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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关系说：可体验的理论
——童庆炳美学思想自述

文/ 童庆炳

童庆炳，1936年12月27日生，福建省连城县人。1955年毕业于龙岩师范学校，

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并留校任教。新时期以来，曾任北师大研究

生院副院长等职务。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

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

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文学组首席专家。主要“作品”是培

养出来的学生，其中培养的博士60 多名，硕士50 多名，学生中目前已成为著名学者

的有陶东风教授、王一川教授、罗钢教授、丁宁教授、李春青教授、周小仪教授等，成

为著名作家的有作家莫言、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震云等。

美学理论的园地里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也可以说是一片“繁荣”，各种各样的

理论标新立异，甚至耸人听闻。我的一个学生就“发明”了一个“美的定义”——“美

是亵渎”。我读后不知其所云，甘拜下风。读近几年一些美学新秀的著作，多有这种落

伍的感觉。

我本人读过不少中西古今的美学著作，我所信服的理论总是那些与我自身的体验

相通的理论。凡我的体验无法印证的理

论，不论它多么高深莫测，我总是持保

留和怀疑的态度。相反，那些与我的体

验息息相通的理论，不论被人批得如何

狗血喷头，我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学

问的精髓是真实的求索，不是诡谲的标

榜。中外的美论中属于“真实的求索”而

获得真知灼见的很多，他们关于美、美

感、审美、审美活动等论点和论证差不

多都是可以被人们的普遍的体验所验证

的。因为美不是某一个人的私有物，它

属于全人类。

我多年来推崇狄德罗的“美是关系”

的论点。因为美的事物的确不是孤立的

绝对的存在，一种事物只有和其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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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构成某种关系时，它才可能是美的。狄

