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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德斯鸠的《论趣味》是其唯一相对完整的美学论文，是我们考察

其趣味学说的主要文本依据。他声明自己在美学上选择一种中间体系。据此，研

究者们多认为他的美学立场在安德烈的理性主义和杜博的情感主义之间游离。本

文的看法有所不同。通过分析孟德斯鸠的写作契机及文本逻辑，可以探知他在趣

味的定义、趣味的标准和艺术的规则等主要问题上的态度，由此笔者认为其美学

立场是与安德烈有所不同的理性主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古典主义）。这种初具

现代美学形态的理性主义将趣味判断作为灵魂的一种认知活动，支持趣味的普遍

标准，积极容纳审美经验中的未知及其给审美主体带来的惊异感。这是《论趣味》

对美学和趣味理论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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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感慨，世上的才智分布太不均匀，它在大多数时刻和大多数人那里捉襟见肘，

却又供黄金时代的极少数被眷顾者恣意挥霍。确实如此。启蒙时代的大作家，个个都是百

科全书式的人物，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们，皆是可敬可叹的通才。作为启蒙领军者的

一员，作为曾经的波尔多科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孟德斯鸠（1689-1755）杂通群

学，从声学、植物学、生理学、地球史等自然科学到政治、法律、历史、经济等社会科

学，无一不精。相比之下，他在美学、艺术方面的建树，似乎并不同样突出，人们谈论得

相对少些3。从总体上看，孟德斯鸠有关美与艺术的论述短小零散，不成体系。除了散见于

《杂记》（Spicilège）、《随想录》（Pensées）以及书信里的一鳞半爪，唯有《论趣味》

（Essai sur le goût）一篇相对充分、完整。 

这篇遗作首次发表于 1757 年。恰恰在这一年，休谟的《论趣味的标准》（Of the Standard 

of Taste）面世，海峡两岸遥相呼应。可惜的是，学界对后者的研究远较对前者的研究丰富、

深入。十八世纪据说不单是启蒙的世纪，而且是“趣味的世纪”，尤其是“趣味学说的世纪”4。

但乔治·迪基在下此断语之时，考察范围局限于英语、德语世界，并没有将法国人的思考纳入

                                                   
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美学史 1~2 卷》（14JJD720022）的阶段性成

果；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法国存在主义艺术理论研究》（14DA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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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本文在搜寻文献过程中受到南京大学韩伟华老师、巫闽花同学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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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这种忽视或许并非偶然现象。仅就《论趣味》而言，历来的负面评价并不少见。本文

将考察该文的写作契机，尝试廓清相关的基本问题，目的是断明孟氏的美学立场，重估其美

学贡献。 

 

一、文献说明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论趣味》的文献留下了诸多遗憾，它版本众多，面貌复杂，有

必要先做一番梳理与说明。见刊于 1757 年版《百科全书》第七卷的“趣味”残篇，是第一次发

表的版本。虽然《百科全书》的主编达朗贝尔同意孟德斯鸠撰写“趣味”词条，但孟氏未及完

成便溘然长逝。该卷《百科全书》正式选用了署名伏尔泰撰写的“趣味”词条（但该词条并未

收入伏尔泰《哲学辞典》），并将孟德斯鸠讨论“趣味”的片段置于其后，并附上按语，指出该

片段出自孟德斯鸠手稿，惜乎文字残缺不全。 

1783 年版《遗著》（OEuvres posthumes）的趣味篇题名为“针对精神作品与美术作品在

我们身上激起的快乐之原因的反思”（Reflexions sur les causes du plaisir qu’excitent en nous les 

ouvrages d’esprit et les productions des beaux-arts）。百科全书版“趣味”残篇相对较短，在“论规

则”一节之前即戛然而止。1798 年版孟德斯鸠《遗著》增录了“论规则”一节。在 1804 年《文

学年鉴》（Annales littéraires）第二卷上，首次刊出《论趣味》的最后三个小节5。不过，它们

看起来并不像收尾，也缺少结论。以上基本构成今日所见《论趣味》的全貌。 

1777 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孟德斯鸠全集》，选用的应是百科全书版的“趣味”残篇，因

为它缺少从“论规则”开始的最后四个小节。该版本分作两个独立篇章，分别题作“论趣味（残

篇）”与“论灵魂的愉悦”。1876 年由法学家爱德华·拉伯雷校释的法文《孟德斯鸠全集》出版，

其中第七卷收入《论趣味》，并使用完整题名为“论自然和艺术中的趣味”（Essai sur le goût 

dans les choses de la nature et de l’art）。该全集的编者明确表示其所依据的是１７８３年版，

并以注释的方式清晰地标明了与百科全书版的区别。6  

《论趣味》的中译本问世于 1962 年，由婉玲译出。1962 年版《罗马盛衰原因论》将

《论趣味》作为附录收入。关于该译本，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译者在该书《出版说明》

里提供了《论趣味》相关信息，其中有一处错误：“《论趣味》（详题应为《论自然和艺术的

趣味》，写于何年不详。首次发表于 1892 年）”7。如前所述，《论趣味》首次发表时间应为

1757 年。若推究造成该错误的原因，笔者觉得可能是由于译者参考了张雁深先生在其所译

《论法的精神》中所编写的《孟德斯鸠论著举要》，但并未细审张先生其意所致。在《论著

举要》中，张先生以编年的形式列举孟氏著作，其中，1892 年列出的是《孟德斯鸠男爵杂文

遗稿》（Mélanges inédits du baron de Montesquieu），并指出“其中有一些重要论文”，包括《论

                                                   
5 Edouard Laboulaye, “Avertissement de l’éditeur”,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Tôme 7, avec les variants 

des premieres éditions, ed. Edouard Laboulaye, Paris: Garnier Frères, Libraires-éditeurs, 1876, pp. 113-114. 
6 “Avertissement de l’ éditeur”,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Tôme 7, pp. 113-147. 
7 婉玲：《出版说明》，见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 页。 



自然和艺术的趣味》（Essai sur le goût dans les choses de la nature et de l’art）8。可见，张先生

仅指出该《遗稿》出版于 1892 年，而并未表示其中的论文、包括《论自然和艺术的趣味》

乃是在该《遗稿》出版时才首获发表。首译之功令人感佩，但信息性错误有必要纠正，它将

《论趣味》发表时间推迟了一百多年。 

其二，《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译本兼参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孟德斯鸠选

集》，并收入该选集中的巴士金《沙利·路易·孟德斯鸠》一文。该文中有两段话谈及孟氏的一

本著作《谈谈欣赏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经验》9，从其概括的内容看，很可能指的就是《论

