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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再现”：
从“科学”的歧义性重审卢卡奇 - 布莱希特论争
李轶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

摘要：以现实主义艺术的再现机制为框架，在“表象”“实质”和其自
身三个层面，卢卡奇与布莱希特展现出对“科学”的理解和运用差异。卢卡奇
与布莱希特的论争，除去在具体议题上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在对“艺术如何作
用于政治”这个问题上，着力点产生了视差。现实主义的认知功能将“科学”
引入传统的艺术领域，挑战了艺术领域的诸多议题，也带入了政治斗争的急迫
性与强度，从而激发出这一论争持久的“内在活力”。
关键词：科学；再现；卢卡奇；布莱希特；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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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由于关涉到现代
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这一关键论题，并且当时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
评家和创作者也都卷入其中，因此在其后几十年间不断被重新阐释。1960
年代，布莱希特驳斥卢卡奇 1 的未刊论文陆续公开，使卢卡奇与布莱希特
成为论争双方的代表。然而，尽管卢卡奇与布莱希特有着明确的交锋，对
于彼此的观点给予了相当强力的驳斥，但今天阅读他们的论辩性文字却有
一种直观感觉：他们在观念上的对立，看起来并不像他们在论争中的位置
对立那么强烈。他们对某一问题的争论，往往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展开的。
二者的观点，与其说针锋相对，毋宁说打开了某一问题或某一概念的多个
层次，形成了一种交叉式的碰撞。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国内学界曾有过对这一论争的研究热潮。
199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歌德

1

卢卡奇，也译作卢卡契。本文采用“卢卡奇”的译法，引文有译作“卢卡契”的，依照原
文如实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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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北京分院联合在北京举办了“布莱希特

的批判，6 拓深了对这一论争的认识。可以看

与卢卡契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学术讨

到，研究的两个重心对论争的“核心分歧”

论会，部分成果刊发于同年第 3 期《外国文

与“深层原因”分别进行了讨论，但这种分

学评论》“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现实主义理论

离式的研究路径使双方都很难充分地展现出

研究”专栏。论争的大量文本也译介至国内，

“深层原因”作用于“核心分歧”的具体机制：

如 1990 年董学文、荣伟编纂的《现代美学新

就二者所聚焦的“现实主义”议题而言，在

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

对“核心分歧”的研究中，现实主义会被转

京大学出版社）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换为一系列具体的创作要求，而对它们从二

为主题收录了相关论文；1992 年张黎编选的

人的哲学立场差异中发展出来的逻辑则缺乏

论文集《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

梳理；对“深层原因”的分析往往远离了卢

版社）则集中将论争期间的历史性文本纳入

卡奇和布莱希特所聚焦的具体“战场”，即

文集。同期，范大灿、杨少波、张黎等学者

美学对政治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因此，我

对这一论争进行了介绍、分析和阐发，此后

们只能从“现实主义”外部将其作为一种整

也陆续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

体的风格、立场、价值来讨论，而无法充分

总体而言，学界对卢卡奇 - 布莱希特论争的

地在美学语境下打开“现实主义”这一概念，

研究有两个重心：其一是明确论争双方的核

将哲学层面的讨论真正锚定在具体的美学与

2

心矛盾点。从“问题在于现实主义” 、 “问

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有鉴于此，本文将重拾“再

题在于审美观”3 到问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

现”（representation）这一现实主义艺术最为

4

的理解” ，在于“文学上用什么样的方法才

核心的机制，以这一机制为中介，探讨卢卡

5

能达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以双方的论
辩文字为基础，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审视了

2

论争的焦点，呈现出论争丰富具体的内容。
尽管角度不同，但这些研究标定了论争双方

学评论》1990 年第 4 期。
3

的基本共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艺术有

均有意识地挖潜至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指

叶廷芳：《焦点在于审美观——论布莱希特与卢卡契
之论争》，《卡夫卡及其他——叶廷芳德语文学散论》，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2—277 页。

能力，也应当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另一个研
究重心则在于二者产生分歧的原因。学者们

扬·克诺普夫：《“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关
于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论战》，李健鸣译，《外国文

4

蒋国忠：《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学习马克思
主义文论札记》，《复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5

王志亮：《“表现主义论争”中的前卫问题——布洛

出卢卡奇以人道主义立场和总体性范畴为基

赫、布莱希特和阿多诺对卢卡奇的反驳》，《艺术学

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布莱希特以阶级斗

研究》2020 年第 4 期。

争和实践论为重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导致

6

参见王齐建：《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论
战》，《文艺研究》1985 年第 1 期；范大灿：《两

