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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大陆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思潮如火如荼、充当社会革命的理论先锋之际，尚处于封建割据

状态的落后德国，转向以抽象的精神之花，凭借肇始于康德的哲学革命与法国的社会革命互相颉颃，

相映成辉。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

是由康德开始的。”康德的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

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1]在此特殊的社会精神气候之间，文

类理论无疑难以超脱其外，必然烙上哲学革命的深刻痕迹，开启一种鲜明而富于特色的近代哲学化转

型模式。

一、转型契机：德国古典文类理论的批判性

翻阅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诸多文论著作，德国古典文类理论显现出强烈而浓郁的反规则的批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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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哲学革命的催化作用下，德国古典文类理论的批判性裹挟文类理论自身平抑纷争的内在

诉求，迈上了哲学化转型之路。其中，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奠基人，康德的文类理论分别立足艺术评价层面的

鉴赏力学说或审美判断理论、艺术生产层面的天才学说，实现反文类客观规则的宏观宗旨。康德文类理论

以主体的先天立法清除了所有外在性的客观规则所可能引发的理论障碍。从此，文类理论中曾经纷纷扰扰

的外在客观规则之争，由德国哲学革命之唯心主义大舵的陡然扭转，开始转向主体性的观照重心。文类理

论哲学化也因此一扫曾经以规则为核心的古今之争传统孳生的喧嚣，为文类理论研究注入了令人耳目一新

的精神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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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3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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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蒋孔阳先生在论及德国古典美学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关系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一般所说的启蒙

运动，主要是指十八世纪在法国以伏尔太、卢梭和狄德罗为代表，在德国以莱辛和赫尔德为代表的启

蒙运动。但广义地说，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都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1]。不难

想象，设若没有批判精神作媒介，德国古典哲学则无理由被划入启蒙运动范畴。详而言之，德国古典

文类理论的批判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针对启蒙运动之前渗透在众多诗学著作中的包括文类规则在内的一切规则提出质疑或否

定。例如，康德认为一切审美判断都是依据先天原则，“不可能有鉴赏的任何客观原则”，立足于现实

感官对象之上“所建立的规则都是经验性的，因为是偶然的”[2]。谢林否定了古希腊诗学所认为的悲剧

在题材和结局方面的特征，认为“仅仅外在性质的灾厄，并不能引起真正的悲剧矛盾”；“悲剧的效果绝

不仅仅基于，或者直接基于通常称之为凶险的结局者。”[3]歌德在评论拜伦时认为戏剧“三整一”律是

“最愚蠢的法律”，它“只有在便于理解时才是好的。如果三整一律妨碍理解，还是把它作为法律来服

从，那就不可理解了。就连三整一律所自出的希腊人也不总是服从它的”。还不无情绪地抱怨说：“过

去时代那一整套陈旧规律有什么用处？”[4]席勒则从心灵自由与主体的独立完整性出发，颠覆了悲剧高

于喜剧的传统观点。而黑格尔在批评以经验作为美学研究出发点这一传统主流方式时，认为由此而

得出的规则及著作，不仅囊括的作品对象范围狭小，而且经一般化和概括化后的规则和原理，失之普

泛，流于琐屑，无法解决具体问题，所以他认为亚理士多德、贺拉斯、朗吉努斯等人的诗学理论著作，

“包含许多不重要的东西”，虽被人们奉为准绳，“但是这些艺术医生的处方对于艺术所收的治疗功效

还不如一般医生所开的。”甚至还认为“上述那些对于艺术的思想，那种理论方式所得到的原则以及那

些原则的实施都已变成陈腐了”[5]。

二是一致批判法国文论（尤其是新古典主义）影响，力主以英国（莎士比亚的创作）作为重建德国

文类理论的榜样。此风源自德国启蒙运动初期的莱比锡派与屈黎西派之间的论争。在《汉堡剧评》一

书的写作宗旨中，屈黎西派阵营的莱辛竭力澄清法国文论与古希腊诗学之间的重大区别，不满于德国

做“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恭顺的崇拜者”，高度肯定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创作所具有的真理般