德罗引了高乃依的剧本《贺拉斯》中一句

台词：“让他死！”孤立起来看这句话，既

不美也不丑。狄德罗分析说：“如果我告

诉他这是一个人在被问及另一个人应该如

何战斗时所作的答复，那他就看出答话人

具有一种勇气，并不认为活着总比死去

好，于是‘让他死’就开始使对方感兴趣

了。如果我在告诉他这场战斗关系到祖国

的荣誉，而战士正是这位被问者的儿子，

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年轻

人的对手是杀死了他的两个兄弟的三个敌

人，老人的这句话是对女儿说的⋯⋯，于

是随着我对这句话和当时环境的之间的关

系作一番阐释，‘让他死’这句原先既不

美也不丑的回答就逐渐变美，终于显得崇

高伟大了。”同样的道理，你说“闹”这

个字美不美？要是把它孤立起来是无法回

答的。我们必须问：这个“闹”字在何种

语境中？对谁来说？如果我们举出“红杏

枝头春意闹”的诗句，理解“闹”字作为

一个动词，在这里与“红杏”的花、与春

意构成了一种关系，我们才会觉得它在这

种关系组合中是美的。要是在“孩子整天

吵闹不休”、“他今天又闹肚子”、“她又为

一点小事跟她的丈夫闹气”、“他们之间总

是闹别扭”等句子中，你会觉得“闹”字

美吗？我们的体验可以准确地回答这个问

题。我总是给学生举这样一个句子：“群

鸡正乱叫”，你会觉得这像诗句吗？我想，

若是你没有读过包含这个诗句的诗的话，

一定会认为它不是诗。实际上呢，它正是

最好的诗句之一。它来自杜甫的《羌村三

首》第三首开头两句：“群鸡正乱叫，客

至鸡斗争。”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回到了

家乡，他的妻子、儿女都惊异于他仍然活

着，其中就有“惊定还拭泪”的句子。乡

亲们听说杜甫回家了，约好带着礼物来看

望这个远离故乡的游子，如何在战乱中躲

过一劫，这才有开头所引的那句诗。如今

鸡乱叫乱斗，而人已经不斗了，可以享受

和平的温馨了，这是多么美好啊？“鸡

叫”、“鸡斗”是用农村最典型的情景来表

现和平的可贵，和平的美好。我们只有把

这个句子放到杜甫的《羌村三首》的整体

中，才能判定这句诗的美质。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大家

知道北京的市花是什么花吗？是月季花和

菊花。北京种得最多的是月季花。北京人

培育出几十上百种月季花。去年北京开奥

运会，最给北京人争脸的花，也是其时正

在开放的月季花。月季花花季很长，从春

天开始，差不多要开到十二月份。如果你

在初冬时节，来到北京街头，你感到有点

冷，四顾茫茫，这时如果有谁对你微笑的

话，那就是月季花。可我告诉各位，我从

小最不喜欢的花就是月季花。原来我们家

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土地改革分到的土

地，其中有两亩地的地头旁，长着一丛月

季花。月季花在我们家乡叫做月月红，每

月都要开放一次，因为我们南方天气暖

和，植物生成得很快，月季花也生长得很

快。我小时候，父亲总是一月一次地对我

说：孩子，月季花又长出来了，盖住了禾

苗，你拿砍柴刀去把它砍一砍吧！他说得

容易，我做起来难。我拿着砍柴刀来到月

季花旁，我得一手抓住一根月季花的枝

条，另一只手拿起柴刀砍下去。因为月季

花的枝条是长刺的，所以每砍一根枝条都

是十分困难的。等到我把应该砍的枝条砍

完了，我的手已经是鲜血淋淋了。我与月

季花是你死我话的关系，那时我怎能欣赏

月季花呢？北京把月季花定为市花之后，

我与月季花的关系改变了，我们成为朋友2006 年在宝鸡师范学院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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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能欣赏它的艳丽、它的顽强、它的

多彩多姿。在此刻，只要我抬起头，就能

看到我园子里亲自种的月季花正对着我微

笑呢！这是关系改变的缘故。所以狄德罗

说“美总是随着关系而产生，而增长，而

变化，而衰退，而消失”。像狄德罗这种

理论虽然“陈旧”，但却可以被我们无数

的体验加以验证，我至今仍然觉得它是最

好的美论之一。当然狄德罗的美论也有不

足，但可以完善它。大家如有兴趣，可以

参看我的《“美在关系”说新探》一文。我

在许多学校用此题目做过讲演，其中插入

我和我母亲的一些故事，日常生活的一些

体验等，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还有许多美论都能让我折服。如美是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主客观的统

一，美是创造，美是评价等等，这些理论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总能从一个侧面揭

示美和美感的真实内涵，而且都能被我们

的体验所证实。我们难于接受的是“新”

而又“新”，却讲不出多少道理，无法用

自己的体验去证实的玄妙之论。

我这些年在哲学美学、社会学美学和

心理学美学中，选择了心理学美学作了一

些研究，自著或主编了《现代心理美学》、

《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中国古代心理

诗学与美学》、《中国古代诗学的心理学阐

释》、《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等几

部书，这些书涉及的观点很多。这里我仅

想“推销”我的一种美论——美是形式对

内容的“征服”（也是讲一种关系）——

不知读者对此是否有同感？

美学的中心课题还是艺术。既然是艺

术就必然有内容与形式。过去的美学理论

被哲学上内容与形式的理论框得死死的，

内容决定形式啦，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

啦，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啦，内容与形式的

有机统一啦等等。这是对艺术作品的内容

与形式的哲学解决，这种哲学解决尽管是

正确的，却又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哲

学理论只揭示了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共同特

征，却没有揭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

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我们可以同意艺术的美在作品的内容

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中，但我们要问的是艺

术中的这种“有机统一”和其它事物的“有

机统一”有何区别？或者说艺术作品中的

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是如何达到

的？流行的回答是“内容决定形式”或“形

式适应内容”。在这个答案中，给人的感

觉是“形式”是被动的、消极的，它“无

能为力”，一切都要看内容的“脸色”行

事，假如内容“愤怒”了，形式也跟着要

“愤怒”，假如内容是“死刑”，那么就要

像死刑本身那样去写死刑。内容是“主

人”，形式是“客人”，“客随主便”，作为

“客人”的形式也就只能消极地适应作为

“主人”的内容的安排了。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艺术的美不是形

式消极适应内容的结果，而是形式与内容

对立、冲突，最终形式征服内容（正确的

说法是形式征服“题材”），在形式与内容

的相反相成中实现艺术的美。主人吁请客

人，但客人一旦进了主人的家就造起反

来。客人（形式）改造起主人（题材）来，

直到主人服服贴贴，自愿被客人所控制，

这时候主客无间，“有机统一”才得到实

现，艺术之花才真正开放。因此要“像写

鲜花那样去写死刑”（列夫·托尔斯泰语），

像写初春那样去写严冬，像写笑话那样去

写悲哀⋯⋯或者倒过来，像写死刑那样去

写鲜花，像写严冬那样去写初春，像写悲

哀那样去写笑话⋯⋯写什么（题材）和“怎

样写”（形式）处在相互对立、冲突中，当

后者塑造、征服了前者的时候，艺术的美

也就来到了。

我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那就是

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阿 Q 的命运无

疑是悲剧性的，他一生的历史是失败的、

屈辱的，但同时又是供人们嘲笑的“精神

胜利”的历史，最后这样一个下层的普通

的农民被杀害了，但到临死的一刻他也没

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时代潮流中牺牲品。

就题材而言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但作者

却用喜剧的形式去“克服”、“锻炼”、“攻

打”、“征服”题材的悲剧性，最后悲剧性

的题材完全消融在笑的喜剧中，这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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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正传》就为读者提供了悲喜交集的美。