了二者在“现实主义”问题上的交锋，形成

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评卢卡契和布莱希特

了卢卡奇从理论原则出发所坚持的“伟大现

的分歧和争论》，《外国文学评论》1990 年第 3 期；

实主义”，和布莱希特从实践出发提出的“开
放的”现实主义以及对卢卡奇“形式主义”

杨少波：《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论争——“卢卡契
与布莱希特”论战述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 2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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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与布莱希特在哲学层面上的深层分歧如何

体地、系统地——简言之，科学地展开。”9

影响了他们对“现实主义”的阐释，以及对

可以看到，布莱希特和卢卡奇都坚信“科学”

美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

与“真实”“正确”之间不言自明的可靠关

通 过 再 现 机 制 的 重 新 引 入， 二 者 的 对

系，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科

立关系也将得到进一步讨论。在布莱希特唯

学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也必

一一篇明确指名卢卡奇的论战文章《乔治·卢

然导向真实和正确，从最根本的方法论意义

卡奇的论文》（除此之外，他都尽力避免过

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思考和

于频繁地提到卢卡奇的名字）的开篇，他非

实践，正是卢卡奇与布莱希特的共同目标和

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论战的微妙性：

方向。但问题或许正在于此：尽管他们共享
着“科学”这一概念，但是二者并未有意识

我有时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尽管卢卡奇

地针对这一概念展开论辩，而他们对“科学”

的一些论文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我却

的不同理解与运用正是二者分歧的一个起点。

仍对它们感到不满。他从一个合理的原则入

因此，本文试图以“科学”这个在二者思想

7

手，但却总给人一种有点脱离现实的感觉。

中隐而不显的概念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他们
对再现机制的设想与理解，为论战的“视差”

布莱希特非常准确地指出了一种“视差”

提供另一种可能的阐释。

的存在：二者明明共享了诸种“合理的原则”，

一、 “现实主义”：科学、美学与
政治的交汇

却仍然在诸多议题上针锋相对。已有研究指
出了诸多“视差”及其原因，但是否还有一
种可能，即这种“视差”从“合理的原则”
这一环节就已经出现，作用并进而呈现于“现
实主义”乃至“再现”这一机制之中？

“科学”被带入美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
并非偶然，而是由二者所共同关心的“现实

上 文 已 经 指 出， 马 克 思 主 义 是 二 者 共

主义”问题决定的。尽管布莱希特被视为表

同的视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

现主义一方的辩护者，但他对表现主义也不

二者最基础的、共享的“合理原则”，正是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卢卡奇在《马克
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中指出：“只

7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才有可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 ed.

能……科学地说明这个总过程来自何处，去

Ronald Taylor, London: Verso, 1980, p.68.

向何方，如何才有可能真正地、在现实本身中、

8

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中国
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

在实在的人的身上去捍卫人的完整性。”8 布

辑委员会编：《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

莱希特则在反驳卢卡奇的文章《论现实主义

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00—301 页。

理论的形式主义特征》中指出：“……批评，
至少马克思主义批评，必须在每个案例中具

9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
pp.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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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衰》一文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批评表
现主义所谓的“透视‘表象’，洞悉‘本质’ ”
时分析道：
这不仅是从现实本身的改变（真正的革
命）跳到现实观念的改变，不仅是以主观唯
心论来解决问题而已，这也是以想象的方式
逃避现实。不管这种逃避表面上的“革命性”
有多强，也不管表现主义者在主观心态上如
何诚心诚意地把这种伪装当做革命行动，逃
避总归是逃避。11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考虑到表现
主义是在一战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为欧洲社
会带来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艺术流
派，其对具体性的忽略，对主观性的极端推
崇，是一种相当可以理解的情况，正如有研
首次刊出布莱希特论争文章的布莱希特文集， 究者指出的：“表现主义者的作品缺乏具体
祖尔坎普出版社 1967 年版
性不是偶然的：一切实实在在的、有特性的、
能够确切捉摸得到的，都好像是不稳固的、
甚满意。作为早期深受表现主义影响的“准

