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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也是西方现代悲剧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卢卡奇的《悲剧的形

而上学》主要探索悲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重建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抬高并强调悲剧的形而上学层
面和伦理现实性诉求，从而影响到本雅明、戈德曼和伊格尔顿的悲剧理念和理论形成，有着重要的理论内涵和
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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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也是
西方现代悲剧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然而，国内对卢
卡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
范畴上，
对青年卢卡奇的悲剧理论尤其是《悲剧的
形而上学》一文的关注太少。
《悲剧的形而上学》是
卢卡奇《心灵与形式》的最后一篇，探索悲剧与现
代社会的关系以及重建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第
一次抬高并强调悲剧的形而上学层面和伦理现实
性诉求，
有着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
卢卡奇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这样描
述：
自然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丑陋不堪，如
同行尸走肉，人们的灵魂从来没有这样孤独地在
荒林野径中漂泊无依。[1] 40 现代社会工业化的迅猛
发展，使人类生活急剧转变。随着尼采对“上帝死
了”的振臂疾呼，人被置于信仰的断裂之中，失去
了价值参照，
成了无所适从的漂泊者。
然而，人是有意识的生命，他总是会不满足
于当下既有的生存境遇，在理性上探寻更加理想
的存在方式，因而在人之存在的有限与无限、
完善
与不完善、短暂与永恒、现实思考与终极关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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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展开了哲学之形而上学的本质维度。正如高
海清教授所指出的：
“ 传统哲学常常遗忘或遮蔽
了哲学形而上学维度与人之生存本性的本质关
联，陷入了‘无根基’的状态。因而，当 20 世纪人
的生存困境以文化危机的形式深刻地表现出来
时，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便在现代哲学对黑格尔
哲学的普遍拒斥中展现出来。于是，如何在人的
生存论基础上重新恢复形而上学的力量，便成为
当代哲学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
”[2] 现代社会对意
义和价值的消解，上帝死了、人死了、主体死了的
呼声，使得卢卡奇对现代社会同样产生了质疑和
批判，同时也急切地想在生活中重新找到能够获
得形而上学的力量，并将希望寄托在悲剧身上。
悲
剧的降临会带给我们新的梦想，唤起我们内心新
的希望。而这正是卢卡奇撰写《悲剧的形而上学》
的理论和现实背景。

