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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热”浪潮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知识体系，并且深化了“美的

规律”
“实践论”
“主体性”
“审美活动”等理论内涵，建构出崭新的人文知识框架。美学知识成为中国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话语，并推动文论取得突破性进展。
“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 主体性”理论以

及“新理性精神”体现出中国文论特色。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完整的知识范畴、系统的逻辑框架以及
丰富的理论内涵，并有机渗透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意识形态论等相关原理，重新审视了文学主体、文学客
体、文学文本等方面的审美特质。主体性理论确立了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拓展文学
“内部研究”视野。新理性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从感性与理性、个体与交往、审美与生存
等维度探究文艺理论的知识属性与时代价值，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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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aesthetic upsurge” in China in the 1980s had expanded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Marxist aesthetics， deepene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laws of beauty”，“practice theory”，“subjectivity” and “aesthetic activity”， and constructed a

new framework of humanistic knowledge. Aesthetic knowled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scour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

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ontributed to the breakthrough of literary theory. The theory of“aesthetic ideology”，“subjectivity”
and“new rational spirit”showe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has a complete category of

knowledge，a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logic and rich connotation of theories，contains the related principles of Marxism practice and

ideology，and reexamine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subject，object，text and so on.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establishes

the importance of subject in aesthetic activities and further expands the field of“internal study”of literature. Taking dialectical mate⁃
rialism as the starting point，the new rational spirit probes into the knowledge and background of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cation， and aesthetics and survival，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t the time.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热”
（以下简称“《手稿》热”
）、人道主义大讨

论、
“ 形象思维与共同美问题讨论”等思潮的推动，中国学术界与社会兴起了“美学热”的浪潮，并渗透到
文学、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成为引领社会文化启蒙的“显性之学”。
“美学研究一旦在中国开始，发展是

相当迅速的，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度出现‘美学热’，学术界对美学问题的探讨表现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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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兴趣和关注。”① 在“美学热”浪潮中，广大学者积极撰文、出书、办刊并且召开美学研讨会，不仅促使
美学学科的话语空间得到拓展，更是建构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知识谱系，人性、主体性、实践性、审
美活动论等逐步成为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关键范畴。
“ 文艺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但又不是一般的，而是
特殊的上层建筑、形式形态。它不仅只是传达人类既有的审美经验，而且要创造出新的审美经验，从而
去对社会发生作用，推动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② 美学渗透进文学研究之后，给新时期
的文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资源。首先，美学作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艺术哲学”的面貌出
现，这就决定了其思想性、理论性特质，并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密切联系。比如“《手稿》热”中的
“美的规律”
“ 内在的尺度”等理论就涉及主体的精神实践与艺术创造问题，并从历史唯物方式的角度阐
明审美活动的本质、审美意识的生成等“主体性”话语。其二，美学自身作为“感性之学”，其内在知识谱
系包含了主体的审美活动、美的本质、审美判断、美学范畴、符号形式等，这些概念往往指向主体的诗性
存在状态，并依靠艺术符号实现“真理的置入”与“诗意的栖居”。此种审美感性、艺术符号与生命自由的
价值属性也得以渗透进文论领域，从而发掘文学中的审美意义。所以，美学知识就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
建设的重要话语，并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取得突破性进展。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主体性理论”以及
“新理性精神”则成为影响最大的理论成果。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完整的理论范畴、系统的逻辑框架
以及丰富的理论内涵，并有机渗透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意识形态论等相关原理，重新审视了文学主体、
文学客体、文学文本等方面的审美特质。
“它深刻地关注文学特有的审美表达机制和审美蕴含特性，说明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正努力建构自己的品格。”③ 可见，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作为新时期马
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拓展，也继续在主体性、实践论和审美性等方面焕发理论活力。

