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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理论确立的基础、内涵、性质、目的和意义等方面对柏拉图的灵感理论做了较为详细的论

析,以期对柏拉图灵感理论有一个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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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西方文论史上是不朽的, 西方美学

和文艺批评方面有许多重要的是思想, 可以

一直追溯到
[1]
柏拉图, 同亚里士多德相对照, 柏

拉图的理论例来被认为是西方浪漫主义的源头,

甚至本世纪的一些非理性主义者也到他那里去寻

找依据。在他的文艺对话集中, 他对文艺与生活

的关系、文艺的真实性、艺术技巧与艺术传达,文

艺的产生与操作、文艺的功能以及诗人的作用等

文艺理论中的重要问题都作了较为精彩的阐释,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试图在前

人探索的基础之上, 对多有争议的柏拉图的灵感

理论作进一步的详细分析,以探求柏氏提出这一

理论的目的和意义。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 西方的文艺理论就一直

同哲学生长在一起,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艺

术哲学,柏拉图也是如此。他首先是一位哲学家,

探讨他的文艺思想, 也必须从他的哲学理论出发。

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在它之

外,还存在着一个世界 理式, 理式才是实体,

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式

的摹仿,作为 影子 的它之所以有真实成份的存

在,乃是由于对 理式 的分有。理式至高至善至

美,是世界真善美的根源。柏拉图以 理式 论为

基础和终极目的, 建构了他的哲学体系、政治体

系、美学理论、文艺理论等, 其中也包括文艺理论

中的灵感理论。

一、灵感理论确立的基础

基于自己的哲学思想,柏拉图认为,灵感来源

于 理式 。他说, 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

附着, 最平庸的诗人有时也唱出最美妙的诗

歌。
[ 2]
在柏拉图那里, 神就是 理式 , 它高高在

上,遥控着世间万物,芸芸众生, 也操持着诗人在

创作过程中的灵感。当诗人获得了 理式 赋予他

的灵感时,他本人即使再平庸,也会 唱出最美妙

的诗歌 。这样, 柏拉图就从自己的哲学信仰出

发,为灵感找到了一个最终来源和基础 他的

信仰 理式。这是他灵感理论的基本前提, 除

此以外,柏拉图又从灵感产生时的外在表现形态

为它寻找了第二个基础: 迷狂说。

在 斐德若 篇中, 柏拉图提到了 迷狂 这一

范畴,他将迷狂分为了两大类:非神灵凭附的迷狂

和神灵凭附的迷狂。他说,前者是 绝对坏的 ,而

后者又可以分成四个小类:第一类是预言的迷狂,

他以拿尔福的女预言家和多多娜的女巫们以及西

比尔女仙们为例,认为她们 在迷狂状态中替希腊

造了许多福泽 , 为 许多人都预先指出未来的路

径,免得他们走错
[ 3]
。第二类是宗教的迷狂。柏

拉图是这样描述的: 有些家族常由于先也血债,

遭到灾祸疾疫之类天谴, 绵延不绝,有一种迷狂可

以找到禳除的方法。这种迷狂附到一些命数预定



的人们身上,使他们祷告祈神,举行赎罪除灾的仪

式,结果那参加仪式的受灾的人也就进到迷狂状

态,找到免除灾祸疾疫的秘诀,从此以后他就永脱

各种苦孽了
[ 4]
。 此外还有第三种迷狂, 是由诗

神凭附而来的
[5]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灵感。在描

绘了一大段关于灵魂不朽的篇章之后, 柏氏指出

了第四种迷狂。 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

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
[ 6]
。这种迷狂是 灵魂

回忆 说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它是哲学上的迷狂。

柏拉图将灵感归为一种 迷狂 , 也就是说他

是在 迷狂 的基础上将灵感定位,又将 迷狂 指

向神 理式。这也就在 理式 论与 迷狂 说的

双重基础上和交织的关系中, 柏拉图为自己的灵

感理论找到了支点, 同时,也对灵感理论作出了不

同于我们现在的界定和解释。