趣味》。如果这个猜测不错，那么《论趣味》的别名就有三个以上了。 

孟德斯鸠的原手稿已遗失，据传是在 1793 年底波尔多革命的暴力血腥局面里，被孟德

斯鸠之子的秘书在恐慌中焚毁的10。这给版本的甄别带来极大困难。我们难以判断《论趣味》

在孟德斯鸠手中的原貌及其增删情况。目前较通行的版本，多是将散见于各个集子的片段拼

接起来的杂糅本，如马尔丹·梅尔克尼安（Martin Melkonian）主持的“古今汇编”（Collection 

l’ancien et le nouveau）丛书中所收录的《论趣味》法文本11，又如前述婉玲中译本12。该中译

本的结构由一个无标题的序言和十九个小节组成。考虑到百科全书版内容缺失过多，而且后

续补充的部分的可信性未见争议，笔者认为，对于研究孟德斯鸠的趣味观而言，杂糅本是更

可行的。当然，这个看法并非基于对“越多越好”的信念。草稿往往包含一定量的无用的冗余，

这是由于文本内部的统一性要求排除旁逸斜出的内容；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雏形尚保留着思

想诞生状态时的芜杂样貌，保留了一种参差不齐的原初价值。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论趣味》

的古今汇编本与婉玲中译本这两个（杂糅程度不同的）杂糅本，根据古今汇编本改动中译本

中对若干术语、文字的译法13。另外，这两个版本的小节题名不尽一致，冲突处以中译本为

准。 

 

二、催生《论趣味》的三个契机 

 

1753 年，《百科全书》主编达朗贝尔致信孟德斯鸠，邀他撰写“民主”（Démocratie）和

“专制”（Despotisme）两个词条。当年 11 月 16 日，孟氏自家乡波尔多复信，信中措辞热切

而殷勤。信中称赞《百科全书》是一座“美丽的宫殿”，表示很有兴趣参与这桩盛事。但他旋

即话锋一转，说自己并不愿意撰写那两个词条，理由如下：“我的才智是个模子；从里面仅

能提取出一模一样的形象：因此我只能说些以前说过的话，有可能还不如从前说得好。”“卡

                                                   
8 具体请参考张雁深：《孟德斯鸠论著举要》，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第 35-36 页。 
9巴士金：《沙利·路易·孟德斯鸠》，见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70、180 页。 
10 Edouard Laboulaye, “Avertissement de l’ éditeur”,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Tôme 7, pp. 113-114. 
11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récède de Eloge de la sincèrité, Paris: Armand Colin Editeur, 1993. 
12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37-164 页。 
13 如中译本将“âme”译作“精神”，本文改译作“灵魂”；又如中译本将“goût acquis”译作“得来的趣

味”，本文改译作“后天的趣味”；等等。 



斯蒂尔神父说他无法自我修正，因为，修正自己的作品就等于将之变成另一个作品；我也无

法自我修正，因为我始终是老生常谈。”话中有自谦之意，但意思很明白，关于那两个主题，

他自认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继而，他自告奋勇提出想写“趣味”词条：“我想到自己或

许可以写写‘趣味’（Goût），我或许会证明，想要把平易问题谈出新意并不容易（difficile est 

proprie communia dicere）。”14最后这句拉丁文格言引自贺拉斯《诗艺》，透露出孟德斯鸠本人

在审美趣味上的古典主义取向。贺拉斯原意在于，日常生活题材不适合用于诗歌、戏剧的创

作，由此他主张改写古典故事。杨周翰先生将这句格言译作“用自己的独特的办法处理普通

题材是件难事”15。在孟德斯鸠这里，这番掉书袋看似客套，实为殷切的自荐，他必是有把握

把“趣味”这个老话题写出新意。 

获允后，孟德斯鸠从 1753 年 12 月开始准备“趣味”词条。然而，这个时期的孟德斯鸠已

患上白内障，阅读和写作变得十分吃力。他于 1755 年 1 月染疾，2 月病逝，终未能写完。 

作为社会学家甚至社会学的奠基人，孟德斯鸠何以对趣味问题产生兴趣？要想了解《论

趣味》的写作动机，必须着重考察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孟氏的思想状态，而非最后整理、改写

的五十年代。 

传记作者夏克尔顿据孟德斯鸠的《随想录》推测，《论趣味》的酝酿始于 1726 年，在

1728 年已具雏形16。另一位传记作者戴格拉夫也提到，《随想录》第 108 条至第 135 条写于

1728 年初之前，它们属于有关趣味或灵魂的杂感17。《孟德斯鸠艺术评论》的作者让·埃哈尔

还发现，孟德斯鸠结束欧洲之行后，在 1731-1755 年之间虽然相当高产，却令人惊异地甚少

留下艺术方面的著述乃至笔记，“仿佛他的好奇心突然间关闭了”18。这个发现有力佐证了《论

趣味》的主要创作时间是二十年代。所以，趣味问题的写作绝不是在达朗贝尔邀约后才开始

的。除此之外，着重考察二十年代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孟德斯鸠自 1752 年后眼疾日渐加重，

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人朗读，越来越少地亲笔写信19，高强度的学术写作更是难以设想。可以

推断，趣味杂篇文稿的整理不会进展太顺利，推翻重写的可能性很小，添加新内容也不太可

行。实际情况应如夏克尔顿所说，充其量是对旧有材料的梳理20，或如戴格拉夫推测的那样，

是在重复翻看旧年杂感的基础上进行章节的整理分配，准备待完成后送交《百科全书》21。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孟德斯鸠三十余岁，处于事业上的转折期。1721 年，他化名出版

《波斯人信札》。1725 年出版《尼德的神殿》。1726 年是孟德斯鸠在波尔多任公职的最后一

年。1727 年，孟德斯鸠卖掉了波尔多法院庭长职位，结束了在巴黎与波尔多之间往返的生

                                                   
14 Montesqieu, “A d’Alembert”,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Tôme 7, avec les variants des premieres 

editions, éd. Edouard Laboulaye, Paris: Garnier Frères, Libraires-editeurs, 1876, pp. 421-422. 
15 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44 页。 
16罗伯特·夏克尔顿：《孟德斯鸠评传》，刘明臣、沈永兴、许明龙译，谷德昭、荣欣校，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91 年版，第 492 页。 
17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许明龙、赵克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8 页。 
18 Jean Ehrard, Monteaquieu critique d’art, Paris: PUF, 1965, p. 125. 
19 此时的孟德斯鸠，字体“越来越粗笨、歪斜”（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第 387 页）。 
20罗伯特·夏克尔顿：《孟德斯鸠评传》，第 467 页。 
21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第 148 页。 



活，正式定居巴黎，于次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728 年开始游历欧洲。这个时期也是孟氏

创作上的旺盛期。他的写作兴趣广涉政治、科学、历史、道德、美学等形形色色的领域，通

过做笔记和做卡片相结合的方式，写下了大量的片段。这些片段有的成为后来的名著——如

《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等——的素材，有的最终以残篇的形式留存。与趣味相

关的片段则属于第三种情况，它们被不断修改增删，并较幸运地在二十余年后被发表。 

他之所以在二十年代开始思考并着手写作趣味问题，与他当时的交游与游历有直接关

系，可以称作《论趣味》得以诞生的三个契机。 

第一个契机是巴黎知识界、尤其是沙龙生活的影响。在二十年代，孟德斯鸠越来越频

繁地从波尔多前往巴黎暂住，他是德·朗贝尔侯爵夫人沙龙里颇受欢迎的常客。该沙龙汇聚

了当时的知识精英，常被传记作家描述为催熟孟氏社会学与伦理思想的一块沃土。从其作品

年表可以发现，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孟德斯鸠的写作逐渐远离自然科学主题。这很可能受

