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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傅其三u

(湘潭大学, 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 通过对柏拉图理式论、模仿说、灵感论的解读,集中论述了他对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创作源泉的

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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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式 文艺本质论

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柏拉图, 其思想体系是

相当完整的。理式论是构成这一思想体系的中心范

畴,也是其文论观点的理论基石。他的有关文艺的

基本主张,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柏拉图的理式论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渊源。此前

普罗塔哥拉的感觉论(普氏认为感觉是一切认识的

根源。他说过,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事物存在与不存

在的尺度)认为,感觉是衡量事物是否存在的标准和

根据。柏拉图的看法则刚刚相反,认为人的视觉听

觉没有确定性, 不可能用感官识别客观事物的真实

本质,而只有通过理智和心灵才能认识真理, 把握真

理。柏拉图更信奉苏格拉底说的 能思维的人是万

物的尺度 。他发扬了他的老师的有关思想, 确信知

识都是概念的知识, 除了从概念中获得真理外,别无

出路。于是, 他提出一个人心之外的 原型 或 模

式 说,这就是 理式 。其实, 他并未集中论述过理

式的本质特征, 只是说它是无色无形难以捉摸的天

外之物,只有理智和灵魂可以观照到它。也有学者

(例如卡西尔)认为,柏拉图的理式论是受毕达哥拉

斯 数 的影响, 是一种 以一统多 的总括概念。

在我们看来, 理式 是个被神化的一般概念。

柏拉图把抽象的一般概念与具体的个别事物相分

离,使普遍脱离特殊而独立存在,这就颠倒一般与个

别的辩证关系, 把一般看作是由神创造的先于个别

而永存的真实体,从而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也

否定了感觉经验的重要性。

我们用柏拉图在 理想国卷 10 所举的那个著

名的 三种床说 来看看理式的真谛。他说: 床不是

有三种吗? 第一种是自然中本有的, 我想无妨说是

神创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是木匠制造

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在他看来,第一种床是床

之为床的那个床的理式, 第二种床是木匠依床的理

式制造的个别的床, 第三种床是画家模仿个别的床

所画的床。理式的床, 即床的规律和道理是固定不

变,永世长存的, 因而是真实的; 木匠所制的床虽根

据理式而作,但却因时间空间和材料等条件所限制,

只能是理式某些方面的模仿,没有永恒性与普遍性,

因而是不真实的; 画家所画的床, 虽根据木匠的床,

但他所模仿的只是某一角度的床的外形, 不是床的

实体,因而是更不真实的。他由此得出结论:艺术模

仿现实,现实模仿理式; 它们必须依存于理式,不能

独立存在。这无异于说:理式世界第一性的,现实世

界是第二性的, 艺术世界是第三性的。它们的关系

不是平行并列的, 理式是原型是根本,是永驻不变的

真实体,现实是理式模本或影子,艺术则是模本或影

子的影子。

柏拉图就是根据这个理式论去寻找探索美的本

质和艺术的本质。他所谓的 美本身 ,就是指 一切

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 , 也即源

泉;一种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绝对美。而

美本身 派生出来的事物的美则是相对美。明确地

说,美的本质或艺术的本质在于 美本身 ,而不在于

个别事物的美。这就是说,第一,美或艺术的本质,

不在于自然事物, 而在于 理式 (包括和谐、智慧、至

善至美等) ; 事物的美是因为 理式 的参预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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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 理式 因其所包含的内容和范围有别而

分成高低不同的层次, 美也就有许多等级。最高的

理式 是 至善至美 ,它所表现的是绝对美, 而最低

的是事物美,介乎二者之间的则有心灵美、制度美等

等。第三,绝对美是美的本体,它与善的本体是统一

的;至美也就是至善。人们对绝对美的关照, 不仅需

要深广的知识, 还需要有高尚的德行。

柏拉图的理式论是在长期探索中逐渐形成的。

从理论源头看, 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美学思潮是

分不开的。在他早年所写的 大希庇阿斯 中, 曾对

如下常见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 诸如美是具

有美的属性的具体事物(例如美是一个漂亮的小姐,

一匹母马以及竖琴、汤罐等) , 美是使事物显得美的

质料或形式,美是某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 美是恰

当、有用或有益, 美是由视觉与听觉引起的快感, 等

等。柏拉图对上述看法逐一进行驳论, 正是在针锋

相对的激烈辩论中, 他看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东西,

很难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尽管他在尽力寻求

那个 共同的美的性质 即 美本身 ,但却仍然断言

美是难的 。这说明他在困惑之中尚未提出 理式

论。此后,他转向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求教,巴门

尼德告诉他:世间万物变动不居难以捉摸,而这个世

界之外,必然还有一个本源的、恒定的世界, 它才是

存在,前者是非存在,真理只有从存在中求得。这对

他的影响极大。同时, 他吸取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知识产生于概念的思想, 认为一切知识的取得都是

