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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坦对弗洛伊德“ 无意识” 理论的
发展及其美学意义
李永胜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 要］ 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理论曾在西方和中国的美学和艺术理论界产生过较大影响，但
由于其“ 无意识” 理论的“ 欲望化” 和“ 非理性” 等倾向，其理论的阐释力受到严重制约。 马利坦
在重视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改造、补充和发展，提出“ 精神的无意识”
理论。 这一补充，不仅弥补了弗洛伊德“ 无意识” 理论中欲望和精神、理性和直觉、想象和认识
的裂痕，赋予了诗和艺术以理性的根基，而且保留了诗和艺术直觉性的特点以及走向超越的可
能，并较为成功地解释了诗和艺术领域内的灵感、直觉、认识等现象，对美学以及艺术理论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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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德·弗洛伊德曾在 ２０ 世纪的西方产生

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虽然不能说

巨大影响，尤其是其“ 无意识” 理论，一经提出，便

弗洛伊德在现在不再重要了，但和众多此起彼伏

从“ 精神病” 治疗学的领域越出，被扩展、应用到了

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浪潮一样，其“ 无意识” 理论在

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美学和文艺理论也

美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影响也已经不能和往昔相比

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了 ２０ 世纪“ 美学心理学转
向” 或“ 非理性转向” 的一个重要环节 。 弗洛伊
①

却是事实。 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和理论界的“ 喜
新厌旧” 的理论冲动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源

德本人也最早将其“ 无意识” 理论应用到文学、艺

于弗 洛 伊 德 “ 无 意 识 ” 理 论 的 片 面 性 和 缺 陷。

妥耶夫斯基与弑父》 《 〈 俄狄浦斯王〉 与 〈 哈 姆 雷

家、新托马斯主义者，曾在法国和西方的思想界产

术的研究上，写出了《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 《 陀思
特〉 》 《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 等著名的文艺学论文，
其论文中所提出的“ 恋母情结” “ 弑父情结” “ 白日
梦” 等概念、术语被广泛应用在 ２０ 世纪的美学和
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之中。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以

雅克·马利坦是 ２０ 世纪法国著名的天主教哲学
生较大影响，但由于他的宗教立场，在我国理论界

鲜为人知。 他对弗洛依德“ 无意识” 理论的赏识、
批评和发展，也没有引起我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界
的足够重视。 而较之弗洛伊德，马利坦对无意识

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也极大地

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拓展了“ 无意识” 在人类心灵

“ 无意识” “ 集体无意识” “ 原型” 等术语充斥在我

也提升了“ 无意识” 在人类心灵中层次和地位。 而

影响了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 一时间， “ 潜意识”

中的范围，增加了“ 无意识” 的“ 内容” ；另一方面

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成为当时一个极其

马利坦的这些贡献，应用到美学和文学理论中则

重要的学术热点。

更加全面、也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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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弗洛伊德“ 无意识” 理论的
缺陷以及荣格的补充
弗 洛 伊 德 的 “ 无 意 识” 理 论 的 根 基 是 “ 力 比

多” ，即以性欲为核心的人的肉体欲望本身。 根据
人的本能和欲望是否被压抑以及压抑程度，弗洛
伊德将人的心理内容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意识、前
意识和无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在文明社会中，由
于伦理道德、法律以及众多社会因素的限制和约
束，以性欲为核心的人的本能和欲望往往会受到
压抑，其中受到压抑而没有进入意识领域的“ 力比

２０１７ 年

正是由于看到了弗洛伊德“ 无意识” 理论的
单一化、机械化的缺点，弗洛伊德的弟子卡尔·古
斯塔夫·荣格着手对其老师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和
发展，并提出了“ 集体无意识” 理论。 荣格也认可
其老师弗洛伊德所说的“ 无意识” 理论，但认为弗
洛伊德所说的“ 无意识” 只是表层的无意识，荣格
称之为“ 个人无意识” ，而个人无意识则有赖于更
深层的一层，这更深的一层，荣格称之为“ 集体无
意识” 。［３］５２ 如果说“ 个人无意识” 来源于个人经验
的话，那么“ 集体无意识” 则来源于自有人类以来
的累世遗传。［３］９４ 如此，荣格的“ 集体无意识” 便在