暂时的，在当时可怕的震荡中，好像一切都

表现主义者”（para-expressionist），布莱希

是摇摆不定的。”12 但同样，如果我们站在布

特对表现主义的批判非常尖锐：

莱希特和卢卡奇所处的历史立场考虑，他们
对表现主义“逃避现实”的严苛批评——布

我自己那时也反对将“自我表现”作为

莱希特对表现主义模糊性和麻醉感情的不满，

一种使命。（见我在《论实验戏剧》中对演

卢卡奇对其放弃理性认识的斥责——则使他

员的要求。）我很怀疑那些痛苦的、令人不

们展露出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在坚持“面

安的意外，据说有些人能在这种状况中获得
忘我的兴奋。这个状况会是什么感觉？事实
很快就显而易见：这些人只是把自己从语法
而非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了。10

10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 p.73.
11 卢卡契：《表现主义的意义与没落》，李奭学译，《中
外文学》1989 年第 4 期。
12 H. 巴甫洛娃：《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钱善行、

“从语法而非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这
一论断几乎与卢卡奇在他著名的《表现主义

吴远辽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现代文
艺理论译丛（中）》，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8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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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这一问题上，布莱希特和卢卡奇有

而非情绪，可以在戏剧中与“娱乐”充分兼容，

着毫无疑问的共识，尽管令他们感受到某种

他著名的“陌生化”理论，也不是为了成为

急迫性和战斗性的“现实”并不完全重合：

某种审美效果，而是为了实现认知目的而设

布莱希特似乎更热衷于投身无产阶级反对资

置的手段，并在这个意义上与俄国形式主义

产阶级的斗争，而卢卡奇则对法西斯主义忧

的“陌生化”理论拉开了距离。15

心忡忡。

可以看到，一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无论如何，正是二者从现实主义的立场

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提出，艺术的政治性就转

上对表现主义的共同批判，将“科学”带入

化为“通过艺术能否科学地认知现实”这一

美学与政治的讨论视野之中。杰姆逊在《现

目标，艺术本身则成为“表象”，与两人意

实主义的矛盾》中直言，现实主义是一个混

图科学地认知的“现实”“
/ 真实”构成一种“再

杂的概念，一个伪装成美学思想的认识论概

现”关系，呈现为一种“表象 - 实质”的深

13

念。 他在其他文章中进一步分析道：

层结构，在科学、艺术、政治之间建立起相
互作用的机制，形成了一个富于活力的阐释

现实主义概念的原创性，正在于它宣称

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卢卡奇与布莱希特之

自身具有认知和审美的双重地位。它是一种

间的论争便可落实为两人对“表象”“实质”

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的世俗化过程同时

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16 具体分析二者在

发生的新价值；现实主义的理想预设了这样

这一机制中的不同环节的认识分歧，将帮助

一种美学经验的形式：它是美学经验，却又

我们揭示出卢卡奇与布莱希特之间复杂的“视

声称与真实（the real）自身绑缚在一起，也

差”所在。

就是与知识和实践的领域绑缚在一起，而知
识和实践领域在传统上一直与审美领域（以

二、科学的“实质”：现实还是真实？

无功利性判断和作为纯粹表象的构造为特征）
区分开来。14
现实主义在认识论层面的价值，在对表
现主义的批判中得到了突显。在这里，现实
主义不再是一种风格或形式，而成为评判艺

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较之
13 Fredric Jameson, 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London:
Verso, 2013, pp.5-6.
14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p.198.

术与现实关系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现实

15 Bela Kiralyfalvi,“The Aesthetic Effect: A Search for

主义的原则才成为布莱希特和卢卡奇共同关

Common Grounds Between Brecht and Lukács”, in Journal

注的核心，同时也意味着非感性要素和非审
美功能在现实主义中具有极高的重要性。比
如，卢卡奇强调，艺术不仅有感性形式的摹仿，
还要有认知意义上揭示某一客观“真实”的
作用。而布莱希特更是坚信，是理性、学习

of Drama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 4(Spring1990),
pp.20-21.
16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构里的“表象”“实质”并非
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而是指涉这种结构性自身。比如
在下文中我们就将看到，布莱希特猛烈地抨击了卢卡
奇对于“实质”的本质化论述，这也被认为是布莱希
特对表现主义最明显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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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科学（Science）有着更为宽泛、