一、上帝的隐在与悲剧的形而上学
卢卡奇在文章一开篇就指出当下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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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悲剧的两种态度：批评或捍卫。卢卡奇认为，戏
剧批评者的态度中反而包含了对悲剧认识上的
最深刻的真理：那就是强调悲剧的超验性和形而
上学；而戏剧的捍卫者们沉迷于悲剧对现实的描
述中并进行折衷的调停，反而不懂悲剧的本质。卢
卡奇非常鲜明地提出悲剧的本质在于其超验性
和形而上学性，对悲剧的超验性和形而上学的强
调正是卢卡奇研究悲剧的主要意图。
在前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超验性基础总是
源自于高踞人类之上的上帝，上帝乃万物之源。现
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沉溺于工具
理性给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所
带来的新发展并为之狂欢，甚至直接离弃了人类
为自己的道德标准而设立的外在于人类、并且高
悬于人类之上的上帝这个判断尺度。可是科学的
力量虽然伟大，但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并不全是幸
福，反而导致了欲望的失控和心灵上前所未有的
空虚、困惑和迷惘。更要命的是，这种心灵的创伤
由于得不到以往来自上帝的精神性抚慰，从而恶
化成难以疗救的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因此在工
具理性思维的操控下，尽管明知上帝只不过是一
种假想，人类却从未有过地迫切感觉虚无的“上
帝”存在之必要性。正如帕斯卡尔所说：
“ 我听说
有一个人摆脱了自己的羁绊，他不相信有一个上
帝在监视他的行动，他自以为自己是自己行为的
惟一主宰，并且他认为只对自己本人负责；那么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3] 恰恰相反，上帝的离
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桩最可悲的事情。所以，
就让
我们“赌上帝的存在吧。
”
当然，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我们并不以实
体论存在的“上帝”来触碰科学的知识性证明，这
只能注定我们败输的局面。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
宣告，
其实宣告的是现代人重估价值的勇气。
事实
上，现代社会中的“上帝”并没有随着尼采的宣告
而死去，
而是仍在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生活。现
代社会中的“上帝”在概念上有了不同的划分：宗
教崇拜意义的“神学上帝”和作为道德信仰意义
上的“哲学上帝”。很明显，尼采宣称已经死亡的
上帝只不过是宗教崇拜意义的“神学上帝”，作为
道德信仰意义上的“哲学上帝”不可能在人类生
活中消失，它是人们获取灵魂慰藉和性灵充实的
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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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道德信仰意义上的“哲学上帝”还得追
溯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本体论、
宇宙论、自然神学论三个方面，论证了在人类认
识论范围内作为宗教神学意义的上帝之虚无性。
这正是传统社会中所强调的上帝，也是尼采所宣
布的那个死亡了的上帝。
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
康德又确立了作为道德信仰意义上的
“哲学上帝”
在伦理学意义上存在之必要性。康德指出，道德
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
是人类奋力追求的目标。
然
而道德律令是一种“绝对命令”，是一种没有任何
经验的要求、情感和愿望混入其中，并作为行为
前提的命令，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所制定，无条件
的、先验的、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问题是，
血肉
感性式的有着诸多欲望的人类存在如何能够做到
自觉地将道德律令奉为对自己的“绝对命令”呢？
这就是道德律令在实践执行中的二律背反问题。
康德企图以“至善”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康德认
为，
只有假定了一个无上的存在者，一个具备与品
性相协调的根据的最高自然，这个世界上才能有
至善。所以为了实现“至善”
，
“必须悬设上帝的存
在”
，
因为它具有道德实践上的必要性。
保罗·恩斯特认为，只有当我们完全失去上帝
时，才能再度拥有悲剧。现代社会上帝的缺席意
味着悲剧时代的重新诞生。卢卡奇的悲剧理论首
先要确立的是上帝与悲剧的关系，这也是卢卡奇
悲剧理论建立的逻辑起点。卢卡奇认为，这个自
康德始所强调的作为道德信仰的上帝，他在人类
