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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父哲学美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中,既有对古代美学的继承,也有

自己的独创;既受制于基督教原则, 又有独立于宗教之外的美学思考。本文通过对奥古斯丁

美学思想的分析,旨在说明加强中世纪美学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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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比较暗淡的时期,

但它仍为人类文明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值得我们探讨

的美学思想。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偏见, 我们对中世

纪美学有欠公允,缺乏深入研究, 成为美学研究中的

一个薄弱环节。教父哲学美学的代表人物教父奥古

斯丁,是西方基督教美学的创立者, 也是基督教时代

早期最杰出、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研究奥古斯

丁的美学思想,是深入研究中世纪美学的一个重要

环节。

一

奥古斯丁于公元 354 年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

城,当时北非已入罗马帝国版图, 完全在罗马文化笼

罩之下,奥古斯丁接受了全面的希腊罗马式教育。

未皈依基督教之前, 奥古斯丁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学

有相当深刻的研究, 当过文学和修辞学教师。皈依

基督教后,他一方面钻研基督教经典, 一方面仍继续

研究他早年所爱好的柏拉图。由于处身于旧时代趋

于衰亡之际,因而, 奥古斯丁能比前辈们更全面地吸

取这一时代的经验,汇合它的成就。在美学上,他继

承了古代美学中那些广为传播的、具有代表性的基

本观点。奥古斯丁认为美是一种客观属性, 它独立

于我们而存在,我们观照它, 却没有创造它。这种美

的客观性的看法与古代盛行的观点并无二致。

奥古斯丁给一般美所下的定义是 整一 或 和

谐 。给物体美所下的定义是 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得

当, 加上色彩的赏心悦目 。显然, 这种见解是从

柏拉图到普罗提诺以来, 一个古老的 有机统一 说

的延续。奥古斯丁接受了普罗提诺的 整一 说, 但

是, 他没有采纳后者关于 美在比例对称 的观点,而

是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派神秘主义的影响, 把数加以

绝对化和神秘化。 它们为什么美? 奥古斯丁自问

自答道: 是否因为各部分彼此相似, 并以某种方式

结合在一个和谐的整体里? 观察大地与天空, 可

以发现快感仅生于美, 而美取决于形状,形状取决于

比例,比例又取决于数。 数以其相等和相似而为

美, 一切事物之形成初皆有赖于与数相等与相

似之形式、有赖于这种形式美之硕果, 借最宝贵之

爱, 自一而始, 一一相加, 增殖不已 。在世界上,

美是悦目的, 在美中形象是悦目的,在形象中量度是

悦目的, 在量度中数是悦目的。于是,奥古斯丁教育

人们说: 要使自己超凡脱俗,就是意味着要使自己具

有一定的形式。通向得救、通向真理的道路就是通

向秩序和数; 而秩序和数则是美的基本特征。显然,

这是利用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比例与和谐的观

点。朱光潜先生认为: 这种从数量关系上找美的想

法, 上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黄金分割说, 下开达 芬

奇、米琪尔 安杰罗以及霍嘉兹诸艺术大师对于美的

线形所求出的数量公式, 以及费希纳和实验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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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的形象所进行的试验和测量, 在美学发展中