到沙龙话题的影响。据戴格拉夫说，1724 年至 1728 年，在德·朗贝尔夫人客厅每个星期二和

星期三的聚会所讨论的问题“对孟德斯鸠思想的成熟起到了作用”。他还指出在这些聚会中争

论的话题“涉及义务、情趣（goût）、爱情、友谊和幸福”22。令据夏克尔顿记载，朗贝尔夫人

曾在致友人信中提及，孟德斯鸠不时在该沙龙里提交自己的作品，受到丰特奈尔、拉·莫特等

前辈的称赞，它们包括《论幸福》片段、《论敬重与名望》等等。23 

第二个契机是 1726 年让－雅克·贝尔（Jean-Jacques Bel）的一封信。它对于孟德斯鸠专

题性地思考趣味问题或许是一个直接触发。此信涉及杜博神父（Jean-Baptiste du Bos）1719

年出版并引起巨大反响的《对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该书一反十七世纪理性主义审美倾向，强调感性在艺术欣赏中的主导作用，主

张取消艺术批评的专业门槛。审美判断究竟属于“讨论”（discussion）还是“情感”（sentiment）？

贝尔撰文坚称，美学评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性思考，而非杜博神父书中那人皆有之的“第

六感”。与贝尔志趣相投的还有两位权威：达西耶夫人（Anne Dacier）和安德烈神父（Yves 

Marie André）。前者将法兰西学院的精英趣味视作好的趣味的正统；后者的《论美》（Essai 

sur le beau, 1715）早于杜博的《反思》出版，坚持一种理性主义美学观，维护美的客观性。

按塔塔尔凯维奇的说法，在十八世纪初，“古典主义”、“理性主义”、“客观主义”同出而异名24，

皆指向一种高度精英化、规范化甚或单一化的审美取向。 

贝尔在信中就自己与杜博神父的分歧求教于孟德斯鸠。1726 年 9 月 29 日，孟氏在回信

中表示自己选择一种中间体系。他指出，在一部作品中，有些东西属于趣味范围或感情领域，

确乎无法为理性所把握；另外一些则不然。普通人难以胜任艺术评论的工作，因为他们不善

                                                   
22 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第 138-139 页。 
23 罗伯特·夏克尔顿：《孟德斯鸠评传》，第 33-34 页。 
24 按塔塔尔凯维奇的看法，从 1400 年到 1700 年的美学基本属于古典主义，其别名是“客观主义”、“理

性主义”，这个局面直到十八世纪才发生崩解（参见 Tatarkiewicz, History of Aesthetics, Vol. III, Modern 

Aesthetics, trans. Chester A. Kisiel and John F. Besemeres, ed. D. Petsch, The Hague: Mouton and Warsaw: PWN-

polish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74, p. 452）本文采纳他的上述观点。 



于判断，故而，精神产品的命运几乎只能由内行人来决定。这封回信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孟

德斯鸠关心美学的第一个迹象”25。安妮·贝克据此断定孟德斯鸠围绕趣味问题的反思至少可

推至 1726 年26。彼得·盖伊更是大胆提出，孟德斯鸠对美学问题的兴趣正是被杜博激发出来

的27。 

这封回信是孟德斯鸠首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披露自己在美学上的折中取向。或许

受此影响，后世有学者以安德烈神父和杜博神父的美学作为参照系来突出孟氏的中间立场，

或强调其共性，或强调其背离。比如有人认为，当孟德斯鸠否认自然趣味的理论性，并调和

趣味中的感性与观念之对立时沿袭了杜博美学，而当孟氏强调艺术中的规则时，则在追随安

德烈美学。28又有人认为，安德烈把美视作一种抽象的、本质上的属性，杜博则强调美是通

过感觉进行的一种经验确定性；而孟德斯鸠在《论趣味》里所选择的论述策略，使他得以避

免在安德烈和杜博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29较为特别的看法来自

让·埃哈尔。他指出，孟德斯鸠在当时做出如此立场恰恰是正当而明智的，因为孟氏尚未受到

意大利艺术的熏陶，在绘画、雕塑面前还是个门外汉。30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更加审慎，也更

为可取。我们区分了《论趣味》的诞生时间和发表时间，但并不因此而排除孟德斯鸠美学思

想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故而本文放弃从“中间体系”的角度解释其美学立场。 

这就要谈到第三个契机，即 1728 年 8 月至 1729 年 7 月为期一年的意大利之行。１1728

年 4 月至 1731 年 5 月，孟德斯鸠游历欧洲，积累了社会学写作的基本材料。期间的意大利

之旅，则可称得上孟德斯鸠艺术趣味的分水岭。有人认为，他在美学上的收获只是此行的副

产品而已（“对孟德斯鸠而言，意大利与其说是一座美术博物馆，倒不如说是一座政治形式

博物馆”31），然而无法否认，数量丰富的古典建筑、绘画、雕塑，以及博学多才的向导们，

决定性地提高了他对于艺术（不包括文学）的鉴赏力。1728 年 11 月 26 日在佛罗伦萨期间，

他曾致信朗贝尔夫人，坦承自己从前对艺术毫无概念，是意大利之行使自己开了窍32。 

游历意大利的重要性，还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文本统计来证明。《论趣味》总共具名谈

论过五位画家：委罗内塞、科雷乔、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朱利诺·罗马诺，他们皆是意大利

人；总共具名谈论过四处地点，分别是圣彼得大教堂、某湖岛、比萨、热那亚，它们都在意

大利。另外，读过《论法的精神》的人，一定不会忽略“科雷乔”这个姓氏。在那部代表作的

                                                   
25 具体可参见 Jean Ehrard, Monteaquieu critique d’art, pp. 12-13。另参见：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

传》，第 147-148 页。 
26 Annie Becq, Genèse de l’esthétique française moderne 1680-1814, Paris: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94, pp. 344-

345. 
27 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0 页。 
28 这是让－勒夫朗的观点。参见丹尼斯·于斯曼主编：《法国哲学史》，冯俊、郑鸣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304 页。 
29这是唐宁·托马斯的观点。See Downing A. Thomas, “Negotiating Taste in Montesquieu”,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9, No. 1 (Fall, 2005), p. 77. 
30 Jean Ehrard, Monteaquieu critique d’art, pp. 12-13. 
31 这是 Girolamo Imbruglia 在评论《孟德斯鸠的意大利：在阅读与行走之间》（Elonora Barria-Poncet, 

L’Italie de Montesquieu. Entre lectures et voyage, 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13）一书时提出的观点，此观点

也可能出自该书。参见 http://montesquieu.ens-lyon.fr/spip.php?article2039。 
32 Jean Ehrard, Monteaquieu critique d’art, p. 11. 另见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第 197 页。 