一、理论先导：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三者辩证关系的探讨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主体性、活动论、意识形态属性拓展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视野。该理论
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延展了主体精神实践与“本质力量对象化”等话语，表现了主体在
审美活动中的能动价值；另一方面，也吸取了“美学热”中的审美自律与审美启蒙知识，将形象思维、情感
想象、审美符号、审美价值、美学范畴等纳入文论范畴，凸显出“内部研究”的特色。在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建构的过程中，
“ 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 文艺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联”构成哲学基础，
推动文艺理论的不断深入。
首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理论拓展的切入点。学术界针对意识形态自身的
理论内涵、意义所指、概念范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主要考察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
朱光潜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内涵，主要指建立在社会经济结构和主体物质实践基础之上
的思想概念体系等。意识形态主要指社会现实在主体精神世界的能动反映，是属于精神实践与精神生
活的范畴，并大致包括道德、宗教、思想等一系列“形而上学”范畴。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同属于‘社会存
在’，而‘精神生活’就是包括意识形态，只是社会存在的运动和变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④ 朱光潜将
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并认为它们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范畴，并不能完全等同。
意识形态作为主体精神生产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主体思想观念、哲学理念、文化信仰的总和。
而上层建筑则与经济基础更加密切，对经济基础所起到的反作用也更加明显，属于政治制度、法律体系
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等领域。可见，朱光潜所认为的意识形态侧重主体观念形态的“文化结构”，是
“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朱光潜并不反对意识形态可以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意
识形态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与经济基础的距离较远，也不能直接取代上层建筑的功能。这是对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并将主体的“意识”
“模糊幻象”
“社会意识”等概念进行了总结归纳，统一上
升至“意识形态”层面，表征出主体的精神与文化活动。此种观点的理论依据主要源自马克思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
“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⑤ 该部分表述将“社会意识形式”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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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 上层建筑”进行了划分，将主体意识视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存在。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将主体的
精神活动、
“头脑幻象”、思想情感等进行了归纳，并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形式”。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
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利
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
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⑥ 马克思把关于主体的思维、想象、精神以及精
神生产的成果等等归纳为意识形态，其历史发展与变革虽然与经济基础有关联，但是并非“精确性”变
革，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总体反映。这些不仅表征出主体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显示出意识活
动的能动性，而且也是对整体人类语言、意识与文化体系的概括，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特点。
“ 我们的出
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
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⑦ 朱光潜立足于马克思精神实践观，将意识形态视为主体特定的意识结构，并将哲
学思想、文学艺术、宗教观念等等归纳到意识形态范畴，体现出“观念性”
“ 审美性”与“理论性”特质，是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⑧ 。朱光潜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知识内涵进行区分，
其理论指向依然是试图将美学、文学从机械反映论的窠臼中摆脱出来，推动审美自律的进程。如果说政
权机构、法律机构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经济基础保持了密切的关联；那么文学艺术则属于
意识形态范畴，也具有自身独立特点。
朱光潜对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划分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
组成部分，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这与“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由经济基础
决定，并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政治、法律等一同构成上层建筑，相互之间也辩证
联系在一起。
“一定的文艺和一定的政治，都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耸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同为一定的经
济基础服务。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者决定和一者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上层建筑范畴内相互影响的关
系。”⑨ 学者针对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联、文艺与政治社会之
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双
方都肯定了主体意识活动、心理文化结构以及思维想象等精神实践构成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方面重新塑造了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使之成为阐释精神文化问题的“中性概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
“美的生产”、审美活动以及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给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提供哲学基础。
其二，文艺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契机。新时期学术
界对文艺属性的界定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 80 年代初期，以朱光潜、吴元迈等学

者的理论为代表，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知识框架内部探究文艺的本质特征；第二个阶段是在
80 年代后期，以鲁枢元、陆梅林等学者的理论为代表，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深入探究文艺的意识形态
属性问题。这两次讨论都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基本确立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
及价值。第一个阶段的讨论问题核心是文艺是属于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还是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讨论也涉及文艺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朱光潜从意识形态的独立特征出发，认为文艺
是主体精神实践的结果，是属于主体意识形态范畴，并且和政治机构、法律体系等上层建筑有着很大不
同，也和经济基础保持一定的距离。
“‘马克思把艺术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列入上层建筑，
他只把政治和法律列入上层建筑。’我的看法显然和这个受斥责的‘硬说’不谋而合。”⑩ 同时，有学者也
对朱光潜的观点进行支持，并且列举了文学史的例证，比如革命的、先进的意识形态有时候诞生于“落
后”的上层建筑语境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观念与创作就充满了革命性特征，对俄国农奴制度进行
了尖锐的批判，此种文艺意识形态与农奴制的上层建筑有很大不同。当然，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
作家的经典作品也能够体现出先进的意识形态思想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异关系。
“ 在十九世纪的俄国，
1
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理论和文艺创作，当然也不能属于那个时代的上层建筑。”I
与

之相对应，有学者认为文艺与政治、阶级等问题息息相关，构成经济社会的有机反映。社会物质生产水
平和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导致上层建筑也逐步发生变革，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也将逐步“或快或慢”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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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适应。
“正因为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具有矛盾性和对抗性，我们才有可能来谈论过去时代的‘两种
2
文化’，才有可能来谈论优秀文艺遗产的继承问题。”I
文艺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更是构成上层建

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介入政治与社会领域。纵观此次讨论，虽然不同学者针对文艺的意识形态
属性或上层建筑属性进行了深入阐发，但是共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文艺研究中的
指导意义，都肯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
80 年代后期，学术界展开了文艺与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第二个阶段，这次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立足

于文艺自身，试图进一步发掘文艺的超越性问题、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文艺应当“走出”上层建筑的问
题等等，这也呼应了 80 年代审美主义浪潮的延展。鲁枢元积极倡导文艺的诗性特质与形象特征，并肯

定了文艺的审美形式功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主体社会存在模式的分析，人
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现代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等经济基础构成“蓬莱仙阁”的“台地”；政治、军队、法律、道
德等社会结构形成建筑的“实体”；而文学艺术则属于更高层次的、氤氲在蓬莱仙阁之上的云烟雾气，充
满了美感。
“再往上还有什么呢？有仙阁上空飘扬的彩幢，有宝塔顶端放射出的毫光，有百尺危楼之上缭
绕的紫气和弥漫的芬芳。这些更高地‘悬浮’于建筑实体上空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将它们称作‘意识
形态的形式’和‘精神的形式’，它们就是人类精神开出的结果实与不结果实的花朵：哲学、宗教、艺术。
3
文学的位置无疑是应该在这里的。”I
该理论更加清晰地指明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赋予文艺

以审美论和诗性色彩。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就相当于论文中的“大地”，而文艺与
意识形态就相当于“云霓”。文艺是“漂浮”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具有自身独立审美属性的意识形态。当
然，主体精神空间的“云霓”不可能脱离“地球大地”的整体规约，正如文艺也不能脱离经济基础，但是文
艺却拥有更加丰富、微妙和独创的审美意义。许多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思想，肯定了文艺
的意识形态属性，并将文艺视为具有独立知识范畴和价值体系的主体精神实践。吴元迈、陆梅林、毛崇
杰等学者纷纷梳理了文艺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性质，并考察了文艺与上层建筑的
复杂关联。
“恩格斯不仅始终坚持某些社会意识形式的观点是意识形态，而且始终坚持政治、宗教、哲学、
4
艺术本身也是意识形态。”I
通过学术讨论，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加强，并建构出主体性视野中的精

