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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尼采积极乐观的美学心态 
——以《悲剧的诞生》为例 

梁朝伟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1） 

摘  要：《悲剧的诞生》一度被看作尼采悲剧理论的基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尼采美学思想的解读，也多倾向于其美学

思想中的“悲剧色彩”，而常常忽视他的悲剧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积极乐观的美学心态。在此，通过对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另一种

解读来展现尼采美学中的另一种心态，一种绝望之中积极的反抗精神和不甘堕落的上进精神，从而更全面地阐释尼采的美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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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s of Nietzsche's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ake The Birth of Tragedy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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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rth of Tragedy was once seen as the cornerstone of Nietzsche tragedy theory. For a long time, the academic are more 

inclined to the “tragic” theory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s aesthetics while ignore the tragedy of his theory behind it in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aesthetic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d to show another attitude of Nietzsche through analyzing the spirit of Apollo and 
Dionysus in another state of mind, a kind of despair a positive spirit and unwilling to fall against the motivated spirit. To more fully explain 
Nietzsche's aesthetic pur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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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世界思想史上，尼采都可谓是一颗无

比璀璨的明珠，至今仍然散发着夺目的光芒。梁启超曾在其《进

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指出：“今之德国有 占势力之

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编者注：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一曰

尼至埃（编者注：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

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

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
[1]3

可见，尼采在德国思想界

的地位绝不亚于马克思。作为19世纪一位富于浪漫气质的哲学

家，他的美学思想在当时的欧洲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而尼采

美学思想的萌芽及其主要理论都源于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

诞生》。 

当前，学术界对《悲剧的诞生》乃至尼采的整个美学思想

的研究都认为其美学思想是比较悲观的、消极的，认为他的美

学思想和他本人一样，都是悲观的、绝望的。认为尼采在现实

中无法摆脱生存之苦，只有“在审美的领域寻求人生出路，寻

求解脱，寻求战胜人生悲剧的道路”
[2]
。这与他本人的悲剧结局

似乎是十分契合的。王亦非在其《浅谈尼采美学思想中的悲剧

力量》一文中指出：“尼采对人生悲剧性的敏感和他从叔本华那

里所感悟到的人生痛苦、科学的冷漠和道德的说教都无法让人

真正从痛苦中解脱，但幻想却可以把人从痛苦的世界里解救出

来。艺术和宗教都起源于幻想，但宗教却是为政治服务的，反

而成了一种毒害和禁锢。于是，只剩下艺术了。”
[2]
尼采的人生

固然是悲剧性的，然而其美学思想并非就是悲观的、消极的。

相反，从其美学思想的精髓（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来看，他

的美学心态是相当积极和乐观的。 

一、在悲剧中寻找美的享受——悲壮的美学起点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唯一的一部

较为系统的美学著作。
[3]251

在书中，尼采将艺术的发展归结为日

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两种类型，也就是艺术的两个分歧

的境界：梦境与醉境。从而奠定了其美学的基石。尼采认为，

梦境是一种美丽的假象，“在梦的创作方面，人人都是美满的艺

术家”
[4]6
。在梦境中，人们可以避开现实的痛苦，摆脱人生的

种种困扰，产生超乎现实的审美愉悦。在梦境中，人们可以创

造一切，可以毁灭一切，可以尽情驰骋人的想象的力。这是梦

境的微妙之处和高层次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在此，他把人的高

层次的审美理想归结为一种幻境之中的审美快感。但如果以此

认定尼采是因为在现实之中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因而只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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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皈依，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这是对尼采的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尼采一生坎坷，深受疾病的折磨，自1873年开

始，身体开始极度的痛楚，情绪也开始强烈的紊乱。随着病情

的发作，尼采开始出现视力不清、头痛等现象。然而，他并没

有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而是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当医生的

治疗方案效果微弱，无法确诊的时候，他甚至凭借自己的观察

和在一些书籍上查阅到的知识自行进行治疗。“他利用精确的气

象数据，有步骤地选择 适合于他的气候条件，也许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此外，他终生都在做着必要的、但没有把握的各种