多” ，则形成无意识。［１］２３３ 弗洛伊德将压抑人本能和

量和质上都不同于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 从量上

门人” ，弗洛伊德认为这个守门人将大部分的内容

传，这便远远大于个人经验所能获得的有限部分，

堵在了意识之外，因此，无意识里的内容远远比意

如果说弗洛伊德所说的“ 无意识” 是海岛的水面以

识和前意识的内容庞大的多，弗洛伊德用海岛理

下的部分的话，那么荣格的“ 集体无意识” 则包括

论对此进行了说明，认为意识和无意识相比是水

了整个的海床；从质上看，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只

面之上的部分和水面之下部分的比例，其量差距

包含人的本能欲望受到压抑的变形，而荣格的“ 集

是悬殊的。 如此，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理论便可

体无意识” 则包括了人类整个生命历程中所沉淀

以解释很多传统理性观念下不能够解释的一些美

和浓缩下来的经验，其中更有价值的不再是欲望

学和文学理论问题，如作者自己都不清楚的隐秘

的压抑，而是人类生活中更具生命力的“ 精神” 的

的写作意图、动机等等。 但是，虽然弗洛伊德赋予

部分。 因而从“ 集体无意识” 中复活的“ 原型” 也

了“ 无意识” 以更加庞大的内容量，但如果仔细分

更有力量，用荣格的话来说：“ 一旦原型情景发生，

析，则会发现这么大量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单一的，

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

无非是以性欲为主的被压抑的本能和欲望本身。

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 在这一瞬间，我们不

欲望进入意识领域的因素———“ 自我” 比喻为“ 守

来看，由于“ 集体无意识” 是来自于人类累世的遗

如其“ 恋母情结” “ 弑父情结” 等，归根结底都是作

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

为弗洛伊德“ 无意识” 理论是“ 欲望” 的一元论，也

正因为如此，当荣格及后世学者在运用“ 集体

正因为如此，他的“ 无意识” 的内容里边缺乏美的

无意识”和“原型” 理论分析文学艺术作品时，就比

和光明的成分，正如我国学者牛宏宝先生论及到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显得更加游刃有余，更有

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和美学的关系时所说：“ 当无

说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弗洛伊德“无意识”

意识躲过自我的检查而偷偷摸摸地进入艺术和审

理论由于欲望一元论所带来的单一化和机械化的

美中时，它的实现形式就不可能是优美，而只能是

缺点。 但当荣格从“集体”上来寻找超越“个人无意

变形的、扭曲的、乖张的和晦暗的；它的内蕴不可

识”的力量和来源时，他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

能是明 确 的， 而 只 是 隐 蔽 的、 非 理 性 的 和 反 叛

是“个人无意识”是否也具有超越于本能欲望的内

家儿童期性欲望的被压抑和变形的表现。 这是因

［２］２０５

们心中回响。” ［３］１２１

而关于文学艺术作品中那“ 美好” 的、“ 理

容呢？ 如果没有，那这样的内容又是如何在“ 第一

想化” 的内容，在弗洛伊德看来只能是欲望被“ 升

个人”身上产生又遗传给现代人的呢？ 如果有，则

华” 以后，亦即被理性和意识规范化后的产物了。

现代人身上能否不经遗传而产生一种新的类型的

的。”

如此，也就无怪乎弗洛伊德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中
的“ 美好” 的内容都被他视为不得实现的欲望在作

“无意识”呢？ 如果有，则产生不同于“情结”和欲望
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心理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所有

品中的虚幻满足和“ 白日梦” 了。 这样来看待文学

这些问题都是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忽视的。 弗洛伊

和艺术作品及其创作，实在有臆想的成分和机械

德忽视的原因在于其欲望一元论和其对精神内容

化、庸俗化的倾向。

的忽视，而荣格忽视这些问题的原因则源于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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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对“ 个体” 及其心理机制的不重视。 这也是

当然，马利坦对弗洛伊德的改造和发展不是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及其“ 原型” 理论为什么更加