试想，如果鲁迅端着写悲剧的架子来写阿

Q的悲剧命运，还会给文学史留下千古名

篇的《阿Q正传》吗？俄国作家蒲宁有一

篇小说叫做《轻轻的呼吸》，写美丽的女

中学生十五岁的奥丽雅短促的一生的故

事。她先跟一个哥萨克士兵谈恋爱，后又

跟一个 56 岁的老地主乱搞，最后被哥萨

克士兵在月台上枪杀了。就题材思想倾向

而言，用前苏联批评家维戈茨基的话来

说，不过是“生活的混沌”、“生活的浑水”、

“生活的溃疡”，给人以恶心、可怕的印象，

但是作家用一种诗意的形式来处理这个题

材，作者通过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详写

什么，略写什么，还有那变幻多端的时空

交错的处理，特别是作品中女教师回忆奥

丽雅借介绍他们家的一部藏书《古代笑

林》，跟她的同学大讲女性的美在于“轻

轻的呼吸”这一细节，被大肆渲染，成为

小说的“逆转”，结果“形式消灭内容”的

“恶心”、“可怕”的性质，整部作品“渗

透着一股乍暖还寒的春的气息”。再如，描

写抗日战争的作品很多，其中最优秀的作

品是什么呢？是《地道战》，是《地雷战》

之类的作品吗？可能不是，这些作品内容

与形式“过分适应”，让人觉得只是对生

活本身的重复；倒是孙犁的《荷花淀》、《风

云初记》这些用清新、隽永的格调写出来

似乎与血与火的战争氛围不一致的小说，

可能是最优秀的描写抗日战争的佳构。是

否可以这样说，在许多最优秀的作品中，

形式与题材的情调不但不相吻合，而且处

在对抗之中，题材指向沉重、苦闷，形式

指向轻松、超脱，形式与题材的意义感情

的指向完全相反，却又相反相成，达到和

谐统一的境界。也许艺术的真正的秘密主

要就在这里。

这种美在形式征服内容的观点，是可

以用我们的体验来印证的。就以我们平日

说法来说，两个人同样说一件事，一个说

得平直实在，不能引起听众的审美反应

（因为说话的内容与形式太一致）；另一位

说的虽然还是它，却采取了幽默或自嘲式

的说法，引起听众的的强烈的审美反应

（因为说话的内容与形式之间有了反差）。

说的事情是内容，说的方式就是形式了。

譬如一个人去竞选总统，他说，他很穷，

家里什么也没有，选民们，请投我一票

吧！我想这不会给听他讲演的选民们留下

什么印象。如果他把同样的内容说成这

样：“有人打电话问我有多少银子，我告

诉他们我是一个穷棒子。我有一位妻子和

一个儿子，他们都是无价之宝。我租了一

间房子，房子里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

墙角有一个柜子，柜子里的书值得我读一

辈子。我的脸又瘦又长，且长满胡子，我

不会发福而挺着大肚子。我没有可以庇荫

的伞子，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们。”我

想选民们听了这段话，一定会产生强烈的

反响，马上对竞选人抱有信任感，其实这

段话不是我瞎编的。这是 1860 年美国的

总统竞选人林肯的竞选辞，他的话打动了

当时许多美国人，他终于当上了美国第16

任总统。他的话，不但比上面的同样意思

的话更具体，而且有一种形式的力量，“穷

棒子”与“无价之宝”的对比，“一个柜

子”与值得读一辈子书的对比，还有对自

己长相的幽默的描写等等，都使说话的形

式与所表达的内容保持一种距离，使他的

话产生“逆转”，从“穷棒子”的自嘲转

为精神上的自信。

中国古代画论有“深情冷眼”的说法，

就深得内容与形式相反相成的精髓。“深

情”作为内容要以“冷眼”的形式看出，

才能有一种近似背景似的东西，把“深情”

凸现出来。契诃夫曾对一位青年作者写信

说：“我以读者的身份给您提一个意见：您

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

怜悯的时候，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

会给别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

痛苦在这背景上就会明显地露出来。”契

诃夫以一个艺术家的卓识道出了艺术创作

中一条美的规律。实际上“写什么”（题

材、内容）和“怎样写”是不能混淆的。

这两者愈是相抗衡，从抗衡中获得统一的

可能性就愈大。这就是相反相成。美就在

相反相成之中。

我这里仅仅是简略地介绍我的美学理

论中的一个观点。要坦白的是就是这个观

点也不完全是属于我的。我是在读席勒的

《美育书简》关于“作品不能依靠内容，而

要靠形式完成一切”的论述时，受到启发，

后来又相继研究了普列汉洛夫和维戈茨基

等学者相关著作，考察了各类艺术中的实

际情况，并经过自己的体验的验证之后，

才提出美是形式征服内容的见解的。席勒

的观点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但我

不管人们的这种批评，我的体验告诉我，

席勒的观点没有错，它包含着真理的幼

芽。

美学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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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季羡林家门口的荷塘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