生活中必须处于这样的位置：他不是这个舞台的
主要演员，必须离开这个舞台，却又必须仍旧充
当观众，牵制着这个舞台上的所有表演。
“ 上帝是
这场戏剧的观众，而且他只是观众而已；他的言
语、表情决不会与表演者的言语、表情混同起来。
他睁大双眼凝视着他们，他所做的仅此而已。
”[1] 37
同时这也是悲剧时代历史形成的可能性条件。现
代社会这个舞台给人们展示的是这样的图景：生
活本身是一片混沌，
“在生活中，任何事物的价值
都无法完全实现，任何事物的终结都是了犹未了；
新的声音总是与先前所听到过的旧的声音混在
一起组成大合唱。成物皆流，各种事物都正在转
化为另一种事物，而其混合物并不融洽、纯粹，甚
至将分崩离析，
烟消云散；
世界上绝对没有什么事
物是始终繁荣不衰的。生存意味着趋向毁灭，
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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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能终其天年便要趋于毁灭，在一切可想象得
到的存在中，
生活最不现实，
也最没有生气”[1] 38，生
活只是混沌一片，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无法完全实
现，荒谬的世界无意义，
荒诞的人生无意义。生存
与死亡的现象更替，似乎都是自然的，没有了意
义，
也显现不了本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沉迷于其
中，
并不知道生活的欺骗术。
“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在于生活的朦胧不清，
变幻不定，
它就像钟摆一样
不停地摆来摆去 ——
— 然而，它的摆动决不会超出
正常的限度。生活的变幻使人们热爱生活，这种变
幻就像单调催眠的习习和风。
”[1] 39 这其实就是卢
卡奇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被物化状态和商品拜物
教特性的初步揭示。
面对这样的麻木状态，卢卡奇认为，只有奇
迹才能打破这种沉默，揭示生活当中的本质：
“突
然间，一道光芒，一道闪电，照亮了经验生活的平
庸之路：某种令人不安、引人入迷的东西，给人威
胁，令人惊奇；意外的事迹，伟大的瞬间，神秘的
奇迹，或丰富多彩，或混沌不清。”[1] 39 奇迹“难以预
料地闯进生活之中，偶然地、生硬地、无情地将生
活转变为一种鲜明清晰的数学方程式，然后再将
它解开。”[1] 39 卢卡奇在这里所期望出现的奇迹，在
笔者看来，其实正是人们背后上帝凝视的目光。奇
迹是价值和现实融会之处。但是奇迹的到来也并
不一定会实现和揭示生活的本质，还必须要有具
有悲剧意识的人才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只有
少部分人才能拥有这种悲剧意识。卢卡奇说：
“我
们的民主时代，宣称一切人都有充当悲剧人物的
同等权利，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1] 68 生活中的大
部分人软弱、怯懦，毫无想象力，对于他们来说，
无法实现的伊甸园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生活
也永远是一种热望和憧憬。他们希冀任何外界强
加的障碍物，任何置于他们路途中的绊脚石，
他们
就这样随波逐流，不会为了自己内在的明确目标
而努力抗争。只有伟大的人物能够承受他自己的
命运，见到上帝凝视的目光，从而撕开生活的虚
幻面纱。
悲剧性的悖谬如易卜生所讲，
“如果说，无论
是谁，只要他一见到上帝就会死亡；那么被上帝
看见了的人，难道却能继续活着吗？
”首先要清楚
卢卡奇在这里的“死亡”所指。这里的“死亡”不只
是指生理性死亡，更指精神上的死亡。这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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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他实际上死去以前，已经死了很长一段
时间了。”[1] 48 而人为什么一见到上帝就会死亡呢？
在我看来，其实是易卜生对悲剧的形而上学性的
形象性表达。当悲剧人物在上帝启示的声音中被
提高到一定高度，他就会以一个陌生人的眼光来
衡量他自身先前的全部存在，发现先前的存在由
于没有意义价值的参照而变得死气沉沉。这个时
候，悲剧也就降临了：他发现他从现实世界中被
永远抛弃了。
“ 因为他再也不能将那些可以置于
日常生活中的偶然的、丰富的事物糅进那种生命
之中。悲剧只能向一个方向延伸：向上延伸。悲剧
始于不可思议的力量从一个人那里抽出本质，迫
使他去实现本质的瞬间，悲剧的过程存在于他的
日益明显的、真正的本质之中”。[1] 42 也就是说，当
人意识到现实生活的平庸与生存意义的形而上
之间的不一致及其张力时，就注定了其悲剧性。
悲
剧让人们质问现实和存在的意义：是否一切事物
都是存在的，
“存在”
（is）仅仅因为它存在而已，没
有存在的程度和等级吗？
“存在”
（being）是各种事
物的一种特性还是对事物的一种价值判断，一种
在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所以，悲剧的可能性
问题就是意义和本质的张力问题。这种对“存在”
的本质思考决定了卢卡奇对现代悲剧作为形而
上学力量的根本理解。