神实践本体。
“在美的形象与叙事当中给人们提供艺术层面的道德、伦理、意义、信仰、理想等人类共同价
5
值的精神养料，从而使‘时代精神’获得超时代的思想深度、精神厚度和意义广度。”I
这一方面延续了

“《手稿》热”主体对“美的规律”
“审美活动”的论证，将文艺与主体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实现马克思主义
文论的新拓展。另一方面，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哲学论证给“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
基础。

二、知识建构：
“审美反映”
“意识形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拓展
如果说朱光潜、陆梅林、吴元迈、鲁枢元等学者通过对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进行论证，并最终
确立了文艺本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话；那么与之同时进行的，则是审美反映论的建构以及审美特征、审
美形象、审美情感在文论知识体系中的渗透。伴随“《手稿》热”、人道主义大讨论和“美学热”的持续推
动，文学的形象思维问题、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问题、审美情感与主体的精神超越问题、审美活动与艺术
价值问题、艺术真实与情感评价问题等等，这些都成为文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光潜在《关于
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中提出“共同美感”的概念，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穿越历
史时空和狭隘的阶级观念，实现主体的“共同美感”。这不仅是对文艺功能与价值的拓展，更具有文学接
受论层面的审美共鸣意味。
“ 马克思因此进一步肯定了艺术起源于劳动。劳动是人类的共同职能，它所
6
产生的美感能不是人类共同美感吗？”I
王若望在《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一文中同样指明“美学”在

文学创作和现实反映中的作用，文艺应当具有自身内在“美的规律”，
“ 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在人们头脑
7
中的反映，是遵循美学的特殊规律进行反映的”。I
与此同时，蒋孔阳也认为文艺具有其内在的“美的规

律”，体现出主体能动的精神实践活动，并以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方式呈现美的愉悦感。所以，文艺与美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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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的目标，都是试图通过符号形象实现精神的愉悦。
《美和美的创造》一文就通过对马克思“美的
规律”问题的再阐释，强调了文艺的形象性与情感性的特点，并认为“艺术家要创造美，首先必须真实而
8
又形象地反映生活”I
，
“ 形象地反映”成为文艺实现“美的创造”的重要路径。王元骧则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艺术生产论的基础上，吸收了黑格尔《美学》中的“理想艺术观”和托尔斯泰《艺术论》中的情感符号观
念，将审美情感视为艺术的本质元素，并借助于文艺心理学的内容论证审美情感在艺术创造、艺术形象
和艺术接受中的作用。
“ 没有这种情感的倾注，再现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艺术生命，就会降低到一般照
9
相、模型、记事、实录的水平。”I
可见，审美属性与审美价值在文论知识体系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文学形象、情感、意蕴、共鸣等成为阐释文学文本的新范畴，并拓展了文艺理论的话语空间。
在文论审美化转型的进程中，审美反映论融合“形象思维”
“美的规律”
“审美活动”等众多理论话语，
建构出较为清晰的知识谱系。与以往的“文学认识论”和“机械反映论”不同，审美反映论一方面体现出
文艺与社会生活、主体实践的密切关联，肯定了物质实践对精神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加突出
了文艺的能动性、自律性与审美性特质。文艺不仅仅是对自然社会的客观反映与认知，更需要以情感判
断、话语蕴藉、艺术概括与诗性共鸣的方式“反作用”社会现实，在审美中表达“真善”的道德评价与美学
意义。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三位学者建构起系统的审美反映论框架，将“审美”逐步确立为文学活动
的核心内容。童庆炳系统论证了审美元素在文学及文论知识中的体现，先后涉及文学的艺术真实问题、
文学创作的心理问题、文学与艺术形式问题、文学形象的塑造问题、文学反映的独特对象问题等等。此
种观点集中体现在 1984 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该书认为审美反映论是“以人们整体的、具有审美

属性的社会生活作为反映的独特对象和内容，以艺术形象、特别是典型形象作为反映的独特的形式。而
0
无论是文学独特对象、内容，还是由这种独特对象、内容所决定的反映的形式，都具有审美的特性”2
。

如果说童庆炳的审美反映论更加侧重文论的知识内涵和范畴，那么钱中文更加重视理论的思辨性与哲
理性，并详细论证了审美反映论成立的合法性意义。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
的创造性本质》一文中，钱中文将理论视角集中在“反映论”层面，并先后梳理出从机械反映论、简单反映
论，再到哲学反映论、审美反映论之间的知识谱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突出了事物之间联
系、发展与变化的观点，反映论也绝非主体对世界的“被动”
“ 消极”反映，而是体现了反映过程中主体认
知的能动性、创造性与自由性特质。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本质是对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但是又
被打上了“审美”的印记。主体的心理活动、视觉知觉、情绪体验、幻想想象、语言符号、形象意象、审美判
断、情感共鸣、无意识与幻觉等等，这些都成为审美反映的“中介”与“桥梁”，间接地与社会现实发生关
联。审美反映“在把握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把始终激荡中的主体的感受、感情，它的认识，融合一起，从而
1
赋予了这一反映及其对象以浓烈的主观色彩”2
。现代派文学的“意识流”等心理活动表达也契合了审