序言末尾，孟德斯鸠引用了这位文艺复兴盛期画家的一句话：“我也是画家。”当年，科雷乔

乍见拉斐尔作品《圣塞西尔》，敬佩之余，萌生竞技之意甚至瑜亮之心，发出了这声惊呼。

33孟氏对此语的借用，所展露的心态恐怕有些复杂。不消说，他既景慕前贤，同时又不甘人

后，自我鼓励。再加细审，这句话与前文的承接略显突兀，仿佛有意展露对意大利画坛逸闻

的熟知，是否为强作风雅也未可知。 

由此，还可进一步确认孟德斯鸠本人的艺术趣味。他的开放姿态和广博见闻，使其古

典主义既区别于法国当时某些自大的法式古典主义者，又鲜明有别于从摄政时期到路易十五

即位初期遍布这个国家的感官享乐主义者。《论趣味》在谈到建筑和绘画这两种视觉艺术时，

毫不掩饰对意大利风尚的心仪。书中不止一次批评哥特式建筑，称赞拉斐尔、米开朗基罗。

不过，在戏剧（《论趣味》涉及悲剧、喜剧、歌剧、舞剧）方面，孟德斯鸠更青睐法国人的

作品，热情地赞美高乃依和拉辛。在“以理性为基础的快乐”一节里，他还直言意大利人的歌

剧题材不如法国人，理由是前者取材于历史，后者取材于神话或小说34。总之，就视觉艺术

而言，孟德斯鸠偏爱意式古典35，而在戏剧艺术上，他则独钟法式古典。埃哈尔发现《论趣

味》在大部分情况下取折中主义趣味，但偏爱朴素胜于繁复，偏爱内敛胜于满溢36。笔者的

理解是，朴素与内敛是对孟氏所热衷的古典风格类型的进一步限定。 

 

三、趣味的定义 

 

据孟德斯鸠说，关于趣味，当时最普遍的定义是：“趣味是使我们通过感觉而连结于某

物的东西”37。孟氏对该定义有两个方面的不满：第一，这个定义把趣味仅仅归属为感觉；第

二，它不曾对趣味做优劣好坏的判断38。在《论趣味》序言部分的末尾，孟德斯鸠自己给趣

味下了一个定义，指出“趣味”（goût）无非是“因能敏锐而迅捷地发现每样事物应给予人的快

                                                   
33 孟德斯鸠：《序》，见《论法的精神》许明龙新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5 页。亦可参见

《论法的精神》的法文本，如：Montesquieu, “Préface”, dans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Tôme 1, éd. 

Edouard Laboulaye, p. 85. 另参见 Downing A. Thomas, “Negotiating Taste in Montesquieu”,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9, No. 1 (Fall, 2005), pp. 71-72. 
34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62 页。 
35 若忽略了这一点，将走向对孟氏美学的根本曲解。在 2010 年，当《论趣味》第四版单行本（Paris, 

Gallimard, 2010, Folio plus, collection <classiques>）问世之时，附录有一篇由阿兰·约贝尔（Alain 

Jaubert）撰写的分析一幅夏尔丹静物画的文章，引起了读者的不满。皮埃尔·特卢肖批评道，无论是这位

画家还是这一画种，皆不在孟德斯鸠关注之列，所以这种做法“往好处说是一种趣味瑕疵，往坏处说是对

孟氏美学欠缺考虑”。参见 Pierre Truchot, “Essai sur le goût, presenté par E. Lievre”, http://montesquieu.ens-

lyon.fr/spip.php?article831. 
36 Jean Ehrard, Monteaquieu critique d’art, p. 14. 
37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4.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39-140 页。 
38 此处中译本作：“趣味的最普遍的一个定义，且不去考虑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趣味就是通过感觉而使我们注意到某一事物的那种东西”。这个译法有误，至少是有误导性的。这种译法

会令读者误以为孟德斯鸠希望大家不要考虑该定义是好是坏，其实不然。孟氏原文为：“La définition la 

plus générale du goût, sans considérer s’il est bon ou mauvais, juste ou non, est ce qui nous attaché a une chose par 

le sentiment[….]”。可见，此处的“它”（il）指的是“趣味”，而非“定义”。因为法文本使用的是阳性的

“il”而非阴性的“elle”，而“goût”是阳性的，“definition”是阴性的。 



乐之尺度而具有的优势（avantage）”39。比较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孟氏的独特用心。他用

“优势”和“快乐”这两个关键词给“趣味”做了正面的评价，它们分别说明趣味是一种超乎他人

的优越的能力，以及它关乎积极健康、有助于提升生命感的情绪。于是，趣味并非人皆有之，

唯有当一个人具备发现快乐的能力，而且这种对快乐的发现并不是费心费力而是轻而易举

的、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恰当合宜的（“敏锐而迅捷”）之时，我们才说此人拥有某种趣味（鉴

赏能力）。以下详细分析和补全这个定义。 

孟德斯鸠的定义并未将趣味判断归为感觉判断。在他看来，趣味归属于灵魂。这是一

个关键区别：不仅区别于当时的感觉主义，而且区别于古人。孟德斯鸠坚决反对柏拉图等古

代哲学家将美作为事物自身的绝对性质。在他看来，美是与我们的灵魂相关的性质。这是一

个主观的、理性的美学起点。他说：“灵魂借助于它的诸观念和诸感觉而进行认知；因为，尽

管我们把观念对立于感觉，然而，当灵魂看到一物时，它感觉到它；根本不存在什么事物是

如此诉诸脑力，以至于不被灵魂看到或者不被灵魂认为自己已看到、从而不被感觉到的。”40

由这段话可知，灵魂是一种认知器官，能够关联性地运用思维能力和感觉能力。这段话里提

到的灵魂的“看”、灵魂的“感觉”，似乎是略带比喻色彩的说法，主要指心理活动；这心理活

动关涉认知和感觉两种能力，以认知为主，以感觉为辅。这在今天或可被称作“心理-生理学”

的研究进路。有学者指出，孟德斯鸠虽区分认知与感觉，却既不肯采取笛卡尔-马勒伯朗士

哲学的身心二元论策略，同时也无意反对这种二元论，而仅限于承认身体与心灵在功能上的

关联性41。这个观点不全正确，因为马勒伯朗士其实也将感觉和想象归于灵魂的功能42。在

这个问题上，安妮·贝克的研究是可取的。她将孟德斯鸠视作一位马勒伯朗士主义者，并颇有

见地地从这种对于观念与情感不加区分的灵魂观推出孟氏的情感观：“情感不具有任何特殊

身份，它不可避免地以情感反应的名义伴随着灵魂的种种知觉。”43这种不给予情感以特权的

立场，鲜明地反对了杜博神父的情感主义。 

故而，趣味的定义里有一个隐含的主语，即“灵魂”。也就是说，趣味是“（灵魂）因能敏

锐而迅捷地发现每样事物应给予人的快乐之尺度而具有的优势”。灵魂的这种优势也被孟德

斯鸠称作一种“才智”（esprit）。他把趣味看做各种类型的才智中的一种，这进一步巩固了对

趣味的优越性的规定。“所谓才智，即是当它相应地用于各个事物时，令各器官较好地组织

起来。”可见，才智是主体的头脑游刃有余地领会事物的本领。除了趣味，其他类型的才智

包括天分（génie）、健全的意识（bon sens）、辨别力（discernement）、正直（justesse）、才能

（talent）。才智类型的划分，所依据的是其所应对的事物的类型之不同。孟德斯鸠说：“如果

                                                   
39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0.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38 页。 
40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5.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0 页。 
41 Voir Celine Spector, “De l’union de l’âme et du corps a l’unité de la sensibilité. L’anthropologie méconnue de 

L’esprit des lois”,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PUF, 2013/3, no 106, p. 393. 
42 马勒伯朗士说：“为了使我们灵魂的各种机能，即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想象力，以及我们的心灵得到最

好的使用……”（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469 页。） 
43 Annie Becq, Genèse de l’esthétique française moderne 1680-1814, p. 345. 



