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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怀疑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永远无法把握这个世界。 它以其存疑、否定、对立、提问、对话等基本方法对传统美学理论

中美的起源、美的形式、天才论 等命题做了批判和 质疑, 从一 个全新的角度对美学 进行阐释, 以交互主体和对话 的形式建构美
学, 使艺术能够进行更加平等和宽容的对话。 这可以 使美学摆脱罗各斯中心主义、独断论和意识形态的束 缚, 获得精神的独立
性和学术的尊严, 从而真正产生创造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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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怀疑论的基本方法的介绍

要局限在消极的个体意识之中, 而后来的怀疑主义显

怀疑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永远无法把握这个世界,
无论是我们的感知还是我们的判断, 都无法告诉我们

然有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和批判姿态。像现象学代表人
物胡塞尔就说过: “在认识批判的开端, 整个世界, 物

一个确切的对错标准。 所以, 我们应当彻底抛弃对自

理的和心理的自然, 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 以及所

己的感知和判断的信任, 成为一个从不妄作判断, 不
妄定是非的人, 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平静。 这并

有与上述对象相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
它们的存在, 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 [4 ](P 1) 。

不是说怀疑主义所抱有的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怀疑, 它

否定是和存疑密切相关的一种方法, 它既对实体

不是以怀疑作为最终目的的, 而是提倡一种敢于批判

现象进行否定, 也对主体的感觉经验进行否定, 既否

善于反思的怀疑精神。 它“以富有开创性的逻辑思辩
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 在方法论上, 以怀疑论哲学为

定既定的理论的概念、范畴和逻辑, 也不断地对自我
存在进行反思和否定性理解, 以寻求新的理论话语的

逻辑根据, 现象学为理论基点, 采用辨证思维和诗性

不断诞生。 这种方法用在美学上, 可以对美学的许多

思维相综合的方式”

[1 ]( P 1)

对观念和命题提出富于开

虚假命题进行清理, 对禁锢美学的各种理论和框架进

创性的批判, 而正是这种充满批判和反思精神的理论
才真正使哲学和科学从各种独断论和自以为是的各

行彻底的颠覆, 从而还美学一个超越的诗意空间。
对立的方法认为每一个命题都有另一个与它相

种理论中解放出来, 从而产生真正的创造力。“著名科

等的命题与它相对立。它是怀疑论的主要方法。怀疑

学社会学家默顿认为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科学研究
主体的四大精神气质之一。当代怀疑主义研究权威帕

论者采用把现象与现象相对立、思想的对象与思想的
对象相对立的方式, 从现象和思想的对象中发现矛盾

普金 认为 `怀疑 主 义一 直 是思 想 史的 主要 动 力来

并揭示对立的命题, 从而实现对独断论合 理性的解

源’ ”

[3 ]( P 1)

。 在此, 笔者将对怀疑主义的其中一些基本

构, 并为相对主义开拓了一个精神空间。 中国先秦就

方法作一些初步的探讨。怀疑论综合和提炼了传统哲 有这样的思想。 《庄子》中说: “毛嫱、西施, 人之所美
学的思辨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种基本方法。 也; 鱼见之深入, 鸟见之高飞, 麋鹿见之决骤, 四者孰
它们是: 存疑、否定、悬置、对立、均等、提问、想象、体
[4 ]

知天下之正事哉” [5 ]( P 1) 。 这种对立的方法所蕴藏的思

验、无言和宁静。 笔者在此主要对存疑、否定、对立
和提问四种方法作一些初步探讨。

想动机是: 怀疑论者从不声称找到了真理, 真理只存
在事物的矛盾对立之中。提问就是以对话的方式对知

存疑就是“对一切不能由感觉和理性所确认的信

识以及追求知识的行为作出怀疑和质询。深谙此道的

[ 4] (P 1)

。 就是说要人们谨慎对待事

哲学家在中国有庄子, 在西方有苏格拉底。 在这些提

物, 对事情不妄下判断。在前怀疑主义时期, 存疑还主

问与对答中, 蕴藏着丰硕的思辨的智慧果实。 他们从

念和知识不作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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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问什么是知识, 知识如何存在, 如何获得的问题,
而是转向对主体如何获得知识, 知识如何可能和知识

症”的发作。人类狂热的追求那种确定性和稳定性, 而
艺术的一个典型功能就是揭示出一切确定性和稳定

能否满足人的精神意义的追问。他们从不宣称提问的

性的东西的虚假性质, 因此, 被人们视为一种“干扰因

终结, 永远为进一步的探究保留余地。

素”而遭到驱除和禁锢。 因此就有了“忧虑论”, “宗教

二、怀疑论对美的起源的各种观点的存疑和否定
对于艺术起源论至今有很多中说法, 康德认为艺

论”和“等级论”。这是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相悖的。
三、怀疑论对立和提问的方法对美学形式的影响