19 世纪的人尚能相信的整体性或统一性。19 但

基础的内涵。邓晓芒指出，其原始含义为“知

在卢卡奇看来，这些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基于一

识性”或“认知性”，是由“wissen”（认知） 种经验主义、工具主义的“世界的科学概念”，
加表示抽象性质的词尾“schaft”构成的，可

而从理性主义立场来看，忽略作为形而上学范

见它在表示“科学”的含义时，更强调它在

畴的“整体性”的概念，一方面必然导致“逻

各门知识中共同的认知方法论的层面，而不

辑上和认识论上对现实的简化”，20 另一方面，

是它所面对的认知对象的层面。17 而在认知方

缺乏社会整体属性的相互分离的、局部的、精

法论层面对“科学”的认识，决定了卢、布

准的规律也是无意义的。21 因此，艺术决不能

二人对再现机制中“实质”层面的认识，即

如表现主义一般止步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和

艺术究竟需要使人们认知到什么，才称得上

再现，而是“需要一种特殊理智力量以便看

对世界有了“科学的认识”，进而采取政治

透这种拜物化，并在决定日常生活的物化方

行动。深受维也纳团体影响的布莱希特秉持

式后面抓住实际的实质——人的社会关系”22。

鲜明的逻辑实证主义态度，对一切形而上学

只有通过艺术重新显现出被资本主义切割的

式的体系都抱有极大的警惕甚至敌意。在布

人的社会关系的普遍联系，人们才有可能“科

莱希特看来，认识论层面上并不存在“本质”

学地”认知现实。

与“现象”的区分，人们所观察得到的现实
18

如果说布莱希特认知世界的“科学性”

经验就是“科学”的终极旨归。 因此，在艺

支撑来自逻辑经验主义，那么卢卡奇将总体

术的再现机制中，艺术所要再现的除了持续

性范畴视为“科学性”的核心则来自一种具

变化的“现实”别无他者。
这也正是布莱希特对卢卡奇发起猛烈攻
击的根基，卢卡奇著名的“总体性”范畴，
在布莱希特看来就是毫无疑问的形而上学幻
象。换言之，在卢卡奇那里，艺术所应抵达

17 邓晓芒：《作为“大科学”的人文科学——一种“正
位论”的思考》，《哲学分析》2016 年第 2 期。

的“实质”自身也存在着一个“现象 - 本质”

18 Steve Giles, “Bertolt Brecht, Logical Empiricism, and

结构，而仅仅去再现经验到的“现象”是不

Social Behaviourism”, i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

足够的，艺术必须揭示出一个世界的“本来
面目”，一个总体性的、规律性的、 “科学

90(January 1995), pp.83-93.
19 扬·克诺普夫：《“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关
于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论战》。

的”世界图景。布莱希特激烈地驳斥这个结构

20 Gábor Szécsi, “Knowledge, reality and manipulation:

的存在，他指出，完整的自然和现实不是“本

György Lukács on the social epistemological context of
the neopositivist rejection of ontology”, in Studies in

质”，我们所看到的也不仅仅是“现象”；表

East European Thought , 67(June 2015), pp.31-39.

现主义者塑造的分裂的世界和破碎的现实经验

21 裴中峰：《卢卡奇的总体范畴的功能研究》，硕士学

不是现象，而是现实经验的再现。想从这些经
验的“后面”发现“本质”的尝试只能导致进
入“死胡同”，进入“非本质”，而不是回到

位论文，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2016 年，第 34 页。
22 波琳·约翰逊：《卢卡契的美学思想》，王鲁湘等编
译：《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北京大学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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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26 对卢卡奇来说，表现主义的破碎性和
主观性不仅仅是与资本主义世界无意识的“共
谋”，更是一种态度上的“妥协”和“逃避”，
这种态度反映的是对“人类”本身的信念，
这正触碰到了卢卡奇的最终关切：“是把人
理解为先验的、不可认识的或不可战胜的力
量的毫无防卫能力的牺牲品，还是把人理解
为人类共同体中的积极成员，在这个共同体
中他的主动性对共同体的命运起着或大或小，
但总归还是起着决定的作用。”27 尽管遭到布
莱希特、布洛赫等人的尖锐攻击，但卢卡奇
从理性主义出发对“科学的”总体图景的追
求或许反而更接近德语中“科学”原本的野心。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布莱希特能逐一指
出卢卡奇文学理论中的弱点和悖论，却无法
在同一层面上提出任何富于建设性的替代方
案。尽管有其狭隘和僵化之处，卢卡奇的工
作仍然展现了一次真正的建构性尝试，试图
乔治·卢卡奇，1919 年

对自启蒙运动以降欧洲文学的历史发展提供
一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28 而布莱希