光辉，认为这才是德国学习和前进的正确方向。他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这样谆谆告诫德国民众：

长期以来，我们也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点，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摹仿法国人跟按照

古人的规则创作，是一码事。

但是，偏见是无法永久抗拒我们的感情的。幸运的是，几出英国戏剧把我们的感情从昏

迷中唤醒过来，使我们终于认识到，悲剧除了高乃依和拉辛给予它的效果之外，还能产生一

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真理光辉照耀下，使我们从另一个深渊的边缘上退

了回来。英国剧作显然没有法国剧作教给我们的那些规则。从这里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呢？结论是，没有这些规则，悲剧照样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假如有人未能完满地达到这一

目的，倒可能是这些规则的过错。

不过，至少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终究为此着手做了一些工作，同时还孜孜不倦地驳

斥了法国戏剧关于规则的谬见。没有哪一个民族对于古代戏剧规则的误解比法国人更严

重。他们在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里，发现了几条关于戏剧的最恰当的表明布局的附带说明，便

奉为重要论点，而真正的重要论点，却又被他们用种种界说和解释大大加以削弱，由此必然

[1]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页。

[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8页。

[3]〔德〕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375页。

[4]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2、174页。

[5]〔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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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些远远低于最高效果的作品，……[1]

此间反规则背景下的崇英贬法倾向非常普遍地蔓延在德国古典文类理论之中，新古典主义守旧派对

规则的钟爱简直成为德国学者眼中并不怎么光彩的“法国”的代名词[2]。例如，康德对莫里哀为代表的

观众决定论进行了不点名批评，认为审美判断不可以为听众所左右，而“迎合庸众的妄想”[3]。谢林则

在批评“三一律”之情节整一性时，认为伴随着情节整一性的历史变易，整个戏剧结构亦应为之改变，

否则机械地“以古希腊悲剧的这一规律束缚自己，当然是不明智的”，而法国戏剧则充当了此种“不明

智”的角色[4]。歌德虽然首肯法国文学对于自身的巨大影响，对莫里哀、狄德罗等人亦不乏溢美之词，

但是崇英贬法的思想同样还是十分明显。他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德国文学大部分就是从英国文学

来的”，并以“早晨的新鲜光辉”与“令人厌倦”这般的对比，来评价莎士比亚和法国的文艺趣味[5]。黑格

尔专门批评了法国新古典主义派的审美格调，认为不是伏尔泰所说的“改善”古人作品，而是“丑化”，

所谓“要求一种完全宫廷式的社会文化，在意义和表现方式上都要做到符合规则和沿袭陈规的概括

化”，这种审美趣味“非常狭隘”。黑格尔也将法国新古典主义趣味与莎士比亚相对立，认为：“法国人

最不会了解莎士比亚，当他们修改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们所删削去的往往正是我们德国人所最爱好

的部分。”[6]而他又同时指出：“凡是在莎士比亚不受欢迎的地方，那里民族艺术的清规戒律总是既狭隘

而又特殊”[7]。除此而外，他还在“三一律”、戏剧人物语言、人物塑造、音律使用、观众关系等诸多问题

上直接批评法国。例如他指出“法国人特别爱在创作中追求阿谀奉承”[8]，讨好观众，这“就对真理和艺

术犯下了双重罪过”[9]；法国人不仅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无端地归纳出地点的整一性，而且“就连古

代诗人们也没有按照法国人的严格意义去遵守这条规则”[10]，等等。

德国古典文类理论的批判性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当时德国整个社会主潮紧密关联的。恩格斯

在分析当时德国社会状况时就曾说过：“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

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

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

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11]如果说德国古典文类理论反规则的批判性一方面代

表“破”，那么，与此同时，在哲学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氛围里、在社会历史是“在观念上的继续”的德国

社会话语语境中，这种“破”又不禁然会借道抽象的哲学来寻求别样的“立”，从而为文类理论的哲学化转

型奠基。在这群哲学家视野中，哲学不仅是社会现实矛盾解决之道，也是艺术探究的不二法门，哲学又

回到了柏拉图所谓的国家之王的时代。席勒高度肯定审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

认为：“为了解决经验中的政治问题，人们必须通过解决美学问题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