这一事物是极端特殊的，它就叫做才能。如果它较多地关联于世上人们的某种精致的快乐

（plaisir délicat），这就叫做趣味。如果这特殊的事物是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就成为才智

（esprit），比如罗马的战术和农业、蛮族的狩猎等等。”44故而，趣味不关联于极端特殊的事

物，也无关乎民族性，这似乎意味着它既非奇才，也非大智。比方说，米开朗基罗在绘画创

作上具有罕见的奇才，自然称得上一种才能（talent）。而米开朗基罗作品的欣赏者则无需具

备极高的天赋，也无需具备同等的才能。倘若这位欣赏者可以不太费力地从画作中获取与其

相适应的不多不少、不高不低的快乐，则有理由因拥有恰当的趣味而得到褒扬。倘若情况正

相反，这位欣赏者不具备相应的绘画知识，将米开朗基罗的宗教题材严肃作品看做谐趣内容，

则即便他从中得到快乐，也无法被看成一位拥有趣味的人。故而，孟德斯鸠以“精致”（délicat）

来限定“快乐”，为的是强调趣味乃是一种敏感性，一种掌握分寸、权衡尺度的能力，呼应着

趣味之定义中的“敏锐而迅捷”。所以，说趣味获得的是“精致的快乐”，与孟德斯鸠在别处说

趣味是“快乐的尺度”45，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孟德斯鸠又是怎样规定“快乐”的呢？ 

既然趣味被归属于灵魂，故而趣味的快乐是灵魂之乐。《论趣味》开篇提出，我们的灵

魂有三种不同的快乐，它们分别有三个来源：灵魂自身的存在；它与身体之结合；某些制度、

风俗、习惯在它身上引起的偏好。第一种可称作纯思之乐，也即纯粹因思维——比如分析、

比较、综合等思维活动——而产生的快乐。它不依赖于感官，是仅从灵魂的本质而产生的快

乐。一个人只要能够进行思维，他便有可能拥有这种快乐，而这种快乐也是“某些哲学家所

能理解的唯一幸福”46。第二种可视作灵魂的激情之乐，如同在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里的

界定那样，它出于灵魂与身体的结合。他将二者统称为“自然的快乐”。然而他紧接着表示，

判别一种快乐是否与身体有关，对于研究灵魂而言“完全无关紧要”47。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根据灵魂与身体结合与否，可以将自然的快乐区分为两种快乐，但这两种快乐就其皆归于灵

魂而言是无差别的，都是在理性掌控之下的快乐。 

自然的快乐有别于后天的快乐，二者分别关联于自然的趣味（goût naturel）和后天的趣

味（goût acquis）。所谓后天的快乐，“是灵魂本身在同自然的快乐发生某些联系之后创造出

来的”48。这是一个模糊的定义，其意不甚分明；它似乎表示，自然的快乐是一种受先天条件

——灵魂和/或身体——制约的快乐，后天的快乐是在这种先天快乐的基础上生发的新的快

乐，至于如何生发，这里语焉不详。笔者猜测，“后天的快乐”或许主要包含前述第三种快乐。

理由是，前两种快乐的来源都是个体性的，唯有第三种快乐的来源是社会性的，也可以视作

在后天被塑造而成的。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则后天的快乐指的是被归因于社会共同体的快

乐，这种快乐与自然的快乐有联系，它必须通过个体的先天条件才能发挥作用。 

正是在个体的先天条件的问题上，以“论我们的灵魂的快乐”（Des plaisirs de notre âme）

                                                   
44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5.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0-141 页。 
45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1.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38 页。 
46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5.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0 页。 
47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1.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38 页。 
48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1.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38 页。 



为名的那一节既重要又颇具误导性。孟德斯鸠在那里提出，要想权衡我们的灵魂的那些快乐，

就应当从我们的存在状态出发去认识那些快乐是怎样的，也就是试图通过认识我们当下灵魂

与身体的特殊性来认识快乐的成因。诚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假如我们的视力更差，则建

筑中的各部分就应当少些装饰，多些统一；假如我们多一个或少一个器官，则我们的诗歌或

辩才可能有所不同；假如我们拥有某些动物那样敏锐的听觉，则我们的乐器恐怕比今天制作

得更精细；假如我们的器官允许我们更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则文学创作中吸引人注意力的

规则可能要有所改变……总而言之，艺术对我们的感染力乃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唯

有当二者之间的协调呼应达到精准的程度时，才可能生发合宜的快乐。不过，这是否在暗示

一种生理构造决定论？对此，彼得·盖伊的回答是肯定的49。这恐怕是个误解。请看孟德斯鸠

这段话： 

 

人们起初以为，要想拥有趣味，只要认识我们的各种快乐的各种原因就足够了；

以为当我们阅读了前述哲学所告诉我们的道理，便拥有趣味了；还以为可以大胆给作品

下断语。然而，自然的趣味并非一种理论知识（connaissance de théorie）；那是一种对一

些我们所不知的规则的快速而精妙的运用。没有必要知道令我们觉得美丽的某一事物所

提供给我们的快乐来自惊讶；它令我们惊讶，它如其所应当地令我们惊讶，这就足够了。

50 

 

孟德斯鸠只说自然的趣味是理论所难以把握的。可以推测，后天的趣味既然关乎制度、风俗、

习惯等社会环境因素，是后天塑造而成的，我们便可以在理论上归纳出其规律。不过，既然

后天的趣味只有作用于自然的趣味才能培育，那么趣味在根本上仍是非理论的。所以，非但

拥有关乎人的生理构造的透彻知识并不等于拥有趣味，而且，即便洞悉了造成灵魂之乐的各

种原因，依然难以像语法学家分析句子成分、化学家列出分子式那样讲清楚趣味的生成。趣

味的非理论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对一些我们所不知的规则的快速而精妙的运用”。趣味之妙

在于超乎认知。换句话说，不可知者，或不可知者的出现所唤起的审美主体心理的惊讶感，

是趣味的必备元素。那么，趣味主体何以虽莫知其妙而有能力运用规则呢？这个问题是《论

趣味》的一个重点，我们留待后文详谈。 

综上，孟德斯鸠给趣味下的完整定义至此可补齐如下：趣味是（灵魂）因能敏锐而迅捷

地（运用自身所不知的规则）发现每样事物应给予人的快乐之尺度而具有的优势。 

 

四、趣味的标准 

 