对于灵感及灵感确立的基础, 朱光潜在 西方

美学史 中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所谓灵感有两种

不同的解释 , 第一种解释是神灵凭附到诗人或

艺术家身上, 使他处于迷狂状态, 把灵感输入给

他,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
[ 7]
。他随后补充说这是

伊安 中提出来的观点。 灵感的第二种解释是

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这个解释是从

斐德若 篇里提出来的
[ 8]
。对于 灵魂回忆, 朱

先生认为, 爱情如此, 文艺的创造和欣赏也是如

此,哲学家对智慧的爱慕也是如此。所以柏拉图

的 第一等人 , 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

顶礼者 都是从这同一根源来的。
[ 9]
朱先生的理

解是否科学呢?

如果按朱先生的理解, 灵感产生可以有两种

解释,第三种迷狂是诗人的迷狂, 也即灵感,第四

种迷狂又包括灵感。柏拉图将迷狂分成了四类,

也就意味着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也就不

可能出现第三种, 四种迷狂中都有诗人迷狂的存

在,否则, 这种分类将是无意义的, 因而,朱先生的

看法值得商榷。

事实上, 灵魂回忆 是柏拉图哲学的认知方

式, 而并非灵感。柏拉图认为, 回忆就是 可以由

相似的东西所引起, 同时也可以由不相似的东西

所引起 , 在以前某个时间已经知道了的那个东

西
[ 10]
。在 美诺 篇中, 借苏格拉底之口,柏拉图

阐明自己观点, 认为灵魂是不死的,且可以多次托

生,由于洞悉阴间和阳间的一切东西,因而获得了

一切知识,所以灵魂对知识可以回忆起来,是不足

为奇的,并明确指出, 一切研究,一切学习都只不

过是回忆罢了。
[11]
然回忆是一切生灵都可以做

到的吗? 柏氏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 从尘世事

物来引起对于上界事物的回忆, 这却不是凡是灵

魂都可容易做到的, 只有少数人还能保持回

忆的本领。
[12]
这 少数人 便是哲学家, 因为只有

他们才会获得对世界本真 理式的认识。 灵

魂回忆 即第四种迷狂对应的事实上只有哲学家,

也即爱智者、爱美者、爱神的顶礼者。

爱智者 、爱美者 是无需更多说明的,对智

慧、真理、美本身的探求者就是哲学家, 那么爱神

的顶礼者呢? 柏拉图在分析第四种迷狂时,举的

例子便是爱情的迷狂。他是这样描述的:情人的

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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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的羽翼 在久经闭塞而不

能生长之后又苏醒过来了 , 他看到 理式 的摹

本, 想起的是蓝本 理式 , 凝视爱人的

美
[ 13]
,忆起他们在上界的事情。从他的阐释中,

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他的这种爱情的迷狂,不是我

们现在意义上的为爱发疯和痴狂, 也根本不是我

们现在意义上的爱情, 而是一种哲学。因为通过

二者倾慕相恋,在彼此身上看到的却是真理

理式,柏氏将 爱智者、爱美者、诗神或爱神的顶礼

者 四者并立,并不等于说四者都同样经过 灵魂

回忆 而达到对世界本体的认识,而是指四者都可

以通过不同方式而达到对真理 理式的认识。

然而为什么朱先生如是说呢? 这同他对灵魂

说确立的基础的理解有关。从朱先生的分析中,

我们不难看出,他认为灵感说的基础是 理式 论,

正因为基于 理式 论,他才会认为,无论是自上而

下的 神灵凭附 ,还是自下而上的 灵魂回忆 ,都

可以表现理式或达到理式,既然都可以达到本体,

也就无甚区别。他仅注意到了灵感理论的最终基

础,而忽略了它的最切近基础 迷狂说,因而才

会出现诗人的迷狂既属于第三种迷狂又属于第四

种迷狂的失误。

二、灵感理论的内涵

柏拉图的灵感理论是建立在 迷狂 说和 理

式 论基础之上的。他以迷狂为标准,确立了他的

灵感内涵。这一内涵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灵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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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它的内容涵盖了我们现在文