有强烈人道主义色彩的“极端的理性主义”23。 特在理论层面上建构性的不足直至阿多诺以
在名篇《叙述还是描写》中，卢卡奇在批评

“矛盾”为关键概念提出星座化范式才得到

左拉的自然主义时指出：
“一种根本的理性是：
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世界是有理性的。”24
因此，非理性主义就成了一种“普遍的世界
观危机”25。对卢卡奇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
非理性主义逻辑从认识领域、伦理价值领域
发展至政治领域的必然结果，而这些问题都
与人们是否相信并努力去科学地把握世界规
律、认识世界紧密相关。在《批判现实主义

23 Val Dusek, “Brecht and Lukács as teachers of Feyerabend
and Lakatos: the Feyerabend-Lakatos debate as scientific
recapitulation of the Brecht-Lukács debate”, i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 May 1998, p.29.
24 卢卡契：《叙述还是描写》，《卢卡契文学论文集
（一）》，第 51 页。
25 同上，第 73 页。
26 转引自范大灿：《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向——卢卡契与

的当前意义》一文中，卢卡奇颇为急切地表

布莱希特的一个原则分歧》，《外国文学评论》1989

述道：“问题不在于，这一切在现实中是否

年第 3 期。

存在？问题也不在于，该不该表现这一切？
问 题 仅 仅 在 于， 是 不 是 就 应 当 停 留 在 这 一

27 同上。
28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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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但无论如何，布莱希特与卢卡奇的论

本身的现象就被绝对化了”30，如此既无法真

争从“实质”层面已经展露出二者在科学的

正帮助读者理解社会关系普遍联系的根本规

认识论支撑层面的分歧，而这一根本性分歧

律，也无法意识到造成这种破碎表象的根本

也将自然地引发二者对艺术作品这一“表象”

原因。因此，人们就无法真正理性地把握世界。

自身的不同规范与要求。

若想真正实现现实主义在认知论上的承诺，
就需要作者自身“世界观中的理性因素”发

三、科学的“表象”：感性的应然
或理性的去蔽

挥重要的作用，也即“作家的政治思想立场、
对社会历史的清醒认识和深厚的理论修养”，
方能使作品具有“烛照破碎现象世界，看到

如果说对再现机制中的“实质”层面的

拜物化虚假表象之下的社会本质的力量”。31

不同认识，源自卢卡奇与布莱希特各自对“科

相较之下，布莱希特直接从现实经验出

学”的根本认识与信念基础，那么回到再现

发的立场则简明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机制中的“表象”层面，即艺术作品本身，

他拒绝认识论意义上的“现象 - 本质”结构，

二者则展现出了处理艺术与科学关系时迥异

但正如上文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布莱希特

的思路。对于卢卡奇来说，现实具有“现象 -

认同表现主义逃避式的直观表达。基于现实

本质”结构，若想让读者通过艺术作品真正

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布莱希特强调艺术必须

科学地、理性地认识世界，艺术作品就应该

强迫那些已经沦为功能化的、隐蔽的、看不

穿透经验层面的“现象”，展示出深层的“本

到的现实形象地表现在艺术作品中，以便使

质”，甚至展现出造成“现象”对“本质”

它被与其有关的人所了解。32 可以看到，布莱

的歪曲之原因。这种观念最为明显地表现在

希特也同样致力于破除某种“虚假的表象”，

卢卡奇对表现主义的批评中，他在回应布洛

但对他来说，要破除的并不是一层系统性地

赫的文章中写道：

覆盖于现实整体的幕布，而是现实中那些具
体的、需要斗争的诡计。尽管那些“功能化的、

（布洛赫）把这种思想状态（破碎性、间

隐蔽的、看不到的现实形象”，从根本上说

断性，戛然而止和“空空如也”）直接地、
毫无保留地同现实本身等同起来，把在思想
上出现的完全被歪曲的图象同事实本身等同
起来，而不去把这幅图象同现实加以比较，
从而具体地揭示这幅被歪曲的图象的本质、
原因和“媒介”。29

29 卢卡契：《现实主义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
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
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7 页。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30 扬·克诺普夫：《“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关
于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论战》。
31 杨少波：《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论争——“卢卡契