走向自由。”“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只有审美趣味才能够把和谐带入社会之中”[12]。

而谢林和黑格尔则都认为哲学是万物之源，只有哲学方可真正探究到艺术本质。谢林认为“哲学是一

[1]〔德〕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514页。

[2]饶有趣味的是，法国著名女作家德·斯太尔夫人曾于19世纪初（1809年）专文论说“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公正地对

待德国文学”，认为个中缘由在于法德两国各自文化传统、民族气质之差异。详可参见其著《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4]〔德〕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下），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

[5]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8、68页。

[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9-340页。

[7][9][10]〔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页，第268页，第249-250页。

[8]〔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页。

[12]〔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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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基础，并包容一切”，“只有哲学可为反省重新揭示艺术的初源”，哲学与艺术尽管各自都是绝对

体，但是两者的关系永远是理念与现实、原型与反映的关系，“无论何者都不能较之哲学认识在学术上

更深地进入艺术的内层”，“屏除哲学以及超越哲学，对整个艺术绝对无法丝毫有所知”。不仅如此，谢

林指出，正是由于当前艺术观点“纷繁万千、各有所异。争辩各方互不了解”且又无法洞察艺术本质，

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在科学中寻求真正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准则之至关重要的

动因”[1]。换言之，包括艺术规则观在内的淆乱与分歧，使得艺术理论研究借道哲学成为必然。黑格尔

认为只有哲学的觉醒，“美学才真正开始成为一门科学，而艺术也才能得到更高的估价。”哲学领域的

知识进展，“直接使它能更深刻地理解艺术的本质。”[2]不难想见，正是在哲学革命强烈的时代氛围的催

化作用下，德国古典文类理论的批判性裹挟文类理论自身平抑纷争的内在诉求，迈上了文类理论哲学

化的转型之路。

二、康德：开山祖师与转型滥觞

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哲学革命始于康德，康德之于后续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黑格尔等大家

的理论构建，具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恩格斯指出：“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

逻辑的，必然的”，即：康德“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

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3]。就实际论著而论，例如谢林的

天才说、技术规范说、想象力理论等无不是继承了康德学说；歌德认为康德在近代哲学家中最高明，

“只有他的学说还在发生作用，而且深深渗透到我们德国文化里。”[4]席勒则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开宗

明义：“下述主张大部分是以康德的原则为根据的”[5]；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是“近代哲学的转折点”[6]，

其艺术理念观、戏剧听众观等与康德学说可谓一脉相连。除却上述哲学革命是系统过程这一本身以

及康德学说的传承两个方面，康德哲学本身的价值更是奠定其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的关键性因素。

海涅评论《纯粹理性批判》时说：“从这本书的出现起，德国开始了一次精神革命”[7]；雅斯贝尔斯认为：

“康德是无法回避的”，他“是启蒙与精神历史的那一时代的巅峰与完善者，他的历史地位是无法准确

地概括的”[8]。朱光潜指出：“在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判断力批判》显示出更多的矛盾，

也没有哪一部比它更富于启发性。不理解康德，就不可能理解近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他无愧于德国

古典美学开山祖的称号。”[9]李泽厚也说：“《判断力批判》在近代欧洲文艺思潮上起了很大作用，是一部

极重要的美学著作，在美学史上具有显赫地位，远远超过了黑格尔的《艺术哲学》。”[10]可见，设若我们

不明晰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古典美学开山宗师的文类理论，开展德国古典文类理论研究将会是一件不

可想象的工作。

康德文类理论的宗旨主要是实现宏观上的反客观规则，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是艺术评价层面

的鉴赏力学说或审美判断理论；二是艺术生产层面的天才学说。两者的关系是，前者的理论终点构成

后者的理论起点。

[1]〔德〕弗·威·约·封·谢林：《艺术哲学》（上），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4、5-6、13-14页。

[2][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9、25页，第7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