试验。”
[5]116

尼采始终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病，也没想过自己会

得精神病，当疾病已经无可挽回地向他袭来时，他依然乐观地

坚信自己是健康的。而当确诊了之后，他也并未悲观失望，“当

尼采研究自己平生的疾病时，他只是额外注意到，任何一种疾

病也会带来益处”
[5]117

。而他所谓的“益处”，恐怕就是卡尔·雅

斯贝尔斯所说的那样：“尼采赋予了他的病情一个在他从事精神

创造这一整体活动中的意义”是将自己置身于第三者的地位来

“承担与控制着精神与躯体的生存，它透过容纳一切的自我克

服的思想运动而显露出来，尼采以此为根据，既复杂又出色地

解释了自己的病情以及自己对待病情的态度。这种生存性阐释

超出了有用性范畴、医学范畴及治疗的范畴，它从全新的角度

感受了患病的概念与健康的概念”
[5]117～118

。事实上，这与其美学

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以日神和酒神来概

括古希腊的悲剧文化，实际上是他积极乐观的美学心态的一种

独特展现。 

在他看来，逃离有时候并非懦弱，直面也未必就是勇敢。

生存是需要艺术的，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美学家，尼采的生命哲

学和美学追求可谓是迂回曲折的。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他表面

的特征，倘若说未来是很难预知的，甚至是不可预知的。那么

这是偏见了，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索未来的世界真相；而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索人类思想的本相。尼采在《悲剧的诞