艺理论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创作过程中的灵

感问题,鉴赏过程中的共鸣问题。

柏拉图在 伊安 篇中论述道: 这缘故我懂

得,伊安, 让我来告诉你。你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

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 而是一种灵感 有一种

神力在驱遣你, 象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

般人所谓 赫库利斯石 。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

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他们也象磁石

一样,能吸引其他铁环,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

相吸引着,挂成一条长锁链,这些全从一块磁石得

到悬在一起的力量。诗神就象这块磁石,她首先

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

让旁人接上她们,悬成了一条锁链。
[ 14]
。

从这段论述中, 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认为灵

感是一个动态过程, 象一条锁链一样, 有其长度。

磁石就是诗神, 它是这条锁链的始端,第一个铁环

便是创作主体,其他的人如颂诗人, 演员、观众等

都依次吸引在第一个铁环的后面。这是一条动态

的迷狂锁链,就我们今天而言,创作主体的迷狂我

们定义为 灵感 , 鉴赏者的迷狂我们称之为 共

鸣。

在创作过程中, 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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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诗人在诗神的引导下, 进入到

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 , 达到物我偕忘的境

地,在这种状态下,诗人创作的成果往往具有正常

状态下所没有的深刻性和独特性, 垂为后世的教

训 , 然而这种状态又是突如其来, 来去自由, 人根

本没有办法把握这个时候的自我, 并且对自我在

这一状态下的创作成果也十分吃惊,并赞赏不已,

同时又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柏拉图称这时创作主

体的状态为 迷狂。

在鉴赏过程中, 颂诗人、演员、观众等,清楚知

道这一切都是现实中不存在的, 并且至少也是非

当下发生的,然而人们仍然把剧情当作真人真事,

为人物的幸与不幸、事件的好与坏而或喜或悲。

颂诗人颂得如痴如狂,演员们演得忘却了自己,观

众们仿佛置身于真实情境中, 忘却了仅仅是在看

表演。柏拉图将这种状态也称之为 迷狂 。这种

迷狂是由于相同的文化背景、情感基础等,鉴赏主

体同作品中人物的情感,间接地同创作主体的情

感之间产生了一致和相通,也是鉴赏主体与鉴赏

主体之间情感达到了一致和相通。我们知道,这

是文学鉴赏活动中较为重要的现象 共鸣。

基于迷狂, 柏拉图发现 共鸣 与灵感两种现

象都出现在艺术活动的动态流程中, 且都与人正

常情形下的行为表现相反, 于是统一冠之以 灵

感 。基于 迷狂 , 柏拉图未能识别清楚灵感与

共鸣 是产生于不同的艺术活动阶段上的,二者

有着质的区别。灵感内涵的扩大, 反映了柏拉图

时代的历史局限, 同时也反映出柏拉图的伟大。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他能够从缜密的思考发现文

学艺术活动动态流程中两大重要的特征和规律,

这是相当不易的。

三、灵感理论的性质

朱光潜先生在 西方美学史 中论述道: 很显

然,灵感说基本上是神秘的反动的。它的反动性

特别表现在强调文艺的非理性 ,并且认为 这种

反理性的文艺思想到了资本主义末期就与消极的

浪漫主义与颓废主义结合在一起。康德的美不带

概念的形式主义的学说对这种发展也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此后德国狂焱风突进时代的天才说, 尼

采的 酒神精神 说, 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艺术的催

眠状态说,弗洛依德的艺术起源于下意识说,克罗

齐的直觉表现说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 虽然出发

点不同, 推理的方式也不同, 但在反理性一点上,

都和柏拉图是一鼻孔出气的
[ 16]
, 这段话涉及到

本部分所要论述几个重要问题, 即灵感是理性的

还是非理性的? 灵感理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

的? 非理性是否与非理性主义是同一的?