美反映论的能动特质，并融合了再现说与表现说，加深了文学的审美意义内涵。王元骧同样立足于马克
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系统阐释了“反映论”与“文学反映”的知识内涵。文学反映不仅具有一般反
映论的特质，其内部更需要作家的心理机制参与。主体的心理感受、审美趣味、意象选择、无意识精神活
动等等，这些都是文学从客观现实到艺术文本之间的“中介”。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有很多创作素材
是长期积累在内心的回忆与无意识领域，作家通过特定场景的诱导、情感的激发、艺术想象的整合以及
主观色彩强烈的情感评价对创作客体进行“再整合”。
“我们要想以反映论的原则来科学地解释文学的现
象，第一步就要破除以‘世界本性’为反映的终极目标和唯一形式，给情感、意志在反映的心理结构中以
应有的地位。”2 通过理论家的推动，审美反映论一方面弥补了文学机械反映论的不足，肯定了文学活动
中主体和文本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则延续了“《手稿》热”的“美的规律”
“ 艺术生产”
“ 劳动生产了美”等
知识范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新时期的理论拓展。
通过“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讨论、
“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讨论以及“审美反映论”的讨论，文
艺“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已经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阐发主体的精神实践与艺术生产理念之时
认为，文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出主体的情感、幻想、精神、意识等等。
“ 人们的想象、思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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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实践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
3
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
，
“ 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
4
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2
。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手稿》热”延展出“美的规律”与

“内在的尺度”理论，确定主体的精神实践能够推动美感的生成。由此，文艺、审美、意识形态三者就具有
了理论相互渗透的可能。既然文艺是对社会现实审美的、能动的反映，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
论进行阐释的话，文艺的本质也应当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审美意识形态延续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形态的概念表述，将文学艺术视为主体精神实践的组成部分，并且与社会存在、经
济基础产生辩证关联；另一方面，该理论也凸显了文艺的审美属性，进一步将“美的规律”进行拓展，促使
主体“艺术地掌握世界”，审美体验、艺术思维、形象塑造、情感判断等成为文学活动所要关注的问题。在
新时期的文论界，钱中文与童庆炳系统总结归纳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开拓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
新局面。钱中文从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践理论出发，探究文学创作主体的情感意志、价值取向在文学反映
论中的作用，并以此聚焦人性美和人道主义的“新启蒙”价值。
“文艺是精致的精神生产，用历史的道德的
要求来评价它，这不是脱离文艺特征的社会分析吗？不！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评价文
5
艺自然应该进行美学分析。”2
其中，
“ 文艺是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的论述伴随着“《手稿》热”、人道

主义讨论、文学主体性理论以及“美学热”
“文化热”的进程而不断丰富，最终在审美反映论的基础上建构
出系统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入 80 年代中期，钱中文发表了《文学艺术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
》
《文

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
《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
《论
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等系列论文，针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文论框架、研究方法、知
识内涵等进行细致研究，建构出较为成熟的知识理论框架。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中，钱中文在
论文第二部分直接论述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界定文学具有若干层次的、多元综合的本质特征。
其中第一个本质特征是“具有审美属性意识形态”，第二个本质特征是“语言结构的审美创造”。而第一
个特征是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对文艺的审美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进行结合。主体的审美意识、审
美能力与审美经验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并以“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方式使主体感受到审
美的愉悦。比如“有音乐感的耳朵”
“ 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以及能够进行“新的愈来愈复杂动作的手”等
等，这些都促使人成为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然后，主体通过情感、符号、形式等一系列艺术创造的方式
实现艺术品的生成。在该进程中，主体和审美对象、文本和客观现实之间产生复杂的、文化意义层面的
联系。政治、阶级、宗教、社会等在艺术中得到了“审美”反映，并最终表现文学的意识形态意蕴。所以，
文艺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
“ 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
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
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以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
6
态。”2
与此同时，童庆炳也在审美反映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理论拓展为审美意识形态论，并从文学内

容的诗意价值、形式美感、情感判断等角度深入考察审美反映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促使“审美”
和“意识形态”形成更加辩证的复合结构。童庆炳通过《文学理论导引》
（1988 年）和《文学理论教程》
（1992 年）两本教材的编撰，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与文艺学知识建构、学科教学进行结合，增强了理论的
社会影响力。
“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使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性质以
7
特殊的审美风貌显示出来，即个性显示了共性。”2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所涉及的“无功利性与功利性的融

合”
“文学形象与理性的交融”以及“审美情感的理智认知”等就建构出一条从审美形式到思想意蕴、从文
学文本到社会意识的知识谱系，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显性话语。在此基础上，童庆炳也深入论证了主
体审美知觉的形成、审美想象的丰富、审美移情的投射、审美原型的功能以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辩证融
合问题，这些都从不同的维度拓展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以审美的心理学考察来弥合形式与内容、
感性与理性、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实现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统一。
“在任何一个人的超功利的审美知觉
8
中，即已不自觉地包含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客观的理智的功利判断。”2
童庆炳认为，审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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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和情感体验虽然以“无功利”的直观方式呈现出艺术美感，但是却从更高级别的维度反映了人类对
自由、和平、道德等“形而上”意义的追求。而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的辩证关系、个体倾向与人类情感共
同性的关联等问题，也传达了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理论包容性。
“ 当我们提出文学是
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明确把‘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一的系统。”审美已
经如“雪溶于水”一般渗透进意识形态体系内部，或者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 它深刻地关
注文学特有的审美表达机制和审美蕴涵特性，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思维观念上正努力建构自
9
己的品格。”2
在理论建构过程中，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美的规