[4]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1页。

[5]〔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7]〔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97页。

[8]〔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修订版，下册），李雪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16、
512页。

[9]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397页。

[10]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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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艺术评价层面而言，康德首先将人类认识能力一分为三，即知性、理性、判断力。前两项都拥有

“先天构成性原则”，分别通过以感性为条件的“自然概念”和以超感性为条件的“自由概念”来建立各

自规则，即：“知性对于作为感官客体的自然是先天地立法的，以在一个可能经验中达到对自然的理论

知识。理性对于作为主体中的超感官东西的自由及其独特的原因性是先天立法的，以达到无条件地

实践的知识。”[1]而据康德看来，判断力则构成由知性到理性、自然到自由、感性到超感性、客体到主体

的过渡性中介环节，也具有自己的先天原则。之所以如此认为，还有个前提，那就是：判断力可以分为

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

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

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力先天地指定

了惟有依此才能归摄到那个普遍之下的那些条件）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

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2]

这就意味着，规定性判断力就是从知性的普遍规律出发，依此普遍规律直接把特殊归摄于普遍即可，

不存在实现从知性到理性、自然到自由、感性到超感性、客体到主体的过渡性中介条件；而反思性判断

力则不同，它是从自然感性的、客观存在的特殊出发，由此寻求如何与超感性的普遍相连，这就孕育了

从个别到一般、感性到超感性过渡的基质。因此，作为中介性环节的判断力，实质指的只是反思性判

断力。其次，反思性判断力依靠何种先天原则能担此角色呢？康德认为，每一个现实客体皆有其作为

存在依据的概念性目的，皆有与此概念性目的协调一致的该物外在性状，后者则称之为该物的形式的

合目的性。反思性判断力只能从后者寻求普遍，否则其与规定性判断力无异了。由此得出结论：反思

性判断力的先天原则是“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或自然的合目的性。

与知性对应于知、理性对应于意一样，判断力对应于情感，而是否愉快的情感可与强烈的功利性

即善相连，且善是以概念来达到普遍性的，作为反思性判断力的先天原则，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要

求与自然的形式相联结的情感而生的表象，只能是无功利目的、无关概念的。这样的判断是审美的鉴

赏判断，而非逻辑判断，即：鉴赏判断“根本不是建立在概念上的，它任何时候都不是认识判断，而只是

一个审美判断”[3]。康德又把美区分为自由美与依附美，后者以概念、目的为条件，而只有“在对一种自

由的美（按照单纯的形式）作评判时，那鉴赏判断是纯粹的”[4]，是真正的、纯粹的审美判断，而非应用

的、经验性的鉴赏判断。我们这里所谓的鉴赏力、审美判断都是针对前者而言的。既然审美判断既与

客体形式，又与承载情感的主体相关，两者又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康德由“自然的合目的性”这一先

天概念，进一步提出先天概念“审美的合目的性”来予以阐释说明。所谓审美的合目的性是指“判断力

在其自由中的合规律性”[5]。申言之，审美主体在面对美的对象时，是“将想像力在其自由游戏中与知

性联系起来，以便和一般知性概念（无需规定这些概念）协调一致”[6]。审美的合目的性实质就是想像

力与知性在自由游戏中的统一。不难见出，审美判断讲求的是一种“主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判断

由主观根据出发而对每个人都有效”[7]，亦即所谓的“主观合目的性”这一先天概念。

至此，康德经过一步一步缜密论证，审美判断的性质表明，其作为由知性到理性、自然到自由、感

性到超感性、客体到主体的过渡性中介环节，足以堪当此任；而另一方面，审美判断彰显出来的强烈主

体性以及主观判断的先天普遍性和必然性，又完成了其反客观规则之鹄的。康德立足审美判断的本

质特征，宣称“不可能有鉴赏的任何客观原则”，与逻辑判断迥异，“它的判断不能通过概念和规范来规

定”[8]，其特性在于，“尽管它只有主观的有效性，它却这样来要求一切主体”[9]；与此同时，康德把外在的

客观原则、规则、规范与审美判断的主观性、主体性对立，称前者为“他律”之物，而把后者称之为“鉴赏

[1][2][3][4][5][6][7][8][9]〔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第13-
14页，第123页，第65-66页，第111页，第95页，第128、132页，第125页，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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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律”或审美自律[1]。这种审美自律从两个层面来反外在性的客观规则。一是对待他人（如听众、观

