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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当代文艺理论界对于艺术定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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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不断涌现的先锋艺术给艺术定义提出难题，形成了西方美学界文艺理论界旷日持久的争论，系统

考察有关艺术定义的理论有其必要性。比较研究韦兹的“家族相似”理论、丹托的“艺术界”理论、迪基的体制理
论，分析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用目的论的方法来探讨艺术定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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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艺术流派纷繁出现，围绕艺术能否定义，
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们进行了空前热烈和持久的大
讨论，
形成了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定义理论。
一些美学家们认为艺术是动态发展的，不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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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艺术作品之间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释，
系，
但中间并没有共同特征。韦兹还认为艺术最根本
的特征是创新，是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既无法定义也
因为艺术一旦获得定义必然就会被新
没有必要定义，

义； 另一些美学家则认为虽然艺术品之间没有可形成
定义的表面共同点，但在深层面上，我们仍可以找到

的艺术实践所推翻，他说： “由于艺术那扩张的、极具
冒险精神的特性，它那不停变革和新鲜奇异的创作，

共同特征，
所以艺术的定义并不是不可能； 还有的美
学家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在考虑“艺术可不可

［1］
确定了所有定义特征都是行不通的 ” 。因此韦兹
被认为是反本质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定义”问题之前，
应该先考虑如果可以定义的后果，这
些实用主义美学家认为，定义是一种固化，如果给艺

美学家曼德鲍姆认为，韦兹对“家族相似”理论
的理解是错误的。 根据曼德鲍姆的说法，“家族相

术下定义，
那必然会对艺术的创新性有所损害。面对
重重困难，
很多当代美学家另辟蹊径，试图在不妨碍

似”说的只是各个成员之间没有浅表的共有特征，但
并不能说明他们中间没有深层的联系。假如说艺术

创新的情况下给予艺术一个兼容并包的定义。

是一个家族，
那众多艺术作品之间是不可能通过直观
就能得到它们的共同特征的。但是曼德鲍姆并没有

考察这些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我们提出自
己理论见解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可以
用目的论的方法来探讨艺术定义问题 。

1

韦兹的“家族相似”理论

日常生活中很多例
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事实上，
子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一套厨具，它包括刀、砧
板、
锅碗瓢盆、
灶台等等。只从表面观察，这些东西无
论是从材质上还是形式上都无法找到共同点。但是

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韦兹认为我们将一个东西
判定为艺术品，
并不是根据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也

既然它们都被称为厨具，
那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必然具
，
有某种联系 只不过这个联系比较隐秘难寻。传统艺

就是说，
如果我们根据色泽的艳丽、形式的匀称等条
件来判定一个雕塑是不是艺术作品，那我们始终会遇

术的局限性就在于它试图从艺术作品的表面特征上
归纳出艺术的定义，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从

到这样的情况： 一个雕塑它色泽既不艳丽，形式也不
匀称，
但它却是公认的艺术作品。韦兹认为，艺术作

艺术的深层特征入手来探讨艺术的定义问题。

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不可能求得一个把所有艺术
作品都包括在里面的定义。但为什么它们都叫艺术
作品？ 韦兹认为我们只能用“家族相似 ”理论来解

2

丹托的“艺术界”概念
丹托认为： “就像能不能判定天上闪耀的东西

是否是一颗星星这个工作只能由天文学家来辨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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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这个物品是否为艺术作品也只能由艺术领域的
［2］
行家来判断。” 也就是说，一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艺

功。因为不管什么东西都能像艺术作品那样在某个
时候成功地发挥一定程度的艺术功能 。比如说一部

术作品，既不是由这个东西自身的特征决定 ，也不是
由人们的主观臆断决定，决定者是围绕这个东西的

喜剧电影可以使一个孩子开怀大笑，而一盒巧克力
完全可以获得同样效果。 要走出功能性定义的误

理论氛围，也就是“艺术界 ”。 艺术界是一个整体，

区，我们就要采取程序性定义的方法 。
迪基给艺术作出这样的定义： “某个艺术作品

每个艺术家在创造自己的新作品时都离不开前人的
影响，都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再有所创新和
发展。接收者对于艺术史的知识越丰富，对其中的
作品了解得越多，他们对单个艺术作品的理解也必
然更加充分。 我们对于某个艺术作品的了解，必然
与整个艺术理论、艺术史组成的理论氛围密不可分。
举例而言，
假如某个夜莺可以和笛子大师赵松庭作品
那么它们都
中某个段落的演奏发出一模一样的声音，
是艺术作品吗？ 根据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得出的
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从表面的声音相同就