由抽象和概括上升为概念的结果,而只有概念是建

立于普遍理性上的, 是事物共性的反映,具有客观真

实性, 不为人的主观印象所左右。美这个概念即反

映了美的某些方面的共性。也正是在巴门尼德 存

在 说与苏格拉底知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酝酿与

探索,柏拉图创立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理式论。

作为古希腊历史文化的产物, 唯心主义的理式

论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第一, 理式论是在人的自我

意识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形成的,它把神理性化了, 把

理性神化了, 在神与人间架起了一座精神的 桥 。

这座 桥 的理论价值在于: 人被神被命运主宰的时

期过去了,理性成为人们求知的目标;理式的光芒能

够照亮通往本体世界的途径。因此,肯定人, 肯定人

的理性,肯定美和艺术是伟大智慧的结晶 一句

话,理式升华了人的自我意识,启发我们从整体上把

握美和艺术的本质, 这是其最伟大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 理式论产生于盛极一时的希腊古典文明日趋

衰落之时 人们面对伟大时代留下来的丰富的精神

遗产,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理论上肯定它认同它。

理式论的创始人柏拉图不仅是位政治家、哲学家,而

且是位美学家、文章家; 他在阐释自己的理论时, 试

图把现实中的审美与艺术结合进去, 给美的创造和

鉴赏指出一条正确途径。尽管他全身涂抹着一层浓

重的奴隶主贵族色彩, 使美和艺术上升为理式而变

得无比崇高和虚幻, 但他对美本质艺术本质及作用

的深刻揭示, 连同他那政治家特有的良苦用心和独

创精神,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的理式论对后世黑

格尔影响很大。现代艺术需要不需要理性? 艺术表

现理性是否必然会导致概念的图解? 这一切,似乎

尚不能一概而论。

二 模仿 文艺特征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 柏拉图是对诗和哲学的争论

最感兴趣的哲学家,也许因为他本身兼有诗人气质,

因而才在论述国家学说的 理想国 及其他著作中深

入探讨了古希腊的诗及各种艺术的性质、对象及功

用等等问题。作为奴隶主贵族政治家, 如此钟情于

艺术理论及其影响,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从理式论出发, 柏拉图认为艺术的基本特征是

模仿,而模仿的对象只能是物质世界,因而不能达到

理式世界,不能揭示理式世界的真实的和绝对的美;

同时,模仿只是诉诸人的感性, 不能达到理性高度,

因而不能反映真理。联系上文所谓的理式世界、现

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关系之说,他断言:一切诗人、

画家都是模仿者, 荷马也不例外,而模仿只能得到影

像,得不到真理, 因此他们只是影像的制造者,对事

物本身的美丑是没有知识的,他们的产品同自然的

真实隔着三层。为了实现理想国的坚定信念,他尖

锐地指出:艺术只着眼于人性中低劣的感性部分,因

而势必会扼杀崇高的理性,使人陷于动物性的自然

冲动之中。他明确地说, 悲剧和喜剧都是建立在不

健康的感性冲动基础上的,它们或者是滋养人们的

感伤癖 ,使其陶醉在极端自私的快感中,或者是浇

灌人们的诙谐欲念, 使其自尊和礼仪丢失殆尽并养

成小丑的习惯。他的结论是:艺术是心灵的毒素,不

利于人认识真理, 修养德行,使人们成为理想国的忠

实臣民。

但是,有一点柏拉图并不否认,那就是艺术比哲

学更富有感染力。他尽管在文章中嘲笑荷马只配歌

颂英雄,而并未指挥过一次胜利的战争,但却承认自

己从小就养成了对荷马的喜爱 他喜爱什么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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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艺术形式的色彩、节奏与和谐。他说: 真正的