律”
“ 艺术生产”
“ 精神实践”等范畴进行了拓展，更是广泛论证了西方美学史上康德、黑格尔以及形式主
义批评、精神分析学、直觉主义等现代派理论在文学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也将中国古典时期的“神思妙
悟”
“ 涤除玄鉴”思想纳入文艺心理学阐释，从而建构出具有文化启蒙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体系。

三、主体话语：
“审美活动”、文学文本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审美实践
文学主体性理论作为人道主义思想、
“《手稿》热”、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呼应与知识延续，以“主
体性实践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并借助于主体审美感性认知能力的确立，赋予文学以独立的发展空间。
主体性的逻辑起点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尤其是精神实践与“美的规律”给予主体改造世界的
自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主体掌握世界的几种方式，其中艺术与审美思维构成
了其中的重要维度。
“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
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
0
的。”3
精神生产成为主体对自然世界进行能动性把握的重要方式，其中包括了艺术、感性与审美的维

度，这也正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提出的“美的规律”思想。可见，精神生产是主体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且体现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愉悦感。文学艺术作为主体特殊的精神生产，需要主体借助于符
号形象、情感共鸣、审美形式等进行创作，最终实现审美体验的自由。所以，在艺术生产论的基础上，马
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了美的形式、典型人物形象、情感共鸣的重要性。
“ 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
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
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
，当他（巴尔扎克）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
1
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3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主体在艺术活动中的能动意

识，并且高度肯定作家在关注现实、积累素材、塑造形象、艺术创造等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在马克
思主义主体性概念的基础上，李泽厚进一步细化了主体性的两个双重结构，以“工艺—社会结构”和“文
化—心理结构”建构从群体到个体、从物质到精神的主体存在。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则将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实践”
“ 艺术生产”理论与李泽厚的主体“文化结构”
“ 感性积淀”等拓展到文论领域，直接面向
文学文本与文艺理论进行阐释，以“内部规律”
“内宇宙”概念范畴凸显文学自律的诉求。
首先，主体性理论推动文论实现“文学审美活动论”的转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将文学研究
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等进行联系，发掘文学作为主体精神实践的“对象化”结果，以文学的审美属性联
系主体与文本，从而实现文学自律的目的。
“ 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
写成玩物与偶像，这是对象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人（读者）还
2
原为充分的人。”3
由此，个体主体的内宇宙精神活动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元素，进一步打破了社会/文

学、物质/意识、理性/感性、现象/本质等束缚文学表现的二元机制，把个体、精神、文学形象、接受者，乃至
于文学本身都看作独特性、能动性的主体性存在。在此前提下打破以物质为中心、人的意识作为被动反
映的传统文论模式，从而为朦胧诗、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文学类型提供了理论存在的合法性空间。所以，
在此理论指导中，文学活动要处处把“人”作为主体，并且充分发挥“内宇宙”的精神体验作用，从而实现
对外在社会、自然和环境的超越。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应该自由自觉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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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化和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将艺术思维的对象情感交流和具有自身逻辑发展的同类主体，以“主体间
性”的方式通达“物我合一”
“神与物游”的境界；从文学形象而言，要充分服从形象自身的多元性、复杂性
和灵魂自主性，卧轨的安娜、偏僻而乖张的贾宝玉、自我安慰的阿 Q 等都是神形兼备、真情真性的主体形
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超越了创作者的控制和支配。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曾经表示，他在进行文
学创作活动中，笔下的主人公的性格发展逻辑和情感走向往往超脱了自己所能控制的范畴，甚至和他原
本的人物设定发生了完全的倒转，人物的言行也超越了他本来的设定。但是文学主人公自主性的获得
并非弊端，恰恰是文学成功的标志；相反，如果笔下的人物完全成为作者和时代的“传声筒”，那也将是
“糟糕的标志”。从接受主体而言，应该肯定他们在文学鉴赏和文学研究中的能动性作用，也正是通过
“视域融合”与“审美共鸣”的方式实现接受主体与创作主体、形象主体之间的对话，从而共同参与并构建
文学史。而在此三者主体性的确立中，内宇宙的精神活动和审美体验就构成了“同情”的主要方式，文学
成为不同主体进行审美交流的精神实践活动。同时，文学主体性理论也更加重视对主体心理活动、审美
意识、主观活动等内容的拓展，这主要体现在作家的创作进程中。作家通过自身的知识积累与文学技
能，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诗意情感的关系，能够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生活之美”，这也正符合马克思
在《手稿》中认为的“美的规律”的创造。而这种过程依赖于主体对事物的“视知觉”感受与感性活动，并
体现为构思、灵感、想象、潜意识等种种形式。由此，主体性也拓展了文论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从而
增强了对朦胧诗等现代主义文学的阐释力度。
其二，文学主体性促使文论走向“内部研究”。文学主体性理论在文学认识论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了对文学形象、性格组成、作家创作、审美范畴、心理活动等问题的认识，将文学视为具有自身独立
审美特征的文本存在。刘再复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形象塑造应该更加重视主体的个体特征、情感体验以
及性格组合，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主体与社会的联系。文学形象塑造不仅要凸显出社会历史的变革
与客观世界的规律，更是要成为文学创作的“着眼点”与“立足点”，体现出文学合乎理想的审美意蕴。由
此，文学中人物的性格就必须具有“自我创造”的主动性，具有情感丰富、个性鲜明的特征。
“ 作为理想中
的人，他们的性格是单一的，而在现实中的性格都是双重的，都一定是有缺陷的。这种双重性才显现出
美。”3 比如莎士比亚笔下奥赛罗的人物形象具有高贵勇敢、忠诚温和的特点，但同样在被蒙蔽之后鲁莽
冲动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最终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进行精神救赎。奥赛罗的性格虽然不完美，也带有天
然的性格缺陷，但正是爱情的忠贞和性格的丰富性建构起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人性的意义。与此
同时，安娜·卡列尼娜的自然真诚与原欲本能、唐·吉诃德的善良助人与癫狂愚蠢、高老头的乐于牺牲与
金钱至上等等，这些经典的文学典型人物往往具有多重性格，在贯穿生命“总特征”的性格之外还具有其
他更加生活化、自然性和人性的特征，从而具有穿透时空的历史魅力。此种“性格二重组合”的文学形象
塑造方式被刘再复界定为“性格组合论”，并将其上升至“悲剧”
“ 崇高”
“ 怪诞”等美学范畴。马克思与恩
格斯也肯定了多元性格在典型形象塑造中的关键作用，并分别提出了“莎士比亚化”和“福斯泰夫式背
景”理论范畴。马克思通过对拉萨尔笔下济金根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认为文学形象塑造应当真实自
然，能够把人物的个体化特质通过朴实、明快、富有生活气息的社会环境描绘进行表现，展现出丰富的形
象特质。
“ 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我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
4
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3
可见，文学典型的塑造需要丰富的性格表现、贴近生活的人性气质