                                                   
49 参见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0

页。 
50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4.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39-140 页。 



根据这一完整定义，不妨将它与同一时间出现的休谟版趣味定义做一简单比较。休谟

认为趣味是“对美的正当感受”，是一种“精致的能力”51，是“一切最美好、最纯真的欢乐的源

泉”52。逐一对照定义中的各个要素，会发现二者的相似处：他们都将趣味肯定为一种正面的、

尺度精准的、会带来快乐效果的才能，都认为美的根源在人自身。 

两人的差别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趣味归属。二人都将趣味判断作为人的一种能力，

但将之归属于人性的不同部分。休谟将人性分为理智和情感两部分，将趣味归属于情感；孟

德斯鸠则将趣味归属于灵魂。二是“未知”在趣味判断中的作用。第一个方面涉及趣味的标准；

第二个方面关乎艺术的规则。本节和下节将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在休谟那篇著名的文章发表后，但凡谈论趣味，皆免不了触及“趣味的标准”问题。在休

谟看来，理智判断和情感判断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有客观标准而后者没有。当且仅当其思想与

外物相符时，一个人才拥有正确的理智判断；而情感则不假外物而仅存于人心，故千人千面，

各各不同，无涉对错高下。趣味判断属于情感判断之一种，故而休谟承认趣味判断的相对性。

他说：“美不是物自身的性质，它只存在于观察事物的人心之中，每个人在心中感受到的美

是彼此不同的。”53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接受“趣味无争辩”这条俗谚。虽然思想与情感具有不

同性质，但趣味并非不关乎认知，思想与感受并非各不相涉。他通过观察指出，“一个有理

性的人，对艺术又有了经验，却不能对艺术的美做判断，这是极少可能或根本不可能的事；

同样，一个人若没有健全的理智却又很好的鉴赏力，也是没有的事。”54在他看来，真正的鉴

赏家必须具备高超的理智能力，以至于“能同精致的感受相结合”。这就将趣味区别于“真正的

趣味”。真正的趣味接受理智的指引，在不断的锻炼中得到增进，又通过比较对照而获得完

善，同时还能够清除一切偏见……如此这般，方可成为“美与趣味的真正标准”。55他由这一理

想角色的设定出发肯定了趣味的标准，也就是说，理想鉴赏家的趣味理应得到普遍的认同。

不少人批评休谟在这一概念上犯了循环论证的毛病，认为他以拥有理想趣味的人来论证理想

趣味的存在。另外，休谟本人也不否认真正的鉴赏家是稀少的。然而他的证明并非完全无效。

只要我们承认存在着糟糕的趣味和较好的趣味，也就等于承认存在着令人向往的理想趣味的

化身——无论它是阿瑟·丹托意义上的拥有身份认证功能的“艺术界”，还是某时某地被争相仿

效的某位趣味领袖——也即承认存在着趣味的标准了。 

如前节所述，孟德斯鸠在回复贝尔的信中透露出有关“趣味的权威”的必要性。这与休谟

所提倡的“理想批评家”似乎不谋而合了。不过，孟德斯鸠这里情形更复杂一些，存在着不同

文献间的冲突。孟德斯鸠在《随想录》里说：“美是极其寻常之物的集合。”“一个法国人的美

在中国是丑的，一个中国人的美在法国是丑的。总之，这对于解释各种与趣味有关联的美而

                                                   
51 休谟：《鉴赏的标准》，见《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杨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

版，第 150 页。 
52 休谟：《鉴赏的标准》，见《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第 153 页。 
53 休谟：《鉴赏的标准》，见《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第 144 页。 
54 休谟：《鉴赏的标准》，见《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第 159 页。 
55 参见休谟：《鉴赏的标准》，见《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第 160 页。 



言或许是一条极好的原则。”56由这些片言可见，美是相对的，趣味是不假争辩的、多样化的。

再来看《论法的精神》里的话（整部书仅只这些涉及趣味）：“使一个民族喜爱交流的那种气

候，也使他们喜爱变化；使他们喜爱变化的那种气候，也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情趣（goût）。”

“妇女的社交活动有损风化，却形成了情趣（goût）……”“虚荣带来了数不清的好处，诸如奢

华、勤奋、艺术、时髦、礼貌、情趣（goût）等等……”57这些话被置于民族精神的考察中，它

们意味着趣味与其他民族精神一样受到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习俗、风尚等多种因

素的支配。这里同样朝向趣味的相对论。 

类似的论述在《论趣味》里统统不见。在那里，孟德斯鸠既不谈美的相对标准，也不谈

民族趣味的差别，没有进行经验上的风俗考。《论趣味》以“在我们当前的存在方式下”58开篇，

这却并非表示其研究对象具体而特殊。联系后文可知，它指的是人类（生理的、心理的等等）

存在方式的偶然性，在生物学类目的意义上仍是泛指。“我们”并非各各相殊的个体之和，而

是拥有共同本性的人类总称。文中常以物主代词“我们的”来限定“趣味”、“快乐”、“美”、“灵魂”

这些关键词，同样不局限于当代法国人的或欧洲人的趣味或快乐（尽管书中的例证多局限于

意、法两国）。在该书视野中，“趣味”从一上来就是一个缺少特殊限定语的普遍概念。这意味

着孟德斯鸠立意于寻找人类趣味的共同规律，他无意走向美的相对主义甚或怀疑主义。那么，

如何解释《论趣味》与其他文献之间的立场差异？  

我们如果单纯将孟德斯鸠视作社会学家，那么在读罢《论趣味》后，会发现其不谈趣味

的社会性，没有走向今天所谓的“趣味社会学”，也没有讨论趣味的风俗多样性或阶级区隔，

此时确实会感到意外。是否存在着两个孟德斯鸠，一位是趣味相对论者，另一位是趣味绝对

论者？按唐宁·A. 托马斯的观点，孟德斯鸠聚焦于人类灵魂的种种倾向，为的是确定趣味中

的经验一致性。在他看来，孟氏在《论趣味》里既抛弃了《论能够影响心灵与性格的种种原

因》（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一文中的个体差异，

又将《论法的精神》里的历史、文化因素也放入括号中存而不论，而代之以“寻求界定一种

与趣味有关的知觉共同性”，发现超乎社会、文化或身体特殊性的、我们对事物的欣赏的共

同基础59。他说得并不很透彻。在这个问题上，托多罗夫的看法更有参考价值。他指出，孟

德斯鸠常常被误认为是一位环境决定论者，但其实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比之外因，孟德斯鸠

更重视精神原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之所以强调物理原因，实是出于了解环境以便战胜

环境的考虑。按照这个思路，《论趣味》与其他文献之间的立场差异不单可以调和，而且在

孟德斯鸠美学与社会学之间有深刻的关联性。孟德斯鸠从考察灵魂的种种快乐出发去考察趣

味，正是因为他看重美的精神根源，那是普遍而唯一的人性；根源的唯一性与审美趣味在形

                                                   
56 转引自 See Downing A. Thomas, “Negotiating Taste in Montesquieu”,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9, 