从教条出发，而是从人的精神生活的实际经验出

适合“集体创作”的神话、民间传说、宗教典籍，而在

发的，而且马利坦有着自己严密而科学的论证体

对纯个人创作的、带有浓烈个性特点的现代文学艺

系，其中并没有强加宗教的教条。 马利坦将人的

术作品面前多少有些不知所措或无处下手的原因。

心理机能看作一种由“ 灵魂” 统摄并驱动的，可分

而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对弗洛伊德“无
意识”理论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则有新的创见，对
于重新认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无意识理论及其在
文学艺术领域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重新
解释灵感、直觉等美学难题。

二、 马利坦对弗洛伊德
“ 无意识” 理论的发展

马利坦高度肯定了弗洛伊德提出的“ 无意识”
理论的重要意义，认为“ 对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
冷落独独是我们时代迟钝的标志” ［４］７９ 。 但马利坦
也看到了弗洛伊德“ 无意识” 理论的片面性及其缺
陷，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理论是基于欲
望的一元论，其“ 无意识” 的内容包含且仅包含“ 欲
望” 的成分，一切纯精神而与欲望无关的成分都被
排除在了“ 无意识” 之外，或仅被当作受压抑欲望
的“ 人为” 升华。 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精神生活的经
验和常识，因此马利坦着手对之进行了改造和发

为“ 感觉” “ 想象” “ 智性” 三个层次的有机体。 从
三个机能起作用的时间来看，先是感觉起作用，继
而产生想象，最后上升到智性（ 智性即理智） ；但若
从逻辑和实质上来看，则可能正好相反，即人只有
具有“ 灵魂” 才有理智的可能，只有具有理智才具
有想象的可能，而只有通过想象感觉才能传达给
理智和灵魂。 这是因为在马利坦看来，“ 愈完善的
力量愈加萌发于其它力量之前……因为那些更为
完善的力量是其他力量的原则或存在的依据，它

们既作为它们的目的，又作为它们‘ 能动的准则’ ，
或作为它们存在的有效源泉。” ［４］８６⁃８７ 按照马利坦的
逻辑，在人身上是先产生灵魂，其次是智性，第三
是想象，最后才是感觉，而且，知觉为想象服务，想
象为智性服务，三者又共同为灵魂服务。 而灵魂
统摄、驱动三者，渗入到三者之中，而三者之间也
相互渗透。 正是在这三种机能当中，马利坦认为，
存在着两类很容易被混淆的“ 无意识” 的领域，一
类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 “ 由肉 体、 本 能、 倾 向、 情

展。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理论是肉体欲望

结、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伤性回忆所构成的或

“ 灵—肉” 二元论的，这和马利坦的哲学追求和宗

“ 自动的无意识或聋的无意识” ，认为这种无意识

一元论 的 话， 那 么 马 利 坦 的 “ 无 意 识” 理 论 则 是
教信仰密切相关。 马利坦是一个托马斯主义者，
是当代西方“ 新托马斯主义” 的代表人物，和托马
斯·阿奎那一样，马利坦一方面维护天主教信仰
及教义，一方面为“ 理性” 辩护，反对“ 非理性” 主
义。 而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理论的肉体一元论不
符合天主教信仰及其教义，其“ 无意识” 理论也具
有很强的“ 非理性” 倾向。 从天主教及信仰及其教
义来看，人是“ 灵与肉” 的统一体，这是因为上主在

独立存在的物力论整体的前意识” ，马利坦称之为
是无理性的，“ 对智性充耳不闻，并离开智性去建

造它自己的世界” ［４］７９ 。 另一类，则是马利坦根据自
己的理论所补充的，他称之为“ 精神性的或音乐的
无意识”。 马利坦认为，这“ 精神的无意识” 不仅与
智性（理性）相通，而且还隐藏着灵魂其它的三种力
量———即感觉的、想象的和智性的力量，他说：“ 在