术并非来自客观世界, 而是来自于自我意识先验的审

怀疑主义认为在很多时候, 一种与自己完全相反

美原则。 “我们从一个审美对象身上完整地关照这个
对象, 而不从这个对象本身取出某种东西进行规定的

的见解也同样证明是有效的。 因此, 在这二者之间作
出选择也就变得相当困难。在我们这个迅速发展的文

判断” [2 ]( P 100) 。 最有影响力的说法认为艺术是人类因

明世界, 有着越来越多的不一致。 解决这样一个“问

不能理解周围世界而感到忧虑的一种表达。怀疑主义

题”已成为人类延续生存的关键所在。对此, 我们应当

对此作出了存疑。他们说: “如果我们真的信奉这种理
论, 就应该得出如下结论: 自荷马之后, 再也不会出现

时时准备接受和自己见解相矛盾的东西, 时时准备向
自己和他人提问, 以引出相反的观点, 从而引起思考

什么更伟大的诗作了, 因为原始文学艺术的任务再荷

和争辩, 这个世界才能在各种观念, 思辨, 问答中生机

[6 ]( P 12)

。怀疑主义认为这种把艺

勃勃, 活泼有趣。 怀疑主义认为对确定性的追求和确

术看作是人类忧虑表达的理论会导致艺术的最终消
亡。 因为如果人类的种种忧虑因为艺术出现而消失

信无疑是导致人类种种灾难的主要原因。
按照这一理论, 艺术不应当被局限于那些传统的风格

了, 艺术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对它取而代之的将是科

和类型。艺术家并不局限于那些专业的画家或诗人。艺术

学, 更进一步说, 将是哲学。
另一派重要的艺术起源理论则把艺术视为宗教

是和那些系统相对抗的东西, 它是对这个以规则、体系构
建的世界的嘲讽和批判。 人们曾为艺术赋予了太多的功

祭礼的一个分支。这种理论认为在宗教刚刚开始兴起

能。 这些功能大多与宗教和伦理道德有关, 甚至把它沦为

的时候, 有很多的祭礼仪式, 当这些祭礼仪式逐渐从

社会政治组织的工具。这些思想只是暴露了人们对“系统”

宗教中独立出来的时候, 便成了人类最早的艺术。 这
一理论的主要阐述者是瓦特尔. 本杰明。 他指出: “自

和“秩序”的维护和对艺术的拒斥。 在怀疑论看来“艺术必
定 是对一切 系统或一 切营造 系统 的企图 的强烈 反

从艺术从宗教的祭礼中分离出来之后, 它便找到了一

抗” [6 ](P 52) 。 因此, 笔者认为, 将怀疑论中对立和提问的方

马时代就已经完成了”

[ 6] (P 12)

个新的赞助者, 而这个赞助者便是政治”
。 怀疑
主义者认为, 这种理论把艺术当成宗教祭礼的一个副

法引入美学, 就能建构起一种对话的形式。 对话性结构应
当是艺术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观赏者在这里和艺术家处于

产品, 并且把它作为比其他精神产品更低级的形式,

同等的地位。不同的人都可以对艺术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

如此说来, 艺术将不会有发展了, 它将成为一种衰落

看法, 都可以对艺术品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实际上, 一个

的现象。
第三种艺术起源论从一开始便把人的发展分成

观赏者也就是一个艺术家了。只有这样一种形式才能真正
使观赏者积极地参与其中, 而不致让艺术沦为作者宣扬自

为几个阶梯: 人开始是感性动物, 经过一段中间发展

己观点的工具。 这样, 人类才能真正从无数个角度去观察

阶段之后, 才变成了今天的理性的人。 在中间阶段的
时候, 人是艺术的人, 在最后的发展阶段, 人才掌握了

生命和生活本身, 从而寻找到那些可以击毁或破坏那些危
险的确定性的因素。这种对话的形式不仅是艺术家和观赏

科学和哲学。这种理论把艺术看作是人在无知中摸索

者之间的对话, 而且是艺术家自身离开自我一段距离, 从

的第一盏明灯, 正是它所提供的养分, 使人类能够消

而能够观察到自己, 认识自己, 从而创造的一种自我内心

化更坚实的科学之果。 这种理论认为, 艺术家是一些
长不大的孩子, 他们拒绝进入人类理性的殿堂, 这是

的对话。 也只有这样, 艺术家才能真正同自己的思想拉开
距离, 并对自身加以批判, 成为一个无情的批判者。夏夫兹

一种典型的青春期现象。 很多学者对此作出过批评。 博里认为对话: “基本上是永无休止的, 因为它从不会达到
怀疑主义对此作出了否定的解答。 他们认为, 把人的
理性能力和感性能力分割开来是错误的, 把科学捧上