二、悲剧的形而上学之根源：
“完美存在”与伟大瞬间
卢卡奇明确地指出：
“ 悲剧的形而上学的根
源在于人类存在的最深层的渴望。悲剧从渴望中
产生，
因而它的形式必须排斥渴望的任何表现。
在
悲剧进入生活之前，它就成了一种现实，从而也
就放弃了渴望，
这就是现代悲剧失败的原因所在。
现代悲剧想将悲剧的‘先验条件’引进悲剧本身，
它想将一个原因转变为一个行动原则；但它只成
功地加强了自身的抒情色彩，直到最后成为一种
外强中干、粗鲁野蛮的东西，它从未进入舞台悲
[1] 52
卢卡奇非常强调生活的二元性：本质
剧之门。”
与表象。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我们注意到卢卡
奇区分了两个重要概念：
一个是
“生活”
（life），
一个
是“活着”
（living 或者 live）。王天保在《从〈悲剧的
形而上学〉看卢卡奇的悲剧理论》中也讨论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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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话题。他结合卢卡奇《心灵与形式》的《论说文
的本质和形式》中的一段话“有两种类型的心灵
（soul，也译为‘灵魂’
）现实：生活是一种，活着是
另一种；两者同样都应是现实的，但它们却不可
能同时都现实。……自从有了生活，
自从人们准备
去理解并安排生活，在他们的体验中就有了这种
二元性”[4] 来讨论，并由此得出卢卡奇所说的“生
活”大概是指心灵对客观生活现实的反映，而“活
着”大概是指心灵对生活中的价值、意义的体认
“ 生活”与“活
这样的仓促结论。[5] 笔者并不认同。
着”并不是“创造表象”和“生成意义”的简单区
分。在《卢卡奇早期文选》中，关于“生活”与“活
着”的译解，译者在下面的注释为我们详细地揭
示了卢卡奇区分这两个重要概念的用意和内涵：
“卢卡奇拉开冠词‘das’的字符间距，显然是想突
出这种生活的普遍性；而在后者，他则拉开了名
词‘leben’的字符间距，其意是要突出它的过程
性，因此我们权且译为‘活着’
。”[4] 这样看来，
“生
活”是包含着本质的表象存在，是包含着二元性
的存在，一旦在某个伟大瞬间，本质可以从中抽
离出来；而“活着”则是人在生存过程中的现实状
态，它没有本质，没有意义，只有漫长的毫无变化
的过程延续。当下的现实生活已经消解了本质和
意义。在这种生活中，我们只能肤浅地体验到我
们自身，即我们只能体验到我们的各种动机和关
系。欲望的充斥和难以满足让现实生活中的人们
陷入更加痛苦的沉重中。马尔库塞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已经为虚假的需求迷失了自己，找不到生活
的目标和意义。所以，
“我们的生活通常缺乏现实
的必然性，而只有经验的存在的必然性，在千百
次偶然的联系和关系中被千百条线纠缠在一起
的必然性。
但这全部必然性之网的基础是偶然的，
无意义的。
”[1] 44
卢卡奇首先摘录了埃克哈特大师《崇高心灵
的训诫》中的一段话，
“ 自然创造生命，她使孩子
变为成人，使蛋变为小鸡。上帝创造生命，他在孩
子出生前就创造了成人，在蛋出现之前就创造了
小鸡。”[1] 37 不过要想理解这一段话，还必须先引入
卢卡奇的一个重要概念：总体性。卢卡奇是在理
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引入的总体性原则，
这个重要原则又必须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
“反思”
态度才能够形成。所以，总体性是一种“反思态