在它的区分意义上是： 首先，它需要是一个人造物
品； 其次，一些人代表某个艺术或社会组织而授予它
［4］34

欣赏资格的一组特征。”

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它
避开了作品的功能和特征。 首先它与再现、表现等
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功能毫无关系； 其次它也不涉及
和谐、有机统一等形式上的表面特征。 程序性定义
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艺术品的依据很简单 ，只要它
满足人工制品和艺术界的接受即可 。这个定义遭到
了广泛的批评而使迪基不得不做出调整。 最后，迪

判断它们都是艺术作品。从音乐史上看，
赵松庭合南
北之长，
其演奏的作品既有南派的典雅，又有北派的

基认为一个东西如果要成为艺术作品应当满足五个
条件： 1） 制作人要对这个作品有理解； 2） 人工制品；

这些东西显然都是一个夜莺所不具备的。
刚劲明亮，
戴维斯说： “这些特征不是仅仅由简单感知来掌握的，

3） 公众要积极准备去理解展现给他们的对象； 4） 艺
术作品所存在的艺术界是一个整体； 5） 艺术界是一

而是通过综合的观察和理解，在艺术史、美学史和文
［3］
”
艺理论等组成的‘理论氛围’中才能掌握。

个制作者将他的作品展现给民众的框架组织。

丹托的“艺术界”理论的优点在于其视点不再仅
而是充分联系艺术作品所浸
仅局限于艺术作品本身，
染其中的理论氛围，
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能使我们更
清楚地认识到艺术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
艺术作品首
先是“艺术界”中的艺术作品，它不能于历史积淀、社
会环境、
民族性格和作家风格之外而独立存在。这对
于我们认识艺术定义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很有启发意
义。但问题在于过分强调外在于艺术作品的理论氛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明显是一个循环论证 。艺
术家是艺术界的界说前提，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间
接上又是艺术家的界说条件。但迪基认为这并不是
什么大问题，迪基给出的理由为： 艺术是文化概念，
文化概念就得采用循环论证或者说迂回论证的方法
来定义。迪基认为文化人类学家“将揭示出如同艺
术的体制理论那样的文化结构。程序理论论述了艺
术作品被缔造出来并施展其拳脚的文化组织 ，这种
［4］

组织自己是由文化功能来揭示的 。”

围，
而忽略艺术作品本身，难免矫枉过正。虽然不能
从表面的特征来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艺术作品，但我

迪基理论的优点在于它比较客观化，
他的理论吸
收了解构主义的观点，
把艺术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

们还是应该充分立足东西本体，
而不能完全无视这个
从某种外界的联系来寻求帮助。
东西本身，

境中，
从而避免了传统定义过于主观化的缺点。但问
艺术界和文化界毕竟不同，
文化学家不可能具有
题是，

3

迪基的体制理论

与艺术理论家一样的专业知识和本领域的理论深度。
求助于文化界来定义艺术，这是一种顾此失彼之举。

迪基认为丹托仍然没有走出传统的艺术定义的
范围，而只是对传统定义进行了修补工作。 要对无

可以看出迪基和丹托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艺术本体
它们都转向求助
论角度定义艺术看似成为不可能时，

法定义的艺术进行定义，就必须创造一种与传统截
然不同的方法。

于更为广阔的外界环境而不是坚持艺术作品的本体论
地位。事实上，我们认为寻求艺术作品之外的理论氛

迪基创造性地区分了两种定义的方法： 功能性
定义和程序性定义。他把以往包括丹托在内的所有

围和艺术作品本身的结合才是较为可取的努力方向。

人的定义都归为功能性定义。 迪基认为，传统的定
义方法总是着眼于艺术的审美功能，但是只要从功
能方面定义，不管你考虑得怎么周全，都不可能成

4

目的论的尝试

20 世纪对于艺术定义的争论是当时实验艺术
和先锋艺术盛行的一种反映。丹托的理论还没有脱
· 27·

离他本人的哲学体系，突出了艺术和哲学的联系，艺
术成为他哲学理论解释的产物。迪基的艺术定义理

［6］
的性” 。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定义里，艺术作品却
是有外在目的，
这就使艺术作品丧失了本体论地位而

论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承认艺术是与社会
息息相关，艺术是一种社会体制运行的结果 。此外，