快感来自所谓美的颜色、美的形式,它们之中很大一

部分来自气味和声音, 总之, 它们来自这样一类事

物:在缺乏这类事物时我们并不感到缺乏,也不感到

什么痛苦,但是它们的出现却使感官感到满足 [ 1]。

在 理想国 中, 他对音乐、诗歌的艺术魅力都有深刻

地描述。他说: 音乐的 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

浸入心灵的最深处, 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

拿美来浸润心灵, 使它也就因而美化 [ 2] ; 诗的 迷

惑力 在于 文字有了韵律,有了节奏和乐调
[ 3]
。

此外,在柏拉图看来,艺术美的魅力还有一个心

理学方面的因素,那就是模仿是人类的天性, 尤其是

儿童、青年和妇女在理智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

艺术本身就是模仿,当然十分切合人们模仿的心理

需求。

看来,柏拉图从理式论出发敌视和鄙视艺术, 并

非出于无知,而是出于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信条的

需要。他的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精彩的文笔使其文论

见解深刻老到,颇具哲理。显然, 他不是门外谈诗,

而是想对艺术进行改造, 创立一种新的适合于他的

理想国理念的艺术。正因为如此,他才广泛而深入

地论及到艺术创作与鉴赏的各个方面, 成为西方美

学史上第一个从审美高度对艺术进行全方位观照的

学者。柏拉图的模仿说, 尽管是唯心主义的, 但他在

2千多年前对艺术创作某些理论问题的见解是极其

深刻的,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 他提出了 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 的艺