以及真实自然的环境描写，并能够实现形象的情感共鸣，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文学主体
性理论又提出了“内心世界审美化”的概念，将文学创作主体以及文本形象主体的感觉、想象、梦境、幻
觉、记忆、灵感、无意识等心理活动纳入文学活动体系，使其成为文学形象塑造与传达审美意蕴的重要方
式。内心独白的外化、主体意识的自由流动、符号形象的时间绵延以及无意识的感官印象等等，这些都
应该纳入主体精神实践的范畴，并且成为深层次挖掘主体审美心理意识的重要路径。比如《乞力马扎罗
山的雪》中对主人公哈利心理活动的自由抒发、艾略特《荒原》中对死亡与宗教意识的意象叠加、
《尤利西
斯》中斯蒂芬对内心无意识情感的剖析以及王蒙《蝴蝶》中的感官印象把握等等，都透露了主体诗意的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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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活动以及对时空的独特感怀。
“ 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3
具有现

代主义特质的文学表达也在文学主体性理论中得到拓展，并且具有了“审美主义”的意味。
“ 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的目标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影响和改变世界，因而在叙事功能上既注意从认识论角度
6
描述、再现文艺现实，又注重从功能论角度创造、建构文艺现实。”3
可见，通过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文艺

理论更加关注文学形象、文学创作、文学想象、文本符号等“内部研究”的问题，恢复了文学自身的主体地
位并彰显其审美属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论与审美活动论的理论延续。

四、辩证发展：新理性精神的理论延展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反思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理性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都塑

造了文艺崭新的面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对于 80 年代而言，美学和文学承担起反思历史与文化
启蒙的重任，整个社会层面也呈现出“美学热”的文化激进景观，正如女工买海格尔《美学》书、工人听学

7
者讲授美学、工科生听讲美学课3
，等等。种种现实都表明，文学美学不仅仅成为知识分子“传经布道”

的核心场域，更是引发了整个社会反思历史、追求进步和人性复归的热潮。无论是“《手稿》热”对“美的
规律”的再发掘，还是人道主义思潮与审美反映论的建构，都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产生了重要作
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80 年代的文艺与美学热潮建构起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启蒙和具有“公共场域

性”的知识学景观，整个社会也积极呼应了审美解放的潮流。进入 90 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浪潮已经消
解了 80 年代的“公共性”和“启蒙性”美学话语。有学者曾回忆 90 年代回国时面临的美学场景：
“这时候

8
谁还在做美学，就是一个过时的人。美学一下子变成了很古老的学问。”3
与美学被边缘的场景一致，文

学艺术也面临来自市场和科技理性的双重压力，部分文本开始迎合市场并凸显主体的感官欲望、隐私场
景、怪诞情感等等，从而使文艺呈现出“媚俗”与“平面化”的特质。在此种语境中，学者再次立足马克思
主义文论视野，以文化反思意识和理论热情进行新一轮的审美启蒙。思想领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
文艺理论领域的“新理性精神”成为较为显著的理论景观。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
义思想为出发点，从感性与理性、个体与交往、审美与生存等维度探究文艺理论的知识属性与时代价值，
也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
首先，文学新理性精神倡导人文话语的重构，实现主体全面自由的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
和西方的文艺都面临“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相拮抗的问题。启蒙现代性延续了笛卡尔“我思故
我在”的理性传统，以主体对客观自然的理性认知能力为基础，建构起对抗封建统治霸权和宗教神学的
现代文明意识。与此同时，黑格尔以理念的逻辑演变所建构的宏大历史发展体系、康德对主体先验理性
认知能力的哲学论证等等，都从哲学层面确立了“理性化”生存主体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过于膨胀
的理性也带来一系列现实问题，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市场
经济与主体的“拜金主义”盛行等等，这些都构成启蒙现代性对现代主体的压抑。
“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

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
9
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3
高扬的工具理性带来了马克思所认为的主体之间的“异化”场景，