一个固定的终点或结果, 它总是间接导向真理, 它不需假
设和分析, 而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压制那些人所公认的

天, 把艺术踩在地上是荒唐的。 这仍然会导致艺术的

错误” [6 ]( P 53) 。 因此, 只有“对话”这样一种自由的方式才能

最终消亡。

让艺术脱离各种系统和体系的禁锢, 去追求真正的心灵的

怀疑主义认为上述艺术起源论之所以长期延续
下来, 其原因在于人类的一种病态的和危险的“狂热

自由, 去实现对各种信仰、信念等等危险的确定性的分离
和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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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怀疑论以提问的方式对美学天才论的质疑和
批判

长, 有时候我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怀疑主义认为天
才理论会导致人们的懒惰和虚荣心的膨胀。现代很多

长期以来, 艺术理论对于艺术家一直持有天才论

作家都极力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 他们的作品是毫不

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认为艺术家的才能或能力是天

费力写出来的。而这样最终会导致艺术成为人们玩弄

生的, 而不是后天学成的。 这一观点的核心不在于强
调艺术天才的天生资质, 而是强调了艺术家的超人

辞藻和随意的联想的场所。
怀疑主义认为, 对于艺术的天赋是根植于每一个

性质, 认为艺术家的才能是神赐予的, 是超人的, 一般

平凡的人的心中的。普通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区别只在

人无论付出多少精力和心血, 都是不可企及的。 持这
一理论的哲学家有苏格兰的哲学家格拉尔德。他认为

于他们对艺术的感觉的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所以, 艺
术应该是一种对话, 人们在欣赏一幅作品的时候, 应

天才是“一种独树一帜, 踏出一套新的路子, 或创造出

该抛弃所有瞻仰、赞赏等等心理, 以平等的身份参与

。 他认为, 科学天

到这场对话中来。 这时, 观看者面对的不再是高不可

才的发明和发现主要是作用于人的理性思维活动, 它
的目的是“知识”, 而艺术天才的发明和发现则主要作

攀的“大师”, 而是一个和他娓娓道来的谈心者。 夏夫
伯里兹就说过: “真正的大师总是给读者提供机会, 让

用于人的趣味, 它的目的是快乐。 康德认为天才观念

他们自己去发展自己的艺术能力” [ 6] (P 63) 。夏夫伯里兹

只适用于艺术, 而不适用于科学。 因为科学有它自己

认为, 在这场艺术的对话中, “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作

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的对象可以通过对自然的
调查和思考而接近” [ 6] (P 59) 。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这一

者和读者均不见了, “非功利性”的意味在这里得到了
体现, 而只有当功利的影子最大程度地减 弱或消失

思想, 也持有艺术天才论的观点。 怀疑主义对此提出

时, 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艺术” [6 ]( P6 3) 。

了质疑。 如果说艺术只能是天才们偶然的灵光闪现,
那是不是说天才们一死, 艺术创造就不存在了? 通过

怀疑主义运用自己独特的批判精神, 集中对艺术
和美学中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诠释, 从而发

这一提问, 人们就可以看到天才论所将导致的最后结

现, 艺术的本质, 不在于它追求一种超自然的存在, 也

论—— 艺术的消亡。当艺术只是出自艺术家们神性的

不在于它对现实的忠实反映, 或内在感情的表现和抒

顿悟和非凡的想象力时, 艺术终将随着天才时代的终
结而消亡。 当一个艺术家死亡以后, 再也不会有人能

发, 而是在于它对现实的批评。 怀疑主义以自己独特
的思辨的方法为美学开辟了一条发现的路径, 在此过

够超越他, 因为他的创造是至高的神性的顿悟。

程中获得本体论意义和生存论意义的双重自由, 从而

怀疑主义对于天才理论的另一个提问是如果说
艺术都是艺术家们突发的灵感所致, 那么是不是可以

领悟到最纯粹最空灵的美。

前人想所未想的东西的能力”

[6 ]( P 56)

说, 艺术从事者再也不用将心血和努力花费在艺术创
造上了, 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等待着灵感的降临? 而
事实上, 艺术创作是一门很艰苦的工作。 莫里哀在写
作时, 每写四个字就要改动三个。曹雪芹写《红楼梦》,
其改写时间几乎占据了他成年生命的全部。张爱玲就
在《红楼梦魇》中说过: “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
典娜一样, 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 一
下地就是全副武装。从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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