术价值观。他说,艺术家必须抱定一个宗旨: 以给

人教益为目标 , 把真善美的东西写到读者心灵里

去 [ 4]。他主张赞美高尚的形象, 肯定以理性为指

导的真正的艺术快感。

第二,他提倡艺术描写应以有善德的人为本, 着

力表现人的好品质、好性情、好行为。如果写神, 应

该只写神的善和美, 不能宣扬神的丑和恶;艺术描写

的主角是有教养的人,而不是工匠、船夫、奴隶和饶

舌的妇女;作品中的人物应庄重自恃,而不应哀惋悲

凄或狂放不羁; 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应与人物的善德

相适应。

第三,他主张艺术形式与风格应力求严整和简

朴。他认为文学单纯的叙事方法简单明快, 应大力

提倡;音乐应具有善良而健康的品格,表现勇敢和聪

慧的生活。

第四, 他提出艺术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天才、

知识和训练 但必须是一个有善德的人 他十分重

视先天的才赋,认为真善美的知识是与生俱有的,但

也不否认后天的知识和训练的重要性。除了强调穷

究人的心灵之外, 他还重视自然哲学和科学方面的

知识,更关注艺术家对真理的追求。

总之,作为人类史上第一个艺术理论家,柏拉图

的模仿说不同于德谟克利特建立在素朴的知觉论基

础上的模仿说:后者要求艺术以自然为蓝本,创造出

鲜明而具体的感性形象, 而前者则要求艺术透过自

然的表面现象,去接近真善美的本体;后者要求艺术

家象普通人那样去感受和思维, 把艺术创作看作是

人类向自然学习的手段, 而前者则要求艺术家兼有

哲学家那样锐敏的观察力和分辩力, 把艺术看作人

类超脱于自然, 并丰富和发展人的理性的途径。显

然,柏拉图强调艺术超越对事物外在形式的模仿而

达到内在本质真实的模仿说,把早期希腊人流行的

模仿说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他对艺术真实的理

解却是唯心主义的。他一方面肯定艺术对国家和人

生的重大作用,一方面又站在极端功利主义立场,要

求艺术成为他的落后的政治观点和伦理意识的奴

仆,他的模仿论还不是创作论。他不理解艺术不只

是模仿,同时也是创造;不理解艺术是时代和全体公

众的产物。总之, 他的模仿说真理与谬误并存, 而对

后世文艺理论的发展, 却都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

三 灵感 文艺源泉论

早期希腊人对灵感的解释是 神助 、神启 、

天赋 和 迷狂 等,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柏拉图

在先人的基础上对这一古老的艺术命题进行了认真

的探索和概括,使之成为一种带有系统性的创作理

论。

从历史渊源看, 灵感论比模仿说更为古老。荷

马史诗 伊利亚特 和 奥德赛 开篇首句就呼号诗

神,请授以灵感。公元前 8世纪希腊诗人赫西俄德

曾说过: 蒙缪斯女神和阿波罗神的恩宠, 诗人才来

到人世间并朗诵抒情诗。在他看来, 诗是神的艺术,

由神授予人的;诗人代神发言, 依照神的启示,才能

唱出美妙的诗歌。这就是 神灵凭附 说。此后, 随

着抒情诗的勃兴, 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诗人们开始

对灵感进行重新解释。品达在 颂歌 中说过,灵感

既不是神灵的启示,也不是精神的迷狂,而是诗人天

赋的敏感和自觉构思的结果。他用 天赋 说代替了

神启 说 后来就是上文所说过的德谟克利特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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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论以及苏格拉底的灵感论, 它们都直接影响了柏

拉图的学说。

柏拉图的灵感论,有其特定的内涵。

第一,神启说。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写诗不是凭

技艺知识,而是靠灵感; 而灵感来自神力, 诗人依神

的启发,才可能具有创作能力并进入创作过程。他

在自己最早的一篇对话 伊安 篇里,曾和诵诗人伊

安反复讨论诵诗和作诗是否需要某种专门知识和技

巧,而所得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 凡是高明的诗

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

他们的优美的诗歌, 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灵感,有神

力凭附着 诗人是一种轻飘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

的东西,不得到灵感, 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

就没有能力创造, 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
[ 5]
他认

为诗不是正常思维的产物, 甚至在本质上也不是人

的产物,而是人处于反理智的状态所获得的神的启

示。我们知道, 灵感在创作中不期而至, 偶然得之,

但这种现象并不是神秘莫测, 不可索解的。它是作

家长期观察、体验和实践的产物, 饱和着作家的情

感、体悟和想象等主观因素。柏拉图的看法, 贬低了

诗人的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

性和创造性,连同属于客观难心主义营垒的哲学家

美学家黑格尔也不买他的帐。黑格尔说, 对诗人而

言, 单靠心血来潮并不济事, 香槟酒产生不出诗来

同理,最大的天才尽管朝朝暮暮躺在青草地上,

让微风吹来,眼望着天空,温柔的灵感也始终不光顾

他 [ 6]。但是, 这个看起来荒诞的见解, 有没有可取

之处呢? 如果联系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文艺思想

斗争的史实,我们认为他的见解还是有其积极意义

的。他在 伊安 篇里看法, 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智者

派(后期流为诡辩派)中的修词家们而发的。这是一

个专事写作技巧与穷究修词格式的流派, 缺乏富有

生气的个性形象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华而不实,言之

无物, 对艺术创作有害无益。所以柏拉图提出写诗

不凭技艺而凭灵感之说。他的意图是在提出和强调

艺术创作的独创性与个性,这无疑是合理的。但问

题在于,与此同时他矫枉过正,连诗人必需具备的知

识和技巧一起否定了。由此可见,人类对于艺术规

律的把握是一个历史过程, 我们必须对前人的观点

具体分析,历史地对待。

第二,迷狂说。这是柏拉图对诗人创作中心理

活动形态的一种著名说法,他曾反复论证过预言的、

宗教的、诗兴的和爱情的四种迷狂心态。从他早年

的 伊安 成熟期的 斐德若 看 迷狂是灵感的征

候。不得到灵感, 就不会失去常理,也就不会陷入迷

狂而代神说话; 得到灵感, 就会失去理智而陷入迷

狂,就能做诗和代神说话。在他看来,唯其如痴如醉

的迷狂,才能使诗人的动作、表情和语言不为本人所

能言转,也不为他人所能理解,而此时所写的诗才是

最有魔力的诗。从他对四种迷狂的剖析中,我们可

以看出,迷狂产生于虔诚的心理,它是炽热感情的外

现,灵感降临的前兆, 它比 清醒 优越而且远胜于

清醒 。迷狂说沟通了柏拉图真善美的理式世界。

这里,我们对柏拉图关于诗兴的迷狂略加说明。

他说过: 此外还有第三种迷狂, 是由诗神凭附而来

的。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 感发它,引它到

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 流露于各种诗歌,颂赞古

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

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

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 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艺