主体和劳动、主体和社会、主体和他人、主体和自身的人性之间产生了异化的现象。而新理性精神拓展
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精神，倡导以文艺的“光晕”拆解理性造成了“单面人”场
景，重塑健全的人格与审美的诗意关怀。钱中文的《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充
满审美反思的意味。
“物的挤压，制造了大量在精神上污秽的人，失去灵魂的人。这在文学作品中已描写
得很多，莫里亚克式的人物，卡夫卡式小说中的人物，荒诞派文学中的人物，在在皆是。他们或是毒如蛇
蝎，或是形容枯槁，或是状如幽灵，徒具人形”，
“ 文学艺术应该揭起人文精神的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
0
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4
新理性精神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意识，倡导以适度和谐的审美

感性和充满意义的文艺启蒙调整过于高扬的工具理论，进而促使主体自身的存在价值得到“澄明”。与
此同时，新理性精神也重新审视了主体感性话语霸权，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审美主义价值倾向进行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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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进入 20 世纪以来，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审美主体等话语得到发展，主体面对被理性“异化”的存在

景观，试图以绝对化的感性审美来对抗理性压抑，于是出现了精神分析美学的“无意识”情结、直觉主义
的“意识流”叙事、唯美主义的“现实模仿艺术”本质观以及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命题等等，这些都
表征出“非理性主义”思潮在文艺中的突出作用。部分文艺文本一方面着重表达主体的感性本能与心理
意识，以极度的感性释放来探寻主体生存的意义，比如“垮掉的一代”
“新小说”等等；另一方面，结构主义
与后现代浪潮也推动了文本形式的改革，语言实验、形式迷宫、能指漂移、意义消解成为新的文本形式实
验策略，最终促使文本成为失去“所指”与“意义”的叙事迷宫。感性的极度张扬带来了文艺形象的“无深
度感”、意义的“平面化”以及生存价值的迷失。詹姆逊曾经拿安迪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与梵高的绘
画《农鞋》进行对比，进而阐释后现代艺术的平面化特征。
“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正是后现代
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面对像《钻石灰尘鞋》这样的作品，我们的确难免有所感触，仿佛
1
就感到那被压抑的一些什么已经通过某种表层形式而得以呈现眼前。”4
审视中国和西方的后现代文化

浪潮，新理性精神倡导重建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适当融合主体理性认知能力，延续 80 年代审美启蒙的
时代意义。
“当今的文学艺术，要高扬人文精神。要使人所以为人的羞耻感，同情与怜悯，血性与良知，诚

2
实与公正，不仅成为伦理学讨论的课题，同时也应成为文学艺术严重关注的方面。”4
可见，新理性精神

一方面对高扬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倡导重构主体的审美意识、审美感受与审美想象，建构人与自然社
会实践的诗性关联；另一方面，新理性精神对某些后现代文学的平面化、感官性、无深度感的符号等“非
理性”特质进行了纠偏，试图以适度的理性和信仰来引导感性。无论是对工具理性的审美对抗，还是对
后现代感性的规约引导，新理性精神的文化功能是以文艺来实现主体的生存自由，实现人文精神的拓
展，并且将爱国、正义、诚实、良知、同情等伦理观念渗透其中，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与解放
目标。
其二，新理性精神强调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发掘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文化启蒙功能。新理性精神的
理论主旨是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现代性进程。与西方启蒙运动倡导的科学、理性、进步等
现代性概念有所不同，新理性精神的现代性更加具有辩证色彩和综合意识。西方经典现代性概念是以
“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为核心的，这在马克思·韦伯的论述中得到充分呈现。韦伯认为，以资产阶级
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进程也正是理性不断进行“除魅”的进程。伴随宗教神权的式微，理性化伴随
资本主义的发展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呈现出若干种不同的门类。比如“经济理性化”要求
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阶段的明晰化，并以精确的数字计算、严密的管理制度实现商品利
润的增加；
“文化理性化”与“个人理性化”则要求各种知识具有自身独立清晰的“场域伦理”，实现学科的
自律性与教育的独立性，等等。理性化一方面以清晰有效的管理制度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丰富，并推动
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确立了清晰明确的认知准则，建构起现代人文
科学方法论与现代大学知识体系。比如美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也正是伴随理性化的进程而获得独立地
位。理性化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物质与制度层面，更表现在主体的意识与“行动”层面。
“ 工具合理性”与
“价值合理性”构成主体行动的指南。如果说“价值合理性”行动是通过主体的暂时的目的形式，在无意
识中实现了具有终极意义的人生目的的话；那么“工具合理性”则体现出逻辑学层面的“因果律”法则，主
体通过高效的生产、目的明确的任务以及精确的市场规则等实现人生的目标，最终导致理性的膨胀和主
体的“异化”。
“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
3
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4
面对理性化的现代性概念，新理性精

神则将其进行了拓展，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融合感性与理性、历史与现实，更加强调“现代”本身。
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需要一种不断建设、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现代精神，这
种精神不仅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是推动人文精神的实现和文化水平的提升。
“所谓现代性，就是促
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
精神和人文精神。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4 在现代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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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理念与文化传统只是作为中国发展的“参考”，我们应当借鉴西方文化的合理内
容，创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探索出具有现代启蒙意识的文学、文论知识体系。通过现代性的学科分化
与新时期理论建设，文艺理论逐步获得了自身的学科空间，拥有特定的知识系统和逻辑框架。
“当今文学
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
5
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4
可见，新理性精神虽然将现代性问题视为理论的落脚点，