第3期

53

度”
。埃克哈特的这句话里面包含着对待事物或
历史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强调的是自然的方式，
这是一种非常随意、偶然的、无意义的创造事物
的方式，深刻地概括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弊端。卢卡奇在《历史与
阶级意识》中写道：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
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
‘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
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
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
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6] 210 这种对待事物或历
史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
本质来理解，人们也就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
起源。而上帝对生命的创造是不同的。他是在孩
子出生前就创造了成人。先有理性价值创造现实，
所以现实本身就是为意义所指向，亦无须被梦
想、被幻化、被实现。也就是说不需要过程，而只
显现价值和意义。因而其创造物体现为内在形式
与外在表象的统一，是外在表象能够显现其内在
本质的形式。
“在上帝面前，没有表象与实体，外表
与观念，事件与命运之间的差异。
”[1] 8 而悲剧中的
事件和瞬间就是显现这些价值和意义的瞬间，只
有悲剧人物才能够通过表象看到悲剧现象中所
包涵的生活本质，
听到悲剧真理的声音，从而引发
人的内在的神秘性。
在卢卡奇看来，悲剧是一维性质的：它只有
高度。
“ 悲剧始于不可思议的力量从一个人那里
抽出本质，迫使他去实现本质的瞬间，悲剧的过
程存在于他的日益明显的、真正的本质之中。
”[1] 42
悲剧又是如何表现“本质”的呢？悲剧独自创造了
现实的人的完美存在，
赋予了人的存在以形式。
这
种人的存在与生活中的存在不一样。他们的存
在，除了精神的现实性，即生活的体验和信仰的
现实性以外，没有别的什么现实性，因此只不过
是“理式”的外在显现形式，它与“理式”的联系也
不过是悲剧中想象出来的联系可能性。悲剧人物
应该集中了一切伟大，也集中了一切罪过，他不
但意识到了自己命运的残酷，更要意识到他的责
任和担当并且付诸于行动中。所以，卢卡奇对悲
剧人物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卢卡奇列举了莎士比
亚的悲剧人物麦克白和易卜生笔下的贾尔来比
较分析。很显然，麦克白并不是作者所认同的具
有悲剧意识的人，他充满欲望，又让欲望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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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神旨虚幻地将他提高到一定高度，用满足
来迷惑他的渴望，让他渲染在胜利的幻影中；
等到
他大功告成，一切愿望都实现之后，却同时无情地
从他那里夺走一切。
”[1] 41 在麦克白身上，外在因素
和内在因素是同一事物，
无法获得超越性意识。因
为对现实的满足，所以最终沦为被现实生活迷惑
的人物。易卜生笔下的贾尔不同。他非常清醒地
意识到现实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分裂和张力，他在
自己的梦中始终是一个国王，尽管在现实中他就
根本不可能成为国王。借助上帝的目光，他明白
现实与梦想的差距，亦明白他对本质和终极真理
的孜孜追求。
所以，悲剧中的死亡是本质实现的惟一重要
形式，
“ 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边界的体验是灵魂
—灵魂是有限
唤醒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体验——
的，所以它才能意识到它自身，也只有在此范围
内，它才能意识到它自身。”[1] 50 卢卡奇称为“灵魂
的觉醒”[1] 51，是“人的具体的本质特征的实现”[1] 52。
悲剧享有伟大特权，乃在于它享有死亡的特权。现
实的日常生活，
只是把死亡当作恐怖可怕的、
毫无
意义的现象来理解，视为某种突然截断生命之流
的力量，所以它决不能达到这个本质。但对于悲
剧来说，
死亡是悲剧一种始终内在的现实性，
与各
种悲剧事件紧密相联。事件包括了行动及其结果
两者的范围，正是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边界中，唤
醒了人类内心最深层的渴望及其创造。悲剧人物
感到必然降临到他头上的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
的。因此，他替他自身之内的一切，替偶然闯进他
的复杂的生活中的各种事物，
勾勒了鲜明的轮廓。
他使之成为必然，不仅创造了围绕着他自身的边
界，也创造了他自身。因此，悲剧中的死亡具有双
重意义，既是一种实现，又是一种失败。
“ 悲剧主
人公总是死得其所，而且虽死犹生；但在这里，死
亡并不是生命的绝对提高，并不是活在正确的人
生道路上的一个生命的直接延续；而仅仅是从压
迫中，从现实世界的污秽中的逃避，是灵魂从异
化的生命本身的一次复归。”[1] 64 对于伟大人物来
说，
尽管别人的罪过导致他们的毁灭，但他们始终
只把这种罪过看作命运。他们将一切事物化为自
己的责任，所以悲剧就成了他们享有的特权。而
渺小的人物却总是将有罪归结为他人或外界，他
们的生命和存在就无法获得意义，生命也没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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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们的死亡也没有伟大的悲剧性。

三、卢卡奇悲剧理论的贡献和影响
卢卡奇的悲剧理论主要揭示了悲剧在伟大
瞬间表现生活本质的形而上特性，为现代悲剧理
论的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惜的是，
卢卡奇其
实并不看重悲剧，并认为将替代史诗的是继而出
现的小说形式。借用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发展的
三个阶段（艺术、宗教、哲学）的论述模式，卢卡奇
认为古希腊文化也经历了史诗、悲剧、哲学三个
发展阶段。史诗回答了“生活如何变为本质”的问
题，悲剧回答的则是“本质如何变得鲜活”的问
题。现代社会的碎片式状态正是悲剧的“伟大瞬
间”
、
“生活的奇迹”的重要时刻，然而卢卡奇很快
就否定了悲剧。他认为，悲剧的概念化特点使得
“戏剧不仅消除了现实的丰富性和充实性，不仅总
是让剧中的残酷事件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作出选
择，从而避开了微妙的心理上的现实性，而且，最
不足取的是：戏剧在人与人之间创造了一个真
空”[1] 38，这恰恰扼杀了史诗的鲜活的经验生活，剥
夺其活生生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
认为史诗的真正继承者不是悲剧而是小说，并在
对悲剧进行了短暂讨论后，转向对小说理论的集
中研究。
卢卡奇对本雅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雅
明青年时期便读过卢卡奇早期的部分著作，如
《悲剧的形而上学》、
《小说理论》等，对卢卡奇十
分仰慕。所以伊格尔顿称卢卡奇为本雅明的“伟
大导师”
。日本学者三岛宪一也认为，若与本雅明
对于卢卡奇的敬意相比，其他人的影响简直不值
一提。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本雅明这样解释
他的书名：
“ 起源这个术语并不是用来有意描写
现存事物之所以得以存在的过程的，而是用来描
写从变化和消失的过程中出现的东西的。
”[7] 17 对
本雅明来说，
“ 起源，作为一种本原，并不指原始
现象本身，而指原始现象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形
式，这就是‘理念’。
”[7] 2 所以本雅明更关注的是悲
剧事件的美学意义，在事件的前后过程中所带入
和显现的创造性的因素。而起源的神圣只存在于
上帝那里，所有现实在上帝的创造性语词中都能
找到它们的终极“起源”。只有与上帝的先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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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论悲剧的形而上学