可以看到，卢卡奇对直观经验的直接反
映是十分不信任的，在他看来，如果不揭示
出这种破碎的表象背后的联系，“作为现实

与布莱希特”论战述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 2 辑，第 290 页。
32 扬·克诺普夫：《“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关
于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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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加以揭示，在艺术上进行加工，然后并
且是不可或缺地把这些抽象出来的联系再在
艺术上加以掩盖——把抽象加以扬弃。”33 可
见，尽管卢卡奇对现实主义作家提出了通过
理性“揭示联系” 、认识本质的要求，但他
同时特意强调了艺术的“加工”和“掩盖”
过程，从而使理性思考的结果重新以感性直
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即著名的“典型形象”。
通过“典型形象”，“资本主义异化现实造成
的本质与现象、个性与共性、客体与主体等
对立、冲突”，在艺术作品中方得到“辩证
的显现”。34 这种对艺术和科学关系的处理使
得艺术这一范畴自身的直观、感性特征得以
保留并发挥作用：现实主义艺术从内容上应
理性地把握真理、本质，帮助人们认识世界
和自我，但科学和理性的介入并不撼动艺术
的美学形式，艺术仍然应以其审美效果达到
科学、道德上的终极目的。
1930-50 年代，布洛赫、卢卡奇、布莱希特、
本雅明、阿多诺等就美学与政治问题发生过
几次论争。1977 年，《新左派评论》杂志社
编选论争的关键文本，以《美学与政治》为
题出版

而布莱希特在这个问题上要激进得多。
在本雅明记录的与布莱希特的对话中，他提
到布莱希特“赋予艺术以与理性相对的地位
这一英勇的努力”，布莱希特怀疑反讽在实
践中的效果，本雅明则补充道：“这些怀疑
在更深的层面上关注的是艺术中的艺术性和

正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但布莱希特关注的

游戏元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元素会

是具体的遮蔽经验本身而非其原因，著名的

间或偶然地使艺术难以被理性所驾驭。”35 在

“陌生化”也正是这样一个破除遮蔽的有效
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者艺术创作原则的
差异背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
在传统意义上相互分隔，却在现实主义中并
存的感性直观的“艺术”与理性认知的“科学”
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卢卡奇的理解
较为传统，他指出：“首先对这些联系在思

《现实主义辩》，《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
33 卢卡契：
第 13 页。
34 武强：《从卢卡奇布莱希特论争思考中国新时期现实
主义理论问题》，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1
年，第 7 页。
35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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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这里，艺术与理性认知在具体经验

四、异质性的科学：信念与方法

层面的对抗性是相当激烈的。尤其考虑到布
莱希特在内容上对变化的现实的捕捉和“揭

在现实主义的再现机制框架下，卢卡奇

穿诡计”的意图，艺术作品中的理性认知对

与布莱希特对“实质”“表象”都展现出不

移情式的情绪化认同的压制就显得更为迫切

同的理解。而在这两个关键环节之外，在论

而必要。因此，无论是“史诗剧”的尝试还是“陌

争中实际还存在另一层面的问题，即如何理

生化”手段的提出，都展现了布莱希特在戏

解这一再现机制本身及其与外部关系的问题，

剧实践中用理性“克服”艺术之感性的尝试。

换言之，如何理解现实主义艺术（乃至广义

有研究者从布莱希特 1941 年的日记中发现他

的艺术）与其他价值领域、与其所在时代的

在后期“希望自己能从理性和感情的决然对

互动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层面上，“科

36

立中摆脱出来” ，也侧面证实了在写下驳斥

学”与艺术之间的异质性就被格外突显出来，

卢卡奇的诸篇文章时，现实主义在艺术中引

成为观察卢、布二人差异的有效视角。

入的科学认知目的和理性因素，在布莱希特

卢卡奇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是较为传统的

的实践中不仅改变了作品的内容，更改变了

一方。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卢卡奇这里，“科

作品的手法、形式，甚至构成了对艺术本体

学”介入艺术，只涉及作家个人的认知及其

论的挑战。

呈现的内容层面，最终，这些认知和内容仍

相较之下，卢卡奇对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解

需以“典型形象”这种感性直观的形式来完成。

和处理方式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显然更加

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艺术通过再现机制

温和，但这种温和恰恰是布莱希特感到不满足

既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又展现出“人的理性

的地方。在《乔治·卢卡奇的论文》一文的结尾， 可以把握世界”的信念，从而在艺术领域中
布莱希特这样写道：“正是在卢卡奇的文章中

也具有某种先进性。可以看到，在卢卡奇这

潜藏着并且一定会被克服的那些妥协的、后撤

里，“再现”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机制，

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的成分，让他富有价值

其自身并没有过多得到反思。这种“理所当然”

