的假设，以及那些我们用来理
解世界的方式。
”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如果一个艺术家纯
粹以怪诞为时髦，如蝇逐臭般片面追求新奇怪异
的形象，以胡乱涂鸦替代艺术创作，这样的作品
也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审美意义上的怪诞，而只
能是粗制滥造的艺术垃圾。就像卡尔郎所说的；
“那些一味培植我们最阴暗卑鄙的癖好的艺术是
缺乏人性的坏艺术。
”

注释：
转引自阿瑟 丹托：
《艺术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
限》，王春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第
页。
比如在王朝闻先生的《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
年版）、
年版）、朱
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立元先生的《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曾繁仁
先生的《文艺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以及
年版）中，
叶朗先生的《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均没有关于怪诞艺术的讨论。在董学文先生的《美学概论》
（北京大学
年版）和蒋国忠先生的《审美艺术教程》（复
旦大学出版社，
年版）中，存在将怪诞与丑和荒诞相混
淆的嫌疑。另外陈望衡先生在《当代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
年版）中，则把怪诞和荒诞均视为丑的不同表现。相比
之下，楼昔勇先生的《美学导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和王杰先生的《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
对怪诞的研究较为全面，并将怪诞与丑和荒诞作了比较详细
的区分。
参见《辞海》（中），上海辞书出版社，
转引自
“
转引自

欣奇利夫，

汤姆森，

年，第

页。
”，

江普 《荒诞 怪诞 滑

稽 ——现代主义艺术迷宫的透视》，第
参见
“
”

页。

转引自高伟光：《“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
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第
页。

参考文献

王洪岳 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
文献出版社

汤姆森， 欣奇利夫，
代主义艺术迷宫的透视
出版社

北京 社会科学

江普 荒诞 怪诞 滑稽——现
杜争鸣 等译 西安 陕西人民

李泽厚 美学四讲
北京 三联书店
凯泽尔 美人与野兽——艺术与文学中的怪诞
钟翔荔 译 西安 华岳文艺出版社

柏拉图 理想国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曾忠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