精神的无意识之中，存在着智性和想象，以及欲望、
爱和情感的力量共同参与其中的根本性活动。 灵

造人时“ 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内吹了

魂诸力量相互包蕴，感觉的领域存在于想象的领域

这一点，既然肉身的欲望可以产生“ 无意识”，那属

的诸力量都蕴含于智性的领域内，被启发性智性之

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 ［５］１１ 。 基于
于灵的部分是否也能产生“ 无意识” 呢？ 马利坦的
回答是肯定的，所以马利坦不可能认可弗洛伊德的
肉身欲望的一元论。 从新托马斯主义的理性主义
追求立场上来看，弗洛伊德的“力比多” 本位主义显
然是非理性的，它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人的本质及其
精神现象。

之中，而想象的领域又存在于智性领域之中。 灵魂
光所激动、所驱动，它们蓬勃踊跃。” ［４］８９

三、 马利坦“ 精神性的无意识”
理论的美学意义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利坦所说的“ 精神
性的无意识”理论既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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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不同于荣格的“ 集体无意识” 理论。 首先，和

的无意识” 就代替柏拉图的诗神缪斯，成为灵感的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相比，马利坦的“ 精神的无意

诞生地，正如马利坦自己所说：“ 在灵魂的最高部

识”除了有欲望的内容外，还包含着智性（理性）、想

位，在智力在启发性智性之光的照耀下所激起的原

象、爱、情感等多种力量，且和智性及灵魂相通；其

始的半透明的黑夜中为柏拉图超然的缪斯准备了

次，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相比，马利坦将“精神的

一个位置，她从这里降临于人类之中并驻留在他身

无意识”产生的机制直接奠基在个体性的心理机能

上，从而成为我们的精神的有机体的一部分。” ［４］８５

上面，并没有诉诸整个人类的遗传功能。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不同，赋予马利坦“ 精神的
无意识” 理论以重要的美学意义。 从创作动机、灵
感等文学艺术现象来看，马利坦对弗洛伊德“ 无意
识” 理论的发展，尤其是“ 精神的无意识” 理论的提
出，更具阐释能力。 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理论，虽
然有助于解释某一类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
问题，但如前所述，其解释是刻板、单调和牵强的，
尤其不适合解释那些具有单纯之美的风格和内容
的作品，仅仅将这些作品归结为“ 欲望” 的升华，是
不具说服力的。 而马利坦的“ 精神的无意识” 因为
将智性、爱、情感、想象等内容赋予了“ 无意识” ，就

以“ 精神的无意识” 为根基，马利坦不仅较为

成功地解释了灵感问题，而且还据此将“ 直觉” “ 理
性” “ 诗性认识” “ 诗性直觉” “ 超越” 等问题统统纳
入到他的哲 学 和 美 学 范 畴 之 内。 马 利 坦 认 为 在
“ 精神的无意识” 里可以产生“ 直觉” ，而“ 直觉” 产
生之后可以向两个路向发展，其中一路可以形成
“ 诗性认识” ———通过创作的实践行为形成艺术作
品；另外一路则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论证，形成通
常所谓的 “ 逻辑—概念理性认识” 。 “ 直觉” 导致
诗和艺术的产生，是被广泛认可的，所以马利坦着
重强调“ 直觉” 形成“ 逻辑—概念理性认识” 的一
面，他说：“ 任何论证最终都变成不能被证明而只

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类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和动机问

能被理解的第一原则；任何一个揭示一个新的存

题。 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可以源于

在方面的发现在被推论地检验和被证明是正当的

欲望受到压抑的“ 无意识” ，但也可能是因着具有
优美性质的“ 精神的无意识” 。 进而，马利坦的“ 精

神的无意识” 理论就可以更好地应对“ 灵感” 问题。
灵感问题在古今中外都是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大
难题，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家不是放弃解释，就是

之前，都是在一种直觉中诞生的。” ［４］６６ 也就是说，
在马利坦看来在 “ 精神的无意识里” 产生的 “ 直
觉” 是人类一切认识———包括 “ 诗性认识” 和 “ 逻
辑—概念理性认识” ———的基础和根源。 在这个
意义上，马利坦将“ 诗性认识” 和“ 逻辑—概念理性