众）的判断或提出的规则时，康德说道：

所以一个年轻的诗人不能因听众、还有他的朋友们的判断劝他相信他的诗是美的而左

右自己；并且，如果他听从他们，那就不是因为他对此有了另外的评判，而是因为哪怕（至少

在他的意图看来）全体听众都作出了一种错误的鉴赏，他却仍然在自己对赞扬的欲望中找到

理由（甚至违背自己的判断）去迎合庸众的妄想。只有到后来，如果他的判断力通过练习而

变得更加敏锐了，他才会自动放弃他以前的判断；正如他也会坚持自己的完全基于理性之上

的那些判断一样。鉴赏只对自律提出要求。若把外人的判断当作自己判断的规定根据，这

就会是他律了。

如果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朗诵他的诗，或是引导我进入一个剧情，而这最终并不能使我的

鉴赏力感到惬意，那么不论他是引用巴托还是莱辛，还是更加早也更著名的一些鉴赏的批评

家，以及由他们所提出的一切规则来作证，说他的诗是美的；甚至哪怕某些我正好不喜欢的

地方却可能与美的规则……完全吻合：我将塞住自己的耳朵，不会去听任何理由和任何推

想，而宁可认定批评家们的那些规则是错误的，或至少在这里不是它们应用的场合，而不认

为我应当让自己的判断受先天的论证根据的规定，因为它应当是一个鉴赏判断，而不是知性

或理性的判断。[2]

审美判断的主体性、主观的先天有效性此时在共时性上通过反主体以外他人的判断或规则而得以反

映出来，审美自律压倒了规则性的他律。二是在历时性上对待文学传统中渗透的规则时，康德更加标

举审美判断的主体性、主观性，揭露文学传统对审美主体性压制、束缚的不利一面。他说：

人们有理由把古代的作品称颂为典范，并把古代作家称为经典性的，如同作家中的某个

贵族一样，他通过自己的先行而为民众立法：这就似乎宣布了鉴赏的来源是后天的，并反驳

了每个主体中鉴赏的自律。不过人们同样可以说，古代那些数学家，那些至今还被看作最高

彻底性和综合方法的完美性的完全不可缺少的典范的人物，也表明了在我们这方面的一种

模仿的理性和一种理性的无能，即不能从自身中通过概念的建构而凭最大的直觉产生出严

格的证明来。这就根本没有我们各种力量的任何运用了，不论这种运用是多么自由，甚至也

不会有理性的运用（理性必须从先天的共同根源中获得它的一切判断），理性运用是即使每

个主体在没有别人以他们的试验走在他的前面时，应当完全从自己天然的原始禀赋开始，也

不会陷入错误的试验中去的，……[3]

这里借助审美判断的主体性张扬，反驳了文学传统“为民众立法”的历史效用，进而回击了对审美判断

的主观合目的性和审美自律性的质疑。

艺术评价层面得出的审美判断由先天概念“审美的合目的性”沟通知性与理性、客体与主体等二

元对立范畴这一结论，为从艺术生产层面来反规则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这是因为，艺术生产就是

如何把内容形式化表现，而审美的合目的性正是基于形式的合目的性，从而就艺术生产而言，如何形

式化则是关键所在。而形式先天的合目的性不得不成为艺术生产环节首要面对的问题。

在论证艺术生产问题之前，康德仿效自由美与依附美的区分，继续把广义的艺术区分为自由的艺

术与雇佣的艺术，审美的艺术与机械的艺术，而审美的艺术又可分为快适的艺术与美的艺术。而自由

的、美的艺术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论说对象。而对它们而言，审美表象的形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在一切自由的艺术中却都要求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或如人们所说，要求有某种机械作