一直是很有影响的。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形式主

义 。的确, 奥古斯丁的美学主要建立在数的基础

上,他对于美的理解, 尤其当涉及音乐时, 是数学化

的。但奥古斯丁并没有象毕达歌拉斯学派完全从纯

粹量的角度出发, 他又吸取了斯多噶学派和西赛罗

的观点,把美视为各部分间的一种质的联系。 世界

美存在于对立事物的对比中,任何事物的美,如其所

表现的, 都来自对立或对比 这一观点使美更多地

取决于各部分间的关系而非数, 这就从更广的意义

上把握了美。

二

奥古斯丁的美学中既有对古代美学的继承, 也

有自己的独创,构建了中世纪美学的基本轮廓,中世

纪主要美学思潮的方向。

1、基督教原则笼罩下的美学观点

中世纪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依赖于基督

教。基督教教义成为中世纪美学的方向。奥古斯丁

美学虽然不全是从基督教原则上发展而来的, 但在

整体上力图与基督教原则相符合。

奥古斯丁神性美概念、神性美与世界美的观点,

构成了整个中世纪美学的基础。

奥古斯丁认为事物的美、世界的美, 只是一种低

级的美,次要的美, 还有一种更高级的美, 即天主的

美,上帝的美。这种神性美不是以感觉, 而是以心灵

来观照的,而且只有纯真的灵魂, 只有圣徒们才能真

正领悟它。 天主是美善的, 天主的美善远远超越受

造之物。美善的天主创造美善的事物,天主包容、充

塞着受造之物 。事物的美给人以快感的和谐, 事

实上不是作为独立实体的这些事物本身的属性, 而

是这些事物来自神灵的反映。上帝的美是一切事物

美的根源。事物是杂多的,上帝只有一个, 上帝创造

世界时,把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赋予了万物,事物之

所以美, 就因为在它的杂多之中包含了上帝的统一

和完整,构成了寓多于一的匀称、秩序与和谐, 而物

体的匀称、秩序、和谐之所以是美的, 就在于和谐是

世俗世界所可能达到的 最象上帝 的那种统一性。

作为上帝的不完整形象 纯然的宇宙, 通过自己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摹拟了上帝的单纯性和简单的

完美性。从这些观点中, 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的影

子。但奥古斯丁通过把美学和神学需要结合在一

起, 赋予老观点以新含义, 建立了一套新的、带有宗

教色彩的观念形态。

奥古斯丁关于 丑 的论述在西方美学史中的

丑 论中独树一帜, 他的 丑 论实际上是神正论 (即

神虽容许罪恶存在, 但仍无伤其神圣与公正的通常

看法)在美学中的应用。它的依据并不在于观察,而

是在于一种先验的宗教假设。

奥古斯丁肯定世界的美, 把现实世界称为一首

美丽的诗 。对世界美的认识并非新观点 ,斯多噶

学派曾提出过泛美的理论, 但在奥古斯丁这里成为

了一种宗教化观念以及作为对上帝的创造的辩解。

它植根于宗教的信仰: 世界只能是美的,因为它是上

帝的创造物。正因为奥古斯丁的美学与神学联系在

一起, 因而,丑在这里具有了古代不曾有过的意义。

万物既为上帝所创造, 都从上帝那里得到形式和光

辉, 所以就没有绝对的丑。丑仅仅是相对的残缺而

已。一个人能否从差异部分的统一中见出和谐, 要

看他的资禀和修养如何。事物的构成本身决定了,

应该在相互联系中观察事物, 只有把各事物放到它

们本来的环境中, 才能正确地评价它们。他说: 一

个人如果象一座雕像似地被安置在一座极其宏伟美

丽的建筑里, 他难以领略他仅仅作为其一部分的这

一建筑的美。队列中的一名士兵同样无从知晓整个

军队的布置 。因而, 没有合拍的心灵, 只能看到

各个孤立的不同部分, 见不出整体及其和谐, 就会觉

得某些部分丑, 甚至全体都丑。而在 孤立的状态中

令我们不快的事物, 如果被置于整体中考虑, 就会给

我们以极大的快感 。这里, 奥古斯丁把丑主要地

归之于观察者的眼睛未经训练, 而不是归之于事物

的本质。强调了审美体验中主体的作用。

奥古斯丁在 丑 论中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 丑

是必需的。美是绝对的, 丑是相对的。孤立地看是

丑, 但在整体中却由反衬而烘托出整体的美, 有如造

型艺术中阴阳向背所产生的反衬效果。一切事物的

美都来源于差异性和多样性。好的戏剧演出, 为了

使英雄人物显示自己的本色, 少不了丑角和反面角

色。去掉坏的人物, 戏剧的力量也就消失了, 这些人

物是戏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 丑是必需的,

丑是形成美的一种因素。这样, 丑在美学中就不是

一种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范畴。奥古斯丁在对

丑 的解释中, 表现出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中世纪, 人们的感官所接触到一切事物, 无论