发生关系，人的经验世界才会具有超验性。很明
显，本雅明所强调的“理念”是对卢卡奇的悲剧与
上帝之关系的进一步延伸。卢卡奇对时间的理解
也深刻地影响到本雅明。卢卡奇认为悲剧只是一
个瞬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这些瞬间不
是相继发生而是存在于平等状态之中，所以悲剧
的时间打断了时间的永恒流动，使两极可以相互
转向，糅在一起的。这些观念在他后来的《历史与
阶级意识》中可以更明显见出，
“ 生成同时就是处
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
但是处于具体的，
也就
是历史的过去和同样是具体的，也就是同样是历
史与将来之间的中介。当具体的‘这里’和‘现在’
溶化为过程时，这就不再是不断的、不可捉摸的
环节，不再是无声地逝去的直接性，而是最深刻、
最广泛的中介的环节，是决定的环节，是新事物
的环节。
”[6] 268 张异宾教授想到的是海德格尔的绽
出说，
“生成作为当下的建构，是一种将过去造就
新质的创化，并且这一当下的创造也是迈向未来
的必由之途。
作为一种时间，历史的生成不是平滑
的持续流逝，而是一种过去 - 现在 - 将来的三维
同一的历史性生存时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后来
的海德格尔那个过去和将来在此时中的绽出
说。
”[8]16 然而，本雅明的单子在时间的爆破说又何
尝看不到卢卡奇理论的影子呢。
卢卡奇的悲剧理论也启发了后来的理论家
对悲剧与现代主义关系的理解。卢卡奇对现代主
义始终持批判态度，批判现代主义文学总是喜欢
描写生活中的
“非理性”
现象，如神秘因素、病态心
理、
意识流，
等等。不关心正常的东西，
把病态当成
逃避畸变的方法。批判这些文学倾向性不够明确，
不去发掘本质，内容也没有任何意义，等等。卢卡
奇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开辟了后来理论家思考
现代主义文学的真正意义和存在合理性的研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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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从总体性概念出发，卢卡奇将悲剧视为人与命
运之间的游戏。并且因为悲剧的概念化特点以及
他对现代社会破碎化的否定，卢卡奇简单地将现
代社会进行了否定。本雅明却在他的基础上进一
步延伸，思考现代社会中的碎片性特点如何表征
总体性特征问题。
在现代性社会里，
随着高科技的
不断发展，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使得社会艺术
以及人类自身不断被边缘化，破碎性正是现代社
会的最主要的特点。本雅明在卢卡奇对“伟大瞬
间”的描述中获得启迪，从而将历史进行碎片化解
读。
在本雅明的视野中，碎片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
对时间即时性变化的强调，他将历史化作短暂的
“此在”之道，将碎片化的事物赋予整体性的内容
理念之中，
以解放被内容所附加的形式。
本雅明在
碎片中寻找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并
由此区分出“象征”和“寓言”两种表达方式，为现
代人更好地理解现代性特征开辟了新的阅读视
角。
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扉页引用卢卡奇《悲剧
的形而上学》中一句话作为全书的题词：
“ 悲剧是
一种游戏……上帝是这种游戏的观众。他只是个
观众，他的言语和行动从不介入演员的言语和行
动。
”在上帝、世界和人的三角悲剧模式中，他将隐
蔽的上帝视为悲剧的中心，将上帝的存在但从不
显现视为悲剧的前提，并在现代性造成的虚无和
绝望中，读到了悲剧与希望的联系性。而伊格尔顿
将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悲剧性表达和批判模
式，
都有卢卡奇影响的痕迹。卢卡奇对历史位置的
强调，对悲剧人物边界位置的强调，可以说又影响
了伊格尔顿对替罪羊及其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性
理解。
卢卡奇短短的一篇文章，却包含着如此丰富
的思想内涵，对后来的很多理论特别是现代悲剧
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卢
卡奇不愧于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之称。