No. 1 (Fall, 2005), p. 74. 
57 参见《论法的精神》许明龙新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358-359 页。 
58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29.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37 页。 
59 参见茨维坦·托多罗夫：《不完美的花园——法兰西人文主义思想研究》，周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5-70 页。 



态上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前者包容后者。这很有可能也是孟德斯鸠看重“自然的趣味”的根本

原因。这样的话，或许可以说《论趣味》显露了孟德斯鸠趣味学说乃至社会学的真正立足点。

60 

对趣味之标准的承认，是《论趣味》的立论前提。不过，孟德斯鸠所承认的趣味标准并

非绝对标准。他将趣味归属于灵魂，并不意味着将趣味判断视作理智判断。既然美不是对象

的一种绝对性质，既然美的根源在审美主体身上，那么就排除了以思维与对象之相符作为趣

味标准的路径，也排除了较正确的趣味与较错误的趣味之区分。然而，孟德斯鸠显然认为存

在着较好的趣味和较糟糕的趣味。在他眼中，意大利文艺复兴画作、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属于

前一种，法国的哥特式建筑、意大利的历史题材歌剧属于后一种；朴素、内敛风格属于前一

种，繁复、满溢风格属于后一种。他自认为是从较普遍、较客观的规则出发做出这种趣味判

断的，因而吁求普遍的同意。对他来说，趣味无对错而有高下，不具绝对性但具普遍性。 

所以，“趣味的权威”也就是理想趣味，就是趣味的标准。这个观念不是像休谟那样从理

想的鉴赏家引申出来的，而是通过总结典范艺术的审美规律而得出的。这是下节讨论的内容。 

 

五、艺术的规则 

 

休谟把“精致”定义为：“我的感官的精微使一切性质都逃不过它的观察，同时感官的准

确又足以观察混合物里的各种成分”61。看来，理想的鉴赏家应该是一位上帝般的全知者，他

见微知著，能够洞穿对象的一切。孟德斯鸠谈论趣味也讲究“精致”，所不同的是，他以“运用

自身所不知的规则”来限定它。于是，他眼中的趣味判断比休谟那里多了一个虽在灵魂掌握

之下却永恒不可知之物。 

当孟德斯鸠说“艺术提供规则，趣味提供例外”时，“例外”就是这个在艺术惯例里搅局的

永恒“未知”所造成的局面。他接着又说，“趣味告诉给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艺术应当服从，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服从艺术”62，这显然将趣味的要求置于艺术惯例之上了。按此逻辑，

包含着永恒“未知”的规则才是艺术的首要规则，舍此皆不足训。 

孟德斯鸠或许相当得意于自己的这个发现，很可能视之为艺术的基本规律。他在《论

趣味》里至少用了九个小节来讨论它。它们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论题组，在诸多不连贯的断

章中间显得逻辑清晰、衔接紧密。这个论题组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审美对象之特征；审美

主体心理状态。 

在审美对象特征方面，能够带来快乐的审美对象一般拥有“秩序”、“多样性”、“对称”、

“对比”。这些特质可按近似性分作两组，我们不妨称其为“秩序/多样性”模式。一组是秩序和

                                                   
60 See Downing A. Thomas, “Negotiating Taste in Montesquieu”,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9, No. 1 (Fall, 

2005), pp. 74-77. 
61 休谟：《鉴赏的标准》，见《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第 151 页。 
62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69.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61 页。 



对称，或可统称“秩序”，因为对称可以视作一种极端的秩序性；另一组是多样性和对比，或

可统称“多样性”，因为对比可以是多样性的一种形式63。概括地说，当审美对象既具有秩序

同时又不失多样性，并且二者在尺度上拿捏得恰如其分时，它才能够给人以快乐。 

这四个小节的主体部分用以解释灵魂何以因认知而获得快乐。他指出，一方面，我们

的灵魂有这样一种倾向，它不仅希望看到事物，而且在事物逐渐展现的过程中，想象力会基

于灵魂对已见者的结构性认知——即对该事物之秩序的构想——来对未见者进行预测（这颇

合二十世纪格式塔心理学的主张）。当未见者的样貌最终合于这种预测时，认识的愉快就产

生了。这种愉快是一种心满意足的完成感。作为一种秩序的对称之所以是受欢迎的，就是因

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抵达这种愉快，“节省一半的气力”64。而当我们遇到一部毫无秩序可

言的作品时，灵魂的认知倾向受挫，难免发生冲突，产生不快感：“作者所创造的连贯性同

我们自己的连贯性混淆在一块儿；我们的灵魂什么都留不住，什么都预见不到。由于各种观

念混在一处，由于最后产生的空虚，我们的灵魂受到了屈辱；我们的灵魂确实疲惫不堪，还

得不到任何快乐。”65这“折磨”之所以无用，正由于灵魂在认知上一无所获。 

另一方面，“秩序”不是“单调”、“趋同”的近义词，而是“混乱”的对立面。我们不如将其理

解为一种音乐性的节奏。秩序与多样性非但不矛盾，而且应当为事物所兼具，以满足灵魂的

需要：“灵魂喜欢多样化；但如前所述，它喜欢多样化只是因为它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认识

和看：它于是必须能够看，多样化允许它做到这样；这就是说，一件事物应当足够简单，从

而易于被察觉，应当足够多样，从而能够被愉快地察觉。”66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秩序是快乐的首要条件，因为它保障了灵魂的认识得以可能；多

样化则是必要的调剂，旨在使灵魂不至于因过于轻松而感到厌烦和乏味。二者互相限制、互

为规约，不过地位并不平等，多样化是以有秩序为前提的。换言之，审美活动在本质上是一

种认识活动，审美对象应当具有一种有变化的秩序感，奇正相生，使得灵魂既易于把握又享

有乐趣。这里的关键在于，秩序和多样化都是为灵魂的认识功能服务的，也应服务于认识的

成功达成。孟德斯鸠将这个一般原则定为：“对灵魂有用”，“并且可以有助于灵魂的机能”，

那么它“就是令人愉快的。”67无法否认，这是一条向理性主义倾斜的原则。 

哥特式的建筑是一个反面例子。“哥特式的建筑对于看它的眼睛来说是一种谜；灵魂局

促不安，就如同要它读一首晦涩难解的长诗那样。”68灵魂之所以感到难受，是因为这种风格

的建筑在多样化上太过度，以至于灵魂无法把握它，认知的倾向受挫，于是产生不快感。 

上述内容所概括的是孟德斯鸠给秩序/多样性的两面提供的（认知）心理学论证。“论对

                                                   
63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孟德斯鸠在“论对比”一节末尾三段（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p. 47-48. 孟

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7-148 页）谈论多样性是不突兀的，不应被疑为作者跑题或

编排上的讹误。 
64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43.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5 页。 
65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39.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3 页。 
66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41.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4 页。 
67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43.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5-146 页。 
68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42.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5 页。 