像柏拉图一样，将灵感归结为人之外的神秘力量，

认识” 统一了起来，他的统一不是如同弗洛伊德、

这些都无助于解释和培养灵感。 弗洛伊德的“ 无

柏格森等现代哲学家强调“ 理性认识” 非理性的一

意识” 理论本来是具有解释“ 灵感” 现象之潜力的，

面，恰恰相反，他是强调“ 诗性认识” 理性的一面，

但由于其将“ 无意识” 欲望化、单一化，使得其理论

因为在他看来以“ 灵魂” 为统摄力量的“ 精神的无

丧失了这一 能 力。 在 对 灵 感 及 相 关 问 题 的 阐 释

意识” 及其在它里面产生的“ 直觉” 在广义上都是

上，荣格的“ 集体无意识” 理论明显优于弗洛伊德
的“ 无意识” 理论，因为“ 集体无意识” 显然容量巨
大，包含着除欲望之外的更为广阔的精神性的因
素。 但灵感是否只能得自于先祖的遗传？ 作为个
体是否能够产生全新的、非遗传的、非欲望的精神
性的灵感和无意识？ 这些都是荣格的“ 集体无意
识” 理论所没有考虑的。 而且，尽管荣格赋予了其

理性的，正如他强调的，“ 精神的无意识” “ 不会因
为动物的或自动的无意识而与智性绝交……它们
以某 种 方 式 参 与 智 力， 它 们 的 活 动 渗 透 着 智
力” ［４］８９ 。 如此，他便为诗和艺术的产生奠定了理
性基础，调和了现代哲学和美学中分裂直觉和理
性以及分裂艺术和理性的倾向。

在“ 精神的无意识” 里产生的 “ 直觉” 兵分两

“ 集体无意识” 更多的现代的哲学的和科学的解

路，分别可以形成“ 诗性认识” 和“ 逻辑—概念理性

性质没有根本区别。

性认识” ， 但各有其优缺点： “ 逻辑—概念 理 性 认

释，但将灵感归之为神灵与归之为集体的先祖，其
而马利坦的“精神的无意识”理论，一方面赋予
了无意识以欲望以外的纯精神的内容，一方面将其
奠基在个人性的心理机制上面。 这样就为灵感的
产生在个体内保留了必要的心理空间。 这样“精神

认识” 。 这两种认识在马利坦看来虽然都属于“ 理
识” 的优点在于清晰、明了、严密，而缺点一是由于
其丧失了感性的存在基础，而变得“ 不全面” ，二是
因为其严密的逻辑规定性而变得不再自由；“ 诗性
认识” 的缺点是“ 混沌” 、不清晰，但由于它摆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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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坦对弗洛伊德“ 无意识” 理论的发展及其美学意义

抽象概念和逻辑思维规定，而变得更加自由，而且

注释：

由于“ 诗性认识” 保留了存在“ 精神无意识” 里的

① 高建平先生在其论文《２０ 世纪西方美学主潮》 中归纳了美学在

智性、感觉、想象、感情、欲望等多种因素，因而作
为一种综合的认识也更加全面。 因此马利坦认为
“ 诗性认识” 作为“ 智性的这种自由的生命也是可

认识的，丰饶的，它遵循伸展和丰饶的内在规律，
这种 内 在 规 律 使 得 它 朝 向 精 神 的 创 造 性 表

现” 。［４］９０ 正因为“ 诗性认识” 的自由、全面等特点，
马利坦据此认为“ 诗性认识” 可以走向超越，即超
越自我、走向上帝，超越有限、走向无限。 正如马
利坦在说明“ 诗性认识” 的这一特点之时，引用英
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句所说：

２０ 世纪的三个转向，即心 理学转向、语言 学转向和文化学转
向。 参见高建平：《２０ 世纪西方美学主潮》 ，载《 美与时代》 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而朱立元先生在其著作《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中将
西方当代的文艺理论发展归结为两个转向，即非理性转向和语
言学转向。 参见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５ 页。 笔者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
识理论既是心理学也是非理性主义的，因此分别是这两个转向
的一个环节。
② 此诗前两句采用张静译文，后两句作者自译。 张静译文参见张

静：《 借光诗学———马利坦诗学研究》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８ 页；作者译文参见作者 ２０１４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硕士毕业论文《 基于理性的诗和艺术及其超越———

一粒细沙观宇宙，

马利坦美学思想的理智主义和超越论研究》 ，第 ２８ 页。

一朵野花悟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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