但是并没有将“现代性”概念本身狭隘化，而是以综合辩证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向现代性的启蒙效用。我
们可以将其视为“建构式”或“流动性”的现代性模式，此种模式在审美意识形态层面实现了文艺历史理
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其三，新理性精神凸显“交往对话主义”的研究思路，给文论建设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资源。新理性精
神将中国的文学与文论建设放置于宏大的后现代景观中，以辩证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寻求主体与主
体、文本与文化、中国与西方的张力关系。后现代文化语境已经解构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权
威，不同的主体、知识、文化呈现出崭新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间性”关系。胡塞尔立足于现象学的
“本质还原”，对现代性建构的“先验主体”进行了反思，
“ 一旦达到了自我，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处于一
6
种自明性的领域，要向它背后追问是毫无意义的”4
。詹姆逊立足于后现代“超空间”的文化图景，提出

先验个体主体消解后的解放方案，这正是“认知绘图”美学。通过语言符号与主体之间的交流活动，建构
出具有认知能力的后现代公共空间图景，以此来实现美学的反思性效果。
“ 绘图法为我们提出一种独特
的再现功能——那也就是个别语言或媒介的语码系统及能量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假如我们确能
发展一种具有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
7
性的‘认知绘图’。”4
当后现代文化走向多元化、平面化和“星丛”式的景观后，学者也在寻求文艺理论崭

新的研究方案，从而建构崭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巴赫金认为现代性文化结构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
“独白型”
（homophony）的一元式结构，它倡导稳定的结构系统和权威式的文学意义；另一种则是“复调

式”
（polyphony）的多元化结构，该结构凸显出文本内部不同元素的相互交流与和谐“对位”，文学形象之
间、作者和文学形象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以及不同主体之间都构成相互对话的复调关系。其中，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充满了独白性的“主体”与“客体”对话，通过人物形象的内心描绘实
现不同主体的交流。这被巴赫金归纳为“微型对话”的范畴。与之相对应，
“ 大型对话”则指涉人物形象
与小说结构、情结、线索、叙事等之间的张力关系，它们相互“共时独立”而又彼此影响。
“在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小说中，独白型的统一世界是被破坏了，但截取来的现实生活的片断，绝非直接结合在小说的统一
体中。因为这些生活片断都足以代表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完整视野，都反映着这个或那个意识的理
8
解。”4
如果说巴赫金更加关注文学文本中的交往复调结构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则侧重从哲学和文化的

角度来审视后现代主体的“交往理性”问题。哈贝马斯重新审视了马克思·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概念，认为这两者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理论划分，也不能简单地将工具理性的性质界定为对主体生存意
识的挤压和导致生存意义的丧失。其实，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建了现
代社会的理性主体。只不过价值理性侧重主体的“终极目的”，而工具理性则是属于阶段性的“短期目
的”，二者可以在主体交往实践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后现代文化虽然拆解了高扬了理性主体话语，但是
不同主体可以在实践交流中完成“公共空间”的营造，进而延续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意识。所以，主体交往
行为本身也构成社会实践，并且重塑了后现代“理性化”的面貌。
“一种生活世界，可以像它形成内部活动
一样，同样被看成为合理化的，这种内部活动不能控制一种符合规范的意见一致，而是——直接的或间
9
接地——控制一种通过交往达到的理解。”4
新理性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巴赫

金的复调诗学，倡导学术体系自身综合、交往、对话的方法。从学术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方法而言，要尽量
克服一元化的“本质主义”思维习惯，拆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实现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恩格斯
在《至斐迪南·拉萨尔》中指出，文学创作应当借鉴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福斯泰夫式背景”，把人物行动和
形象塑造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场景中，让不同的人物相互交流对话，体现性格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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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辩证法在文艺理论中的体现。
“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花子般的国王、无衣
0
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5
文学及文论的交往对

话一方面包括了文学主体的相互交流，以及文本内部形象、语言、结构、意义的阐释；另一方面也是宏观
文化视野领域的交流，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理性与感性、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对话，其目的依然
是实现现代主体的人文精神启蒙，推动文学艺术的良性发展。
“生命与历史是具有意义的，意义是各种事
件的价值、行为目的以及相互关系所组成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它不是物理事件之间的简单的因果
1
关系。”5

纵观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文学主体性理论和新理性精神理论，三者在审美反映、文化启蒙、主体
话语以及辩证交往等方面形成了相互融合、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并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
时期的理论延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知识话语。从文论内在的知识谱系而言，审美反映论、艺术
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精神实践论等都已经成为文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了文学“创作论”
“ 活动论”
“ 文本论”以及“价值论”的相关内容，促使文学艺术成为表征主体生活实践与
诗性生存的审美形式。由此，文学活动就与主体的情感体验、想象灵感、语言蕴藉、情感评价相关，并以
“审美”为核心确立文学“向内转”的理论面貌。从文论外在的文化价值而言，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彰显“意
识形态”社会存在、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联系，而新理性精神则强调了文化现代性的历史要求，这些都重
新塑造了文论的时代价值。无论是 80 年代文论与美学的新启蒙热潮，还是新理性精神烛照下的人文话
语重塑，都建构出文艺在融合主体感性与理性差异、推进主体审美自由等方面的历史功能，这也延续了

2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5
的目标。与此同时，与审美意识形态理

论密切关联的“文艺美学论”
“ 文化诗学论”以及“实践美学论”等等，都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最新发展。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
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
“ 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3
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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