[1][2][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第123-124、126页，

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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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没有它，在艺术中必须是自由的并且惟一地给作品以生命的那个精神就会根本不具形体

并完全枯萎，这是不能不提醒人们注意的（例如在诗艺中语言的正确和语汇的丰富，以及韵

律学和节奏），因为有些新派教育家相信如果让艺术摆脱它的一切强制而从劳动转化为单纯

的游戏，就会最好地促进自由的艺术[1]。

也就是说，艺术生产就是把无功利的、无目的的自由“精神”形式化、物化，在此过程中，形式化环节相

对来说，具有某种强制性、机械性，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要求和规则。而这必然会与上述审美判断先天

的形式的合目的性相悖，因为就形式的合目的性而言，这里的“形式”规定是先天性的、普遍的，而绝非

个别、具体、特殊的。正如康德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美的艺术作品上我们必须意识到，它是艺术而不

是自然；但在它的形式中的合目的性却必须看起来像是摆脱了有意规则的一切强制，以至于它好像只

是自然的一个产物。”[2]那么，如何协调、沟通、统一艺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作为自由“精神”的理性与形

式规则的“自然”要求之间的割裂呢？如何在外在客观规则对艺术生产产生制约时，再次予以消解

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康德的天才说。

在康德看来，天才是一种天生的、自然性的创造性能力和内心素质，自然通过天才为自由“精神”

提供形式化的合目的性规则，从而使得天才生产出来的必然是美的艺术：

每一种艺术都预设了一些规则，凭借这些规则作基础，一个要想叫作艺术品的作品才首

次被表象为可能的。但美的艺术的概念却不允许关于其作品的美的判断从任何这样一个规

则中推导出来，这种规则把某个概念当作规定根据、因而把有关这作品如何可能的方式的概

念当作基础。所以美的艺术不能为自己想出它应当据以完成其作品的规则来。既然没有先

行的规则一个作品就仍然绝对不能被叫作艺术，那么自然就必须在主体中（并通过主体各种

能力的配合）给艺术提供规则，就是说，美的艺术只有作为天才的作品才是可能的。[3]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天才如何生产出美的艺术的呢？自然借天才为艺术提供的规则如何附着于

自由“精神”而成为统一体的呢？毕竟，规则本身不等于艺术作品。康德提出与哲学话语里的“理性理

念”不同的范畴“审美理念”，其“是想像力的一个加入到给予概念之中的表象”[4]，此时，想象力自由摆

脱一切规则的引导而与知性协和一致。天才提供的规则就显现于想象力与知性相协和的合目的性比

例与搭配之中，而这种状态“不是对任何规则、不论是科学规则还是机械模仿的规则的遵守所能导致

的，而只是主体的本性所能产生的”[5]，只是由主体的天才才能产生的。唯有天才能够将作为作品内容

生命的自由“精神”借助审美理念而合目的性地形式化，从而诞生美的艺术。

如此的艺术产生观，必然使得我们进一步追问文学艺术史的存在合法性。而康德对此亦没有回

避。由上可知，天才为艺术提供规则的天赋性、天才在想象力自由游戏中的反规则性，造就了天才的

不可模仿性与独创性。康德专门论说了“天才与模仿的精神完全对立”问题。他认为，按照规则与学

习模仿近乎同谓，并举文学与科学为例加以比较说道：

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学会牛顿在其不朽的著作《自然哲学的原理》中所讲述的一切，虽

然将它们发明出来也需要一个伟大的头脑；但为诗艺提供的一切规范不论多么详细，它的典

范不论多么优秀，我们也不能学会灵气十足地进行创作。原因就在于，牛顿可以把他从几何

学的第一原理直到他的那些伟大而深刻的发明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不仅仅向他自己、而且

向每个另外的人完全直观地并对追随者来说是确定地示范出来；但是，荷马也好，维兰德也

好，都根本不能表明他们头脑中那些充满幻想但同时又思想丰富的理念是如何产生出来并

汇合到一起的，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因而也不能把它教给任何别人。所以在科学中

[1][2][3][4][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第149页，第

151页，第161页，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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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发明者与最辛劳的模仿者及学徒都只有程度上的区别，相反，他与在美的艺术方面