在自然界这部活的书本中, 还是在 圣经 这部成文

的书本中, 或是在教堂所雕刻的各种画和各种雕刻

形式中,都变成了: 圣 玛利亚之子耶稣基督的全部

寓意、全部神意。 福音书 通过狮子、公牛和鹰传播

福音,蜗牛象征着耶稣基督从墓中浮现; 鸽子意味着

圣灵 ,花和水果树也被用于教堂的装饰中,且都有

神圣的、不可思议的含义。实际上 象征 这个词已

从早期使用的字面意义 认识的一种标记和符

号,进入了基督教和艺术理论的领域中。象征主义

成为中世纪美学的一个特征。奥古斯丁对美和艺术

的思考也隐含了一种象征主义的观点。因为, 他认

为可感对象的审美价值不仅源于其自身, 而且也源

于它们所象征的对象,这些对象则属于一种不同的、

更高层次的和不可见的实在。永恒的真实和美借助

于象征来展现。奥古斯丁曾提出: 以色列优秀歌手

对待音乐的态度应成为我们的楷模, 不是由于一种

一般人的嗜好,而是由于一种信仰的驱使, 他用音乐

和谐这个伟大事物的神秘表现来为他的上帝 真

正的上帝 服务。因为, 各种不同的声音的合理

的和秩序井然的和谐, 反映了秩序井然的天国的和

谐统一 。

对于艺术,奥古斯丁也作了大量的思考,但在他

一生的后期,宗教考虑支配了美学, 宗教的标准凌驾

于美学之上。奥古斯丁认为艺术家是按照在他们心

灵中孕育的形式进行创作的。而 形式 和 艺术 则

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是创造自然界的艺术家,而作为

凡人的艺术家却只是沿着上帝的足迹行进, 观看永

恒的 智慧 赐予他的样本。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全

能的上帝不受物质媒介条件限制的。因此, 与造物

主上帝不同 ,艺术家根据寓于自己心灵中的观念用

物体创造物体,而上帝却是用形式创造形式。艺术

的 缪斯 是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晚年,奥古斯丁把戏剧表演称为 过眼云烟

和海市蜃楼 , 他把仅从音乐和谐本身中得到的满足

称为鄙俗的取乐了。把喜欢看舞台演出称为 肮脏

的疥癣 、空虚无聊 。他有时竟然谴责各种严

肃的、自由的 研究。认为只有 圣经 中才有 自由

的 文学。 圣经 应该取代人们对渎神的神话诗、演

说家漂亮的谎言以及难以捉摸的哲学的关注。

2、宗教结构之外的美学观点

奥古斯丁的美学尽管与其基本哲学观点紧密相

连,但并非神学的附庸, 而且他的很多美学观点是在

皈依基督教之前形成的。因而, 他也提出了一些严

格意义上的独立于宗教结构的美学观点。

奥古斯丁对审美经验的分析即是独立进行的美

学思考。他对构成审美经验的两种因素作了区分:

一种是直接的、来自感官的 对于色彩、音响的感

官印象和知觉; 另一种是间接和理智的,即色彩与音

响所表现与描绘的东西。他认为对审美经验来说,

艺术显现中所表现和描绘的东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

由感官接受的东西。 对此, 我不是凭肉眼 ,而是凭

心灵去认识 。 我相信我以肉眼所见之物愈是接近

我以心灵理智之物, 它便愈加完美 。在心灵与美

的事物间必须有某种和谐与相似, 否则心灵将不会

为这一美的事物所感动。在这里奥古斯丁强调了审

美中主体的因素、理性的因素。审美体验的产生,不

仅有赖于客体, 还有赖于主体。因此, 较之古代美

学, 奥古斯丁更为注意审美经验的主观方面, 以及感

受与评价美所需要的心理能力。

奥古斯丁把节奏概念引入审美经验, 这也是他

的创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学派等曾

从数学的角度或教学法、伦理学的角度对节奏进行

分析。而奥古斯丁对节奏的分析则引进了心理学的

方法。他认为, 美的事物中含有节奏,因而审美经验

本身也具有节奏。他把节奏分为五种: 音响的节奏、

感知的节奏、运动的节奏、记忆的节奏、心灵自身所

固有的节奏。其中心灵节奏是一切节奏中至关重要

的, 没有它,我们既不能感知, 也无从创造节奏。而

这种心灵节奏又是与生俱来的、由自然赋予永恒不

变的。

奥古斯丁关于美与适宜的区分、美感与快感的

区分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观点。他在 忏悔录 中

写道: 我观察到一种是事物本身和谐的美 ,另一种

是配合其他事物的适宜, 犹如物体的部分适合于整

体,或如鞋子适合于双足 。 我的思想巡视了物

质的形相, 给美与适宜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事物本

身使人喜爱, 而适宜是此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和谐,

。在这里, 奥古斯丁区分了美与适宜, 美是事

物本身的和谐, 而适宜是事物之间的和谐, 是事物与

事物之间的配合得当。美与适宜既有相似之处, 但

也有不同。

奥古斯丁还把美感与快感作了区分 ,鄙视快感,

而肯定安稳、圆满、温柔为最高审美感受。

青年时代的奥古斯丁为诗歌虚构和戏剧表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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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要人们注意这些文艺形式所包含的审美意义。

把艺术和美联系在一起。对于艺术的虚构与模仿,

奥古斯丁认为: 刻意虚假是一回事, 无法做到真实

则是另一回事。因而我们可以把诸如戏剧、悲剧、摹

拟剧和其它这一类人类艺术与绘画和其它模仿艺术

归为一类。 它们只有在其余部分不真实的情况

下才能获得有限的真实。 而如果一幅画中的马

不是虚构的马, 它又如何成其为真正的绘画呢?

因而,艺术作品之所以真实, 正是由于它的特殊虚假

性,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艺术家既要忠于自己, 又要

实现自己的目的, 他必须是说谎者。如果他不做假

的赫克托耳,他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悲剧演员。

奥古斯丁还对诗与视觉艺术这二种艺术形式作

了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区分。 观赏绘画是以一种

方式,而阅读文章则用另一种方式。当你看到一幅

画时,过程已经结束了: 你已看见它, 赞美它。当你

看到一篇文字时,过程却没有完结, 因为你还必须阅

读。 而当我们注目于优美的文字中, 仅仅赞美作

家为使文字相等、对称、绚丽而表现的技巧是不够

的,我们必须阅读他以文字为媒体所表达的一切。

三

总观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 既能看到古代美学

的基本线索,又表现出中世纪美学的端倪。作为古

代最后的美学家,他全面吸取了旧时代的经验,继承

了古代美学的基本观点。但在这些观点中, 他又添

加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作为基督教美学家,

尽管他的美学具有独立的基础, 但通过引入神性美

的观点, 却使之具有了以神学为中心的特点, 成了论

证宗教教条、宣传信仰的工具,走向了神秘主义。而

对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熟知, 又促使他提出了一些独

立于宗教结构的、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观点。这就使

得他的美学并没有完全成为神学的附庸。

通过对奥古斯丁美学思想的分析, 我们可否以

小见大, 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世纪的宗教色调并没有

扑灭美学, 在基督教道德对抗美学的压力下, 美学并

没有被完全压垮。当然, 中世纪的美学浸透着宗教

神学思想, 它的学说包含着大量错误的、神秘的、荒

谬的东西。但是, 这只是说明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曲

折性、复杂性,而人类的认识正是通过曲折道路得以

前进发展的。恩格斯指出: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

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 恶和丑是刺激人们前进一个

重要动力。歌德在 浮士德 中, 很好地阐发了这一

思想: 人们的精神总是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着绝对

的安静; 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

能 。

物极必反, 两极相通, 正是中世纪的黑暗, 引发

了蓬蓬勃勃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通过中世纪哲学

美学这个环节, 欧洲哲学美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

高更新的阶段。因此, 中世纪美学仍然是欧洲美学

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中世纪美学理应成为西方美学

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让我们走进中世纪这块黑色

的土地, 清洗苦难与罪恶中夹缠着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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