的工作仍不尽人意：这总给人一种印象，即他

来自一种对于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稳

37

关心的是享乐而非斗争，去逃避而非前进。”

定的、静态的认识，即艺术被视为总体性图

然而，与其说卢卡奇的问题来自“享乐”和“逃

景的一部分，一种与科学、伦理等价值领域

避”，不如说这种分歧来自作为理论家和创作
者之间的“视差”：对于卢卡奇来说，现实主
义艺术的科学性在于通过艺术形象将作家的理
性认识感性地呈现给读者，帮助读者科学地认

36 Bela Kiralyfalvi, “The Aesthetic Effect: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s Between Brecht and Lukács”, in Journal

of Drama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 4(Spring1990), p.27.

识世界；而对于布莱希特来说，要紧的是现实

37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主义艺术必须通过形式、内容、手法的全方位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p.69.

革新，去激活观众自身的理性，“使现实‘投
入战斗’ ”。38

38 贝托特·布莱希特：《工作札记》，张黎编选：《表
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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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独立，又与各种价值领域一同“不断地

布莱希特满怀热情地呼吁：

进行重新评估、抉择和协调，组成一个比较
和谐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体系”39 的存在。值

不能禁止文学使用当代掌握的最新技术，

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与艺术、伦理并列的“科

比如两景同台的能力，大胆抽象的能力，或

学”已经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因

者快速组合的能力。如果运用了科学方法，

为卢卡奇明确指出了艺术与科学的明显差异， 那么就需要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去考察科学
即科学要将科学家从产品中脱离出来，而艺

那不知疲倦的能量，如何在艺术作品中被成

术总是要将艺术家的个性融入进去。研究者

功地采用。43

指出，对卢卡奇来说，在艺术中混入科学方
法在美学上总是有害的，40 这更明确地显示出

另一方面，布莱希特则格外强调应该将

卢卡奇处理科学与艺术关系时的基本态度：

艺术创作视为一种“科学试验”，因此，人

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科学性”只是作品应

们应该鼓励艺术进行各种实验，并宽容地对

传递出的内容和信念，而并不对艺术创作实

待艺术尝试的失败。这种对艺术的认识不仅

践具有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打开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传统区隔，更重要
则是在更广义的“科学”（Wissenschaft）的

的是，它将艺术的再现机制从一种抽象的理

意义上得到肯定，即一种“人的科学”，一种“理

论模型转换为一种生产实践加以认识。从实

性的认识”。

践的角度，布莱希特看待科学介入艺术的方

这种认识的传统性在布莱希特的对比之

式与卢卡奇截然不同：科学不再是展现在作

下无疑更加强烈。如果说在卢卡奇这里，艺

品中的内容，而是艺术创作实践中应当遵循

术自身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完整的价值领

的态度、方法、技术。更进一步，如果艺术

域，那么在布莱希特这里，艺术就是全然向

被视为一个生产过程，那么这个生产过程不

其他领域，尤其是向时代敞开的存在。布莱

仅包括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还包括观众的接

希特在《戏剧小工具篇》前言中指出：“人
们开始追求一种科学时代的戏剧”41。严格来
讲，这里的“科学时代”应该被理解为两个
层面，一方面是作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秉持
的认知论层面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布莱希
特显然比卢卡奇更推重自然科学对艺术的影
响，正如研究者提到伽利略在布莱希特那里
的形象：不仅像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还更像
是一个技术工匠。42
在“技术工匠”的意义上，布莱希特与
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独特的密切关系广受注
意。一方面，他热心于在艺术中运用各种技术，

39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
版社 1988 年版，第 10—11 页。
40 Bela Kiralyfalvi, The Aesthetics of Gyoergy Lukács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51.
41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篇》，张黎、丁
扬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 页。
42 Val Dusek, “Brecht and Lukács as teachers of Feyerabend
and Lakatos: the Feyerabend-Lakatos debate as scientific
recapitulation of the Brecht-Lukács debate”, i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 May 1998, p.32.
43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
pp.75-76.