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

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
[ 7]
柏拉图把诗人主体情感

极端化了,把它同理智完全对立起来,甚至把创作活

动中的理智完全抛弃了, 步入无理性乃至反理性的

死胡同。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他把诗的迷狂和宗教

的、预言的迷狂混为一谈,就更使他的灵感论蒙上了

一层浓重的神秘色彩。

柏拉图一方面倡导理式论, 崇尚理性,强调人性

要受理智的支配; 另一方面, 他又主张灵感论,推崇

激情,强调迷狂, 甚至要求诗人丧失正常人的理智。

这岂不是自打嘴巴? 我们认为, 同时张扬理性和激

情,看似矛盾却又统一。综合考察他的神启说与迷

狂说,就会发现,理性与激情的矛盾在其理式这个最

高的境界中统一起来 在神的身上融为一体了,

这就是柏拉图理式论的真谛。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

一般而言,柏拉图认为神灵感的源泉,迷狂来自神的

驱遣,但对创作的迷狂来说, 却有不同之处,那就是

它所特有的两种心理素质: 激情和想象。他在 斐德

若 篇中对此有极精彩的描绘: 如果他见到一

个面孔有神明相, 或是美本身的一个成功的仿影,他

就先打一个寒颤, 仿佛从前在上界挣扎时的惶恐再

来侵袭他:他凝视这美形, 于是心里起一种虔敬, 敬

它如敬神; 当他凝视的时候,寒颤就经过自然的

转变,变成一种从未经验过的高热,浑身发汗。因为

他从眼睛接受美的放射体, 因它而发热,他的羽翼也

因为它而受滋润, 感到了热力,羽翼在久经闭塞而不

能生长之后又苏醒过来了。 在这过程中,灵魂

遍体沸腾跳动 正如婴儿出牙时牙根感觉又痒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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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初生羽翼时, 也沸腾发烧, 又痒又痛 [ 8] , 他所

说的 灵魂的羽翼 即所谓 诗神的迷狂 , 才是诗歌

创作的原动力, 他还曾把诗神比喻为磁石,诗人就象

铁环, 磁石不仅吸引铁环, 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铁环;

也就是说, 诗神首先给人灵感, 得到这灵感的人们

又把它递传给旁人, 让旁人接上他们, 悬成一条锁

练
[ 9]

,这说明,创作需要灵感,鉴赏也需要灵感; 或

者说,创作需要激情和现象,鉴赏也需要激情和想象

(当然,鉴赏不只是鉴赏, 本身还意识着再创作过程,

其激情和想象也并不受诗人的制约)。 诗神的迷

狂 完全是柏拉图独出心裁的臆说吗? 我们说,不是

的。其原因是: 古希腊艺术与宗教活动常常交织在

一起,希腊人供奉的神灵中就有司艺术的谬斯;诗神

一直享有崇高的荣誉。尽管我们认为艺术起源于劳

动,但它与宗教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著名的希腊

悲剧喜剧就直接产生于一年一度的有大规模群众集

体参与的酒神节,而音乐、舞蹈和诗歌等艺术形态的

初期阶段, 也必然是在公众祭祀活动中才得以形成

和发展。实际上,古希腊艺术是全体希腊人民精神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众通过对神的祭祷陶醉于

艺术美的享受里。由此可以说明,柏拉图的灵感论

还是有一定的艺术实践作基础。

灵感论肯定艺术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 以及

艺术所特有的形式,肯定激情和想象在艺术创作中

的作用,而这正是艺术理论的真正起点。柏拉图的

历史功绩在于: 他是第一个把艺术创造活动中的激

情问题提到理论高度的人。尽管西方美学家文论家

对他的灵感论有不同的评论,但却不能抹煞和否定

这样一个事实:它蕴孕着许多重要的艺术理论的幼

芽,是柏拉图美学思想和文论观点的核心命题。从

它对后世的影响看,比其模仿说更为重要。灵感论

开了表现主义创作论的先河。它强调迷狂与理智的

对立(实质是侧重于激情) , 强调 心灵生殖力 的 子

女 [ 10] , 强调表现语言美、乐调美、节奏美、心灵美、

性情美[ 11] ,而这同传统模仿说强调对客观事物的冷

静描模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 我们认为,它对后世

的心灵表现说,直觉表现说等等表现主义理论奠定

了理论基础。当然,也不能否认,他的灵感论对中世

纪的教会文艺思潮和 19 世纪以后的消极浪漫主义

也产生过重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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