参考文献：
1 卢卡奇.悲剧的形而上学[M] // 克尔凯郭尔,等.悲剧：秋

天的神话.程朝翔，傅正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

2 高海清.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J].求是学刊，2003(1).
3 帕斯卡.思想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5.

4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M].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
京大学出版社，2004：124-125.

5 王天保.从《悲剧的形而上学》看卢卡奇的悲剧理论[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1):109.

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 陈永国,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8 张异宾.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4：16.

（责任编辑：李金龙）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of

Major

Articles

101

No.3

and elegant style. These ballads express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local expressions demonstrate their grassroot

characteristics, what is more, as the ballads are taken to the overseas countries, they adopt foreign words, which give them a charm of marine
culture.

Key words：Chanshan ballads；vocabulary；ancient words；local words；foreign words

A Study of the Works of Xu Xinying, a Chaoshan Female Writer
LIU W en-ju LI Jian-cheng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Abstract：Xu Xinying （1908-1958）was a female writer born in Chenghai. Originally named as Xu Lansun, she used Bai’
Ou as her pen name.
She inherited her father’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and specialized in classical poetry. She also inherited her father’
s work of vernacular
writing pioneering in Chaoshan area, composing modern lyric poetry, prose and novels. Her brilliance made her well known in the Chaoshan

literary world at an early age. From 1926 to 1934, she was studying and living in Shanghai as a famous woman writer. After 1934, she returned

to Shantou to teach for a living. She wrote in her spare time and published many poems and articles in loc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rolific,

elegant, romantic and sentimental, her works reflect the mentality of modern women in pursuit of self-liberation. Unfortunately, most of her works
were lost and forgotten by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collects some of her works through document search and oral interviews to her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order to restore her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native of Chaoshan；Xu Xinying；works；research

Lukacs on 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
XIA O Qi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Yunnan

650221）

Abstract: Lukacs is the founder of both western Marxism and modern tragic theories. But studies on Lukacs in China exclusively focus on such
concepts like totality, materializat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gic theory of the early Lukacs, especially his essay“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is neglected. “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gedy and modern socie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constructing metaphysics. For the first time it emphasized the metaphysical level of tragedy and its ethical realistic requirements. It influenced
the tragic theory of Benjamin, Goldman and Eagleton.

Key words: Lukacs；the hidden God；metaphysics of tragedy；tragic ideas

The Reading Politics of British Marxism: Cultural Hegemony and Reading Construction
ZHOU Hai-l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tou Polytechnic, Shantou, Guangdong 515041）

Abstract: Poststructuralist literary theories deconstructs the ontological position of the text, and consider readers and reading activity as the
origin of meaning. Readers are examined in the reading practic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ders and social culture is foregrounded, which

makes possible the intervention of British Marxism. Theoretical readers become cultural political readers different in race, identity, age, class and

gender. With its turn to Gramsci's cultural hegemony, the elitist reader theory gives way to a reading politics of popular readers,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reading, all of which are given political values and practical political strategies.
Key words: cultural politics；cultural hegemony；popular culture；reading construction

Tao Yuanming, a Critical Biography: the Pain of Reality
—On
—— Li Changzhi’s Comment on Tao Yuanming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deas

MA Zhi-j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00871）

Abstract：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e major part of Li Changzhi’
s work. It not only embodies Li Changzhi’
s ideals of personality

and 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demonstrates his change i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hoice. Although he used highly individual discourse, in essence
it was different from modern individuality. This discourse embodies an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different from the political
approach. All conflicts are the subject of Chinese history ever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China was becoming a modern nation state.
Key words：Tao Yuanming；
“vitality”
；political choice；concept of individ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