比”最后三段从生理学角度，相当简略地解释了灵魂的感觉功能因同样的对象而获得快乐的

原因。在神经里有神经质，一种流动性的物质。当外物刺激我们的感官时，神经纤维受到触

动，神经质发生流动。不过，这些身体器官的工作强度有一定限度，当其受到过于频繁的相

同刺激（即便是可能产生快乐的刺激）而无法获得适当的休息时，就会仿佛消极怠工似的，

在强大的压迫下陷入一种“无感觉状态”中。此时，我们可以在拟人的意义上说它们“厌倦”了。

所以，要想让灵魂的快乐持续，就需要在秩序和多样化之间拿捏好尺度，使得“灵魂感觉而

并不疲倦”69。趣味的心理/生理基础是被平行提出的，并以前者为主。 

在审美主体心理状态方面，孟德斯鸠的讨论可以概括为“理性/好奇”模式或者说“理性/惊

异”模式。理性在这里指的是知识上的可靠性。“我常常说，使我们感到快乐的作品应当以理

性（raison）为基础；有的作品在某些方面不以理性为基础，但在其他方面仍然使我们感到

快乐，那它必然尽可能少地偏离理性。”70这个要求具体意味着，作品有赖于受众的理性认知，

故而不应当违反人所共知的常识，以免令受众失去对艺术家的信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要

求在涉及“题材严肃”的作品时比较严格，而对于其他某些类型的作品则被适当放宽了。比如，

“歌唱可以有一种言语所没有的力量”71，更适于表现非凡的事物，例如包含着魔法的神话，

因此歌剧较宜选取神话题材。孟德斯鸠在此承认情感对人心的直接感染力，放松了理性标准。 

孟德斯鸠认为，灵魂被创造出来，为的就是思考、观察，故而它天生好奇。好奇就是乐

于寻求并发现新事物，从已知走向未知，它体现出未知者在主体身上造成的吸引力，一种“文

似看山不喜平”的求奇心态。如前所述，趣味正是一种灵魂所具有的发现快乐的能力。故而，

好奇是产生趣味的一个方式，它在《论趣味》中其实是作为一个主要方式被提出的。好奇心

驱使着我们有意愿扩大眼界，不断突破已知的界线。从这一心理趋向出发，孟德斯鸠把“惊

异”看做审美活动时常伴随的一种基本情绪：“灵魂往往追求不同的事物，这一倾向使得它可

以享受到从惊讶产生出来的各种快乐。”72可见，好奇是惊异的心理原因。 

“理性/好奇”或者说“理性/惊异”这一趣味模式也是奇正相生的。理性是惊异的基础和必要

保障，惊异是理性的必要调剂。若无理性，则惊异会变成负面的惊恐；若无惊异，则理性将

了无生趣。在这两种情况下，心灵都无法获得快乐。反之，倘若作品始终经得起理性的考验，

则惊异将保持并增长，绕梁三日而余音未绝，那样的作品才称得上“伟大的美丽”。在孟德斯

鸠眼中，拉斐尔、维吉尔、圣彼得大教堂都属此类。 

“秩序/多样性”模式和“理性/好奇”模式，可以统称为“已知/未知”模式。这个二项式的两

项互相制约，在动态过程中为灵魂制造快乐。他一方面坚持理性标准，努力将“未知”纳入理

性所能掌控的范围内，努力守住古典式的秩序感；另一方面又不时用感性为这个标准松绑，

弱化理性的支配力量，为不可名状之物（le je-ne-sais-quoi）73让路。他对干扰理性标准的东

                                                   
69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48.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8 页。 
70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69.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61 页。 
71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71.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62 页。 
72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 goût, p. 48. 孟德斯鸠：《论趣味》，《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48 页。 
73 关于 17-18 世纪法国人围绕“le je-ne-sais-quoi”展开的讨论及其美学意义，笔者将专文另述。 



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文中仅有一节指出理性作为快乐之基础，却至少列出四个小节专论惊

异（分别是“惊讶的快乐”、“论不可名状”、“惊异的增长”、“灵魂的某种局促感所带来的美”）。

在这里，孟德斯鸠极力用清楚的逻辑阐明这种“并非一种理论知识”的自然趣味。据此，我们

便无法在智性主义狭义上称孟德斯鸠的美学是理性主义的。安妮·贝克颇有见地地借来“诗的

理性”（la raison poètique）来概括它。既然孟德斯鸠所说的“秩序”仍不失为一种一般法则，却

相容于特殊的多样性，既然审美趣味的多样性可以合法地在普遍趣味的框架内运行无阻，那

么，这种理性所遵循的秩序便不是一种向着真理进发的演绎过程，而是在“惊异”这一类美学

效果中展开的。由此，她高度评价孟德斯鸠的趣味学说，认为它破除了对单一理性的过分执

着，而这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美学之诞生而言尤为重要。74 

 

结语 

 

《百科全书》在附录孟德斯鸠“趣味”残篇时，充满敬意地表示，“大师们的雏形思想值

得为后世保存，就像大画家们的草图一样”75。达朗贝尔在其《孟德斯鸠赞》一文中表达的意

思并无二致：“我们将其原状献给公众，就像古代人当年对待塞涅卡的最后的话那样，我们

对之怀抱着同样的敬意。”76不过，这些赞语恐怕较多地出于对曾经贡献出《论法的精神》的

这位伟大启蒙者的尊重，而非针对其趣味学说本身。实际上，后世不少研究者并不认为《论

趣味》具有类似于“大画家的草图”的潜在的正面价值，反倒认为它是“四平八稳”的“后见之明”，

甚至指其为“令人失望的古典主义”77，似乎觉得它与孟氏的主要代表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

差。 

然而，综合前文的讨论，笔者不同意这些负面评价。同《论法的精神》一样，《论趣味》

行文极为平易，思想却极其复杂，实是隐奇崛于平常之中的。难以否认，美学和艺术不是孟

德斯鸠专注致力的领域，他本人料想也未必满意这篇未完稿的残作。但《论趣味》至少有两

个方面的贡献：第一，它为我们认识孟德斯鸠思想的复杂性补充了关键材料；第二，他为法

国贡献了并不逊色于休谟的趣味学说。它所体现的孟德斯鸠美学以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主

要立场。这种初具现代形态的理性主义美学，将趣味判断作为灵魂的一种认知活动，支持趣

味的普遍标准，积极容纳审美经验中的未知及其给审美主体带来的惊异感。这是《论趣味》

对美学史和趣味理论的独特贡献。 

                                                   
74 Annie Becq, Genèse de l’esthétique française moderne 1680-1814, pp. 348-350. 
75 Edouard Laboulaye, “Avertissement de l’éditeur”,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Tôme 7, p. 113. 
76 D’Alambert, “An Eulogium on President Montesquieu”,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M. de Montesquieu, Vol. 1, 

London, Printed for T. Evans, in the Strand; and W. Davis, in Piccadilly, 1777, p. xxxv. 另可参见该赞词的中译

本：达朗贝尔：《孟德斯鸠庭长先生颂词》，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版，第 27 页。 
77 Downing A. Thomas, “Negotiating Taste in Montesquieu”,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9, No. 1 (Fall, 

2005), p. 72. 自从博马舍第一次用“古典主义”谴责戏剧写作的陈规旧俗，该词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就开始

在贬义方向上被使用了。（参见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上）·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 年至

今》，林华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