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理性是指一般通过概念、

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也即人的意识

就可以把握、控制并清晰描绘。非理性或反理性

的意义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心理结构上的本能

意识或无意识; 二是认识结构中的非逻辑认知形

式。灵感就是这样一种事物, 从心理层面来看,它

是一种无意识现象, 是一种艺术直觉,对它的把握

也不能运用逻辑推理等, 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可

又是非理性的,人们只能顺应它,而无法控制它,

这是现代研究者经过长期摸索而达成的共识。

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 他也试图解释这种现

象,这就形成了他的灵感理论。基于自己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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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他作出了个人化的理解。他认为灵感来源于

神,是神灵附在人身上,使人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

迷狂,成为神的代言人,而人本身则仅仅成为一个

中介物,在正常状态下他根本无法理解在迷狂状

态下所做的一切,这是因为处于灵感状态时, 神已

夺去人的寻常理智, 而人已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优秀的篇章、深刻的见解, 独到的思想、完美的形

式不是人的创造,而是神的杰作。柏拉图无时不

在恪守着他的信仰 神 理式, 他将一切都

归功于它。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的理解是相当

理性的,他是用自己的理性原则阐释了一个非理

性的实际存在, 这并不等于说他是提倡非理性的。

朱先生的理解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他否认

了灵感的非理性性质, 他说, 灵感说 它的反

动性特别表现在强调文艺的非理性上
[17]

,也就是

说,灵感说如果不反动的话,就应特别强调文艺的

理性。朱先生的这一理解大概是同当时社会政治

状况有关。因为 西方美学史 完稿于 60年代,在

当时环境影响下,受时代局限,他或是有意避免或

是看不到灵感的非理性性质。再有一点是与前一

点相连的, 就是朱先生认为柏拉图是提倡非理性

的,是同尼采等人 一鼻孔出气的 ,这其实也是对

柏氏的误谈,朱先生应是受西方现代思想界的影

响(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到柏拉图那里去寻

找依据) , 才下此结论。在这一点上, 朱先生有将

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等同的倾向。事实上,非理

性是与理性相对的, 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精神世界

的整体,而非理性不同于非理性主义, 夸大理性

的理性主义与夸大非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一样, 都

是违背科学的
[ 18]
。柏拉图用理性阐释非理性事

物 灵感,就其初衷及理论本身击言,都是理性

的;而现代西方一部分哲人则夸大 本能 、直觉

或 无意识 的作用, 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泥淖。

清晰可见了, 二者之间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朱先

生在这一点上, 是有欠考虑的。

四、灵感理论的目的和意义

柏拉图并不是提出灵感理论的西方第一人,

品达在 颂歌 中将 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两种

诗人进行比较, 已初露 灵感 端倪。在较为真实

记录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辩护词和

申辩 篇中,苏格拉底也曾谈到。 于是我知道了

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 而是凭一种天才和灵

感
[19]
。但是, 柏拉图却将灵感说同他自己的政

治观、哲学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灵感理论产生了

不同于前人的作用, 具有了柏拉图个人独特意义。

具体表现有三:

1、高度重视艺术。从柏氏的论述中, 极易发

现他对艺术的重视。因为他发现艺术的社会作用

颇为重大, 甚至会影响到 理想国 的建设。在柏

拉图生活的时代, 正是古希腊民风日坏, 政治腐

败,国家逐渐走下坡路的时代,当看到人们整日聚

集在剧院,培养自己的 感伤癖 和 哀怜癖 ,根本

不顾及已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的祖国时,作

为一个极想在政治上一展宏图的人来说,柏拉图

是相当痛心疾首的, 由此他发现了艺术的巨大力

量,可以完善他的 理想国 , 也可破坏他的 理想

国 , 由此,他探讨了艺术的社会功用,抨击了摹仿

艺术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对于真理没有多大

价值 , 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 。也正是因为他

对艺术的重视,对艺术社会作用的重视,。他才将

艺术中合乎他的理想和标准的部分同他对神的信

仰联系在一起,称许是神的产物,是神凭附于人体

上的灵感的产物,可以 垂为后世的教训 ,不朽到

永远, 获得灵感的诗人即诗神的顶礼者被安置为

社会第一等人,可见他对艺术的重视。

2、对诗人才能的全盘否定。柏拉图将诗人分

为两种:即摹仿诗人和灵感诗人。尽管柏拉图将

灵感诗人放在了社会第一类人中, 但事实上,对诗

人他是全盘否定的。对于这两类诗人, 他是分别

用不同的方式来否定的。对于摹仿诗人,他认为

他们创作的作品不具真实性, 离真理 理式隔

着两层,是 摹仿的摹仿 , 影子的影子 ,是幻相,

对真理没有价值。从社会功用角度来看,它仅仅

培养人的 感伤癖 和 哀怜癖 , 不能帮助人们做

一件有实际意义的事实, 因而柏氏主张,将摹仿诗

人从 理想国 中赶出去。至于灵感诗人,基于对

诗产生程序的审视, 对 知 与 无知 的思考,柏拉

图认为,他不是凭自己的才能去创作,而是神灵凭

附在他身上, 以他为代言人,即使他再平庸,由于

神的凭附,也能唱出 最美妙的诗歌 。在这种状

态下,人是无知的,是完全被动的, 由此,柏氏也否

定了灵感诗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从而完成

了对诗人作用的否定。认为他们对理想国没有贡

献,贡献仅是神的功劳,而造成的危害却是诗人的

张冰:试析柏拉图的灵感理论



罪状。A E 泰勒曾一矢中的指出: 名义上这篇

小对话录(指 伊安 )是关于吟诵史诗者和演员把

他们的成就归功于职业的或专门的知识还是归功

于某种 天才 或非理性的 灵感 问题。但是很清

楚,打算要证明的真正论点是,诗人本人不是任何

种类知识的一个 专家 ,而是作为诗人未必有什

么东西教我们。
[20]

3、为柏拉图的 理想国 服务。其实这是不言

而喻的。对艺术的重视, 对诗人才能的否定, 最终

都是服务于柏拉图的 理想国 的理想的。柏拉图

认为, 理想国 显然 就得是有智慧的、勇敢的,有

节制的,并且合乎正义的
[ 21]
, 摹仿诗人的作品将

会破坏 理想国 的这四大特性, 而灵感诗人由于

神的凭附, 却会因通过颂扬英雄业绩等方式而巩

固和发展这四大特征。他试图通过自己对史诗及

诗人的分析,让人们清楚明白诗人的无能和神的

伟大, 并进而使人们明确 理想国 艺术的内涵和

意义,自觉地摒弃摹仿诗人拙劣的作品,寻找并认

同通过灵感诗人而出现的神的杰作,实现他的 理

想国 的理想。

柏提图为了阐释自己的 理式 理论, 曾用了

一个著名的 洞穴 比喻。他将人类喻成一群关在

地下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着墙看。在他们

的身后燃着一堆火, 借着火光,他们看到墙上各式

的奇异形象, 以为那便是真实的存在。忽然有一

天,其中的一个人逃离了洞穴,在洞穴外, 他发现

了太阳,知道了真实的世界。我们可以借用这个

比喻来说明柏拉图, 他仿佛就是洞穴中的囚徒,对

映在墙上的影象进行了气势恢宏的总结,虽不正

确,却是人类向文明迈进的悲壮努力,在同太阳有

着类似性质的火光照耀下,他也完全可能发现一

些真理或近似真理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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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 s T heory of Inspir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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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 his article make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f Plato s theory of inspirat ion f rom its base, con

tents, quality, purpose and signif icanc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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