成为工具性的存在。首先应该澄清的是，根深蒂固的
理性主义思想使得康德从美的概念出发，演绎出美是

列文森非常注重历史与艺术的关联，强调我们要从
历史的语境中来看待新的艺术作品 。古德曼则认识

无目的的，
其论说缺乏事实根据。比如根据康德的内
在目的论，人以自身为目的，其行为不能为外界所决

到艺术符号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把艺术和认识
论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艺术的情感方面。 将这些

定。这样割断人与社会的联系显然是荒谬的。当然这
牵涉到康德的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问题，暂且不表。

理论综合起来考察，笔者认为要给艺术下定义，不能
脱离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语境，更不能忽略艺术作品

这里强调的是，
艺术作品始终处于与接受主体的关系
，
中 它必然是有外在目的的，
但这并不表明艺术作品因

本身。因此我们提倡从本体论角度出发，仔细分析
艺术作品本身，充分发掘各种艺术现象，同时注意联

此就丧失了本体论地位而沦为工具性的存在。接受主
体和艺术作品互为目的。在审美活动中，
艺术作品使

系社会和历史的背景。

得接受主体忘掉了沉重的现实生活，
进入一个明亮的
审美世界； 而同时艺术作品也展开了自己，
与主体融而

面对如此复杂难解的问题，我们不妨换个思路。
曼德鲍姆对韦兹反驳时提及，表面上艺术作品之间
没有任何共同点，因为这些特点隐藏得比较深而难
以发现。这个深层特点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些
艺术作品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审美。正是审
美把所有艺术作品聚集到一起，也正是审美，才使得
艺术作品成为艺术作品。一本写满字的书在没有进
入我们的视野时，还不是艺术作品，只有被人阅读，
进入到人的审美活动时，它才是一件艺术作品。 这
个观点可能会遭到诘难，原因在于似乎过分突出人
类的主体性会有害于定义的客观化 。但此处强调艺
术作品必须服务于人的审美目的并不是为了突出人
类中心主义思想。 王阳明在《传习录 》中说： “你未
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
［5］
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表面上看这和贝克莱的

为一，
实现了自己作为艺术作品的终极使命。在主体
和艺术作品的关系中，
一切都统一于审美这个目的，
一
切目的都因审美活动的进行才得以实现。
当然，艺术作品与人总是处在复杂的社会环境
中，绝不能把它们同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经济环境
隔离开，艺术作品是朝向审美的作品这一观点的优
点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各种形式、条件虽然
都统一于审美，但这个进程中并不排斥外在因素比
如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进入。
文艺理论总是朝向未来的理论。 在未来，人工
智能的成熟必然会给艺术世界带来极大的变量 ，人
工智能可以创作歌曲，这就否定了艺术作品必须是
人为的这一要素； 人工智能可以联结大脑使人的艺
术想象直接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于电脑屏幕 ，这就

“存在即感知”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二者含义相去
甚远。王阳明的“心外无物 ”说的是意义问题，与维

否定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包含高超的艺术技巧这
一传统观念。但是不变的，是艺术作品总是朝向审

特根斯坦所主张的“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 ”近似。
王阳明在这里强调的并不是唯我论，而是强调讨论

美的艺术作品这一基本方向。光怪陆离的现代艺术
虽然表现出反艺术、审丑化的倾向，但其中透露出的

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不能忽视接受主体的存在 。1967
年，姚斯发表的著名演讲《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

深层意蕴却是现代艺术家对于丑陋不堪的社会现实
的愤怒以及对于真善美的真诚呼吁，所以审丑的最

么？ 为什么？》震动了整个德国文坛。 在这篇演讲
中，姚斯指出，以往的文学研究都是把文学事实局限

终目的还是呼唤美的到来。

在文学的创作与作品表现的封闭圈子里，这样文学
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作品的接受之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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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lant and creation
—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anshou Temple and Missing Person
GAO Qiang
（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the detective mode in Wang Xiaobao's Wanshou Temple and Patrick
Modiano's Missing Person in spite of similar structure and theme． Modiano's influence on Wang Xiaobao is comprehensive，especially Modiano's masterpiece Missing Person，which is referred to many times in Wanshou Temple by
Wang Xiaobo，and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whole structure and deep implication of Wanshou Temple．
Key words： Wang Xiaobo； Patrick Modiano； Wanshou Temple； Missing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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