030

“科学地再现”：
从“科学”的歧义性重审卢卡奇 - 布莱希特论争

1930 年代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的戏剧实验
受实践。因此，作品本身就不再是一个有机

重新联系在一起，许多在现代西方思想中被

的整体，而应当像其他社会产品一样，在使

排除于艺术之外的东西都重新回到了艺术中，

用过程中达到完整。伊格尔顿指出，布莱希

而这对于依照传统坚持科学与艺术是迥异领

特这里遵循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域的卢卡奇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不仅是科学

导言》中的说法：一件产品只有经过消费才

与理性，艺术的教谕功能也回来了。杰姆逊

能充分地成为产品，“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

提醒我们，艺术中说教的禁忌事实上本身就

44

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而这也正

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伟大的前资本主义的

是布莱希特以“史诗剧”为代表的戏剧实验

古典文明中没有一个不肯定它们的艺术肩负

的旨归。

着根本的说教使命。46 而布莱希特在认知与愉

在科学的深度介入下，布莱希特“在艺

悦的联系中将教化功能重新带入艺术，并且

术中克服感性”的悖论式野心也就更容易被
理解。在布莱希特看来，“感性”并非艺术
的必然进路，人们通常从艺术中获得的“愉悦”

44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 页。

并不充分，因为从根本上，能产生愉悦的事

45 Bela Kiralyfalvi, “The Aesthetic Effect: A Search for

物是认知层面的：“对现实的理解，对世界

Common Grounds Between Brecht and Lukács”, in Journal

观的辩护，对生活意愿的加强，对审美反思
的完善。”45 由于布莱希特将“认知”与“愉悦”

of Drama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 4(Spring1990), p.29.
46 詹姆逊：《布莱希特与方法》，陈永国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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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种现代技术，使其避免了“复古主义”

卢卡奇并未对布莱希特的驳斥进行过正面回

的危险。这种功能上的期待与技术上的突破

应，但从卢卡奇对表现主义的批判中，我们

共同推动着布莱希特自身的戏剧实践在艺术

足以窥见这种着力点的微妙偏差。

本体论上打开了与科学、道德、政治之间的

杰姆逊曾指出，这场以“表现主义”为

边界，而这种激进的“敞开”，或许正是他

导火索的论战，很大一部分魅力其实“来自

所追求的投身于“科学时代”的艺术的理想

其内在的活力，各种合理的可能性在其中迅

状态。

速交替生成，以至于它很快就延伸到表现主
义这一局部现象之外，甚至延伸到现实主义

五、结语

理想形态的问题之外，将通俗艺术、自然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先锋派、媒介，最终是

在卢卡奇与布莱希特的论争中，一个有

整个现代主义——政治的与非政治的——都

趣的现象是，论战双方常常基于同样的关切，

纳入自己的问题视野之中”47。以“科学”概

以同样的逻辑质疑对方，最核心的问题在于，

念为切入点，我们看到，“现实主义”这一

他们都认为对方尝试或推重的艺术手法无法

论题的确在众多议题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

在现实主义的再现机制中发挥作用，即无法

色：正是“现实主义”自身的特殊性，将“科学”

穿透“表象”，抵达“实质”，进而作用于

这种传统艺术领域中异质性的存在通过认知

政治。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现实主

功能带入到艺术之中，搅动了艺术内部的诸

义的再现机制中，二者对其中的“表象”“实

多议题，由此，科学的“真假之辨”，乃至

质”乃至这一机制自身都有着不同层面、不

政治的“敌友之辨”都被随之带入到艺术领

同角度的理解，而这些差异和分歧共同形成

域之中。科学的介入倒逼着艺术实践与理论

了二者最核心的“视差”，即在“表象 - 实

边界的开放，而政治的介入则增强了论争的

质”这一再现结构中，二者的关注点并不一致。 急迫性与强度，正如施米特所说，相较于审
布莱希特更强调“穿透”表象的过程及其具

美、伦理等其他范畴，政治上“朋友与敌人

体的实现方式，“科学”则应该是贯彻其中

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

的实践原则和方法，因此，卢卡奇按照某种

或分裂”48。这种异质性介入带来的挑战与强

稳定的、确证的、形而上学的图解形成的“现

度，或许也是这场论争具有持久的“内在活力”

实主义理论”框架，自然会成为布莱希特意

的一个重要原因。

义上的“形式主义”的温室，遭到布莱希特
的强烈批驳；而卢卡奇最为关心的则是这一
机制的终点，即“实质”：作品是否有意愿、
有能力在“实质”层面抵达被破碎的表象所

47 Ernst Bloch, Georg Luk 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掩盖的总体性这一科学的“真理”，作品中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

是否表达了本质性的普遍联系。尽管由于布
莱希特的论争文章在 1960 年代才正式发表，

pp.196-197.
48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6—10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