有自然天赋的人却有种类上的区别。[1]

康德认为天才与按照客观规则进行模仿学习的本质不同在于，后者可学可教，唯独天才的独创性不可

道、不可传、不可学。既然如此，文学艺术史如何可能呢？在这点上，康德的意见模棱两可、摇摆不

定。一方面认为科学优于艺术之处在于，它适于将知识和一切依赖于知识的利益尽可能地趋向完善

性，并教导给他人；而艺术由于是天才产品，每个天才产品就是建立一个“边界”，非天才无以超越，并

且自然赋予天才的规则会伴随天才的离去而消逝，直至下一个天才的出现。这种意义上的文学艺术

史，不现实地演变为天才人生史，或可谓天才之间的接力赛。由于把审美主体性极端突出强调，艺术

生产的天才说此时抽去了文学艺术史存在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康德又反对把天才与学习规则的

强制性完全隔绝开来，认为“天才只能为美的艺术的作品提供丰富的材料；对这材料的加工以及形式

则要求一种经过学习训练而成的才能，以便在这方面作一种在判断力面前能够经得起考验的运用”[2]，

这就无疑又肯定了形式的后天性、人工性。无独有偶，他还以天才作为自然宠儿罕见为由，承认了美

的艺术对于非天才的优秀头脑的学习训练以及规则传授的可能：“由于天才是大自然的宠儿，这样一

类东西我们只能看作罕见的现象，所以它的榜样就为别的优秀头脑造成了一种训练，也就是造成一种

按照规则的方法上的传授。”[3]诸如此类，无不表明，康德的天才说并不彻底、周延，本想以天才一类的

极端主体性带来的审美自律扼制客观规则的他律，未料批判的武器自身最终走向了武器的自我批判。

三、转型之总结与反思

从上述不难见出，康德精心构筑的反规则的理论大厦最致命的要害还是在于其主观唯心主义性

质，以主体的先天立法清除了所有外在性的客观规则所可能引发的理论障碍。从此，文类理论中曾经

纷纷扰扰的外在客观规则之争，也正是由德国哲学革命之唯心主义大舵的陡然扭转，开始转向主体性

的观照重心。文类理论哲学化也因此一扫曾经的以规则为核心的古今之争传统孳生的喧嚣，为文类

理论研究注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气息。如果说此时尚存在“规则”一词，那么目的只是为了论证

它的不存在。与此不无关联的是，康德在论证审美判断的本质特征的过程中，非常强调自由美与依附

美、自由艺术与雇佣艺术、审美艺术与机械艺术、美的艺术与快适艺术等之间的界限，一再宣称只有美

的艺术才是审美判断论说的对象，只有对美的艺术的判断才是真正纯粹的鉴赏判断，包括文学艺术与

科学的区别。所有这一切，我们以为是康德追求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自觉和独立的学术冲动，而这

是与他始终倡导的艺术主体的审美自律地位互为表里、并行不悖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艺术主体的审

美自律地位催生了艺术的自律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的自觉与独立。值得补充一提的是，自康德

以后的德国古典美学家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康德如此这般对于“美的艺术”一词的特别强调，亦可为证。

此外，在对待包括文类规则在内的文学传统态度上，康德不同意以文学传统立法的合理性来质疑

审美判断的自律性、原则的先天性。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在论说天才与模仿精神对立时，将文学艺术

与科学区分开，为何此时又以科学（数学）为例来揭露传统对主体性的压制呢？以两个性质相异的事

物跨界来为对方证明，论证方式如何合理？结论如何成立？按逻辑来说，本应该继续以文学传统为

例，但是众所周知，审美自律又如何能够与文学传统相绝缘呢？而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审美

判断主体作为康德所谓的天才。由此可见，论证方式上的抵牾倒为我们揭橥出上述审美判断学说与

天才说之间的另一层隐秘关系，即两者必然又是互为前提、循环相证的。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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