生》中明确指出：梦中经验的快感“是更高的真理，是与不可

捉摸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美满境界，是对自然在睡梦中治病

救人的作用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就是预言能力乃至一切艺术的象

征，由于这点，生活才有意义。才值得留恋”
[4]7
。他对于生命

的孜孜以求以及对命运的顽强抵抗，哪怕他 终失败了，哪怕

他 终选择了悲剧性的结局，但他向我们暗示的，依然是一种

悲壮的美，这从他的美学主张中可以窥探一二。在日神和酒神

的阐释里，梦境与幻境、现实与梦境、常态与醉态并非决然分

开的。有时候，现实即梦境、常态即醉态。什么是现实？什么

是梦？谁是清醒的？谁又是沉醉的？到底是世皆污浊他独清，

还是世人皆醒他独醉？有谁能知道呢？狂人或常人？天才或疯

子？艺术还是现实？能够决然分清的吗？在尼采的世界里，也

许他是快乐的，他的满足感或者就是旁人所谓的悲观感，谁又

能说清楚呢？ 

在梦境的描写中，尼采将现实的暂时无法实现的美好的理

想充分地进行了赞扬，而所谓理想或者说梦想，难道不是人们

对于未来可能实现的那个“现实”的憧憬吗？在哲学家的思想

里，常常在旁人所无法想象和达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预知了

未来并提前享受了“未来世界”的欢乐与哀愁。当我们还将梦

想与幻觉视为遥不可及的彼岸时，他们早已提前体验与咀嚼来

世的悲欢离合，伟大思想家与哲学家超越时代和超越自我的思

想深度，就表现在这里。 

二、不做好人做强者——强硬的美学宣言 

    尼采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尽管命运坎

坷，但他从未停止过对真理的追求。在他看来：“孤独，也是真

正的思想家避免无谓牺牲、保存自己的避难所。不要再伸起孤

臂反抗他们！他们是无数的，并且你的命运也不是要做一个苍

蝇拍。小人和可鄙者是无数的。雨点和莠草曾凋蚀了许多华丽

庄严的建筑。因为害怕这样的命运，一般人退缩了，听任创造

的潜力泯灭。”
[6]67

尼采不能听任坎坷命运的捉弄，也不能听任“创

造的潜力泯灭”，他要奋斗，要自强，他不愿做生活的老好人，

而要做命运的强者。 

在尼采看来，“艺术是生命的 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

的活动，是生命 强大的动力，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

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6]125

。既然如此，悲

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阐释生命的力和美的 佳选择。美的表

象很多时候并非美的本质，悲剧也正是如此。真正的悲剧不是

引导人们进入哀伤和颓丧的境界，而是用一种反作用力，去激

发出更大的愤怒和力。因此，尼采将酒神的醉态表达为一种忘

我的惊骇与狂喜，以醉态的无意识和蛮力表现为一种激情四射

的活力美。所以，在古希腊历史的第三个艺术时期，“北方蛮族

文化时代，‘酒神的激流淹没了’荷马时代‘朴素的壮丽’”
[3]258

。

尼采认为，“酒神放纵狂欢的激流、势如破竹的呼啸、在醉态中

进入陶然忘我之境的诱惑，无情地冲垮了日神设置的‘外观和

适度’的障碍”
[3]258

。此时，酒神文化十分明显地占了上风。 

实际上，酒神精神正是尼采强硬的美学态度的完美体现。

他宣称：“一个如此解放的精神，怀着喜悦和依赖的宿命论立于

天地之间。这样的信念是一切可能的信念中 高的，我称之为

酒神精神。”
[6]125

他将酒神的精神视为 高的信念，可见其美学

态度之强硬。他还进一步指出：“甚至在生命中 艰难的问题上

肯定生命，在生命 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尽而欢呼

鼓舞。”
[6]125

在这里，尼采使用了“信念中 高的”和“生命

高类型”这样两个“ 高”来形容酒神精神，可见其对酒神精

神之敬仰和膜拜。这反映在他的美学原则之中，就涉及到了他

的另一个重要美学观点：权力意志论。 

权力意志实际上是酒神精神的补充或者说是另一种阐释，

它内在上与酒神精神是一致的。正是酒神的肆无忌惮和惊世骇

俗，才产生出绝对的权力意志的意识。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

互通的、一致的。权力意志的萌生与迸发，实际上是生命原始

冲动的梦境与醉态的内在表达。也就是酒神精神的悲剧阐释，

“只有悲剧英雄，生活的强者，才能痴恋生命的美梦，醉饮生

命的琼浆。”
[6]154

因此，哪怕是“梦神式希腊人看来，酒神文化

的影响就似乎是铁旦的和野蛮的了,但同时他却不能不承认自

己在心灵深处与那些倾覆了的铁旦神统和英雄们息息相通。不

仅如此，他也觉得他的一切生活，尽管是美丽的、适度的，毕

竟建筑在痛苦与知识之根基上，而酒神文化却对他揭露了这根

基”
[4]18

。 

尼采始终坚持生活就是一种舞蹈。因为舞蹈代表了激情、 

（下转第17页） 



文艺理论 

2010.08                                                               ·17· 

易使得叙述陷入伤感主义，剥离男性叙述者所被期待要拥有的

坚韧果断勇敢的形象，毕竟按照父权制的定义：“男子的个性是

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4]45 而这也协助作者削弱了纯

粹男性叙述所造成的叙述霸权。 
私人化特征也存在于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所收到的伊丽莎

白的来信。在维克多的叙述中，他直接将这些女性角色寄来的

叙述话语展现出来。伊丽莎白的第一封信所叙述的是一些家庭

邻里的琐事：欧内斯特和威廉的生活情况、侍女贾丝汀·莫里

茨的出身以及弗兰肯斯坦家周围邻里等等。第二封信所叙述的

则是伊丽莎白对维克多的情感：“我坦白地对你说，我的朋友，

我爱你，在我梦见虚幻缥缈的未来时，你总是我形影不离、朝

夕相处的伴侣”[3]179。所有的叙述话语都与她作为女性的私人化

社会角色相衬，全然没有涉及政治、科学等属于男性的公开化

的活动，仅限于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家庭生活中的琐事，丝毫没

有超出父权制为女性定义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范围。 
采用的书信体的叙述形式来构建《弗兰肯斯坦》，表明了玛

丽·雪莱希望通过对前人的模仿，能顺利地融入以男性为主导

的文学传统的渴望；又体现了玛丽·雪莱作为女性，不得不顺

从于男性的叙述权威，将叙述权威总体地赋予男性叙述者和以

父权制社会为女性所设定的私人化的富有依赖性的社会角色来

构建叙述中的女性的无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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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冲动、活力和美，是生命的高层次升华。而权力意志则

是与人的疯狂舞蹈状态 为接近的一种本能的冲动。因此，他

将权力意志视为表现生命的狂欢。这与其将悲剧和苦难当做快

乐与享受的积极乐观的美学心态是一致的。 

当然，酒神的陶醉与癫狂以及权力意志的强硬阐释并不是尼

采美学的全部内容。在《悲剧的诞生》中，日神和酒神是交织共

存的。这反映了尼采的整个美学体系的严密性和整体性。日神的

梦与幻实际正好表达了尼采一生坚强乐观的美学追求。 

三、在梦与幻中孤独地游走——乐观的美学追求 

作为一种审美态度，尼采通过悲剧来迂回地阐释自己的美

学观点，他把一切造型能力之神和预言之神阿波罗看作掌管人

类内心幻象世界的美丽假象。这种虚幻的“假象”在常人看来

未免是不切实际的，很难令人理解和接受。因此，无论是在当

时还是在后来，他都注定是一个孤独者。赵勇在其《从<悲剧的

诞生>看尼采的悲剧观》一文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他象局外

人一样站在世纪的门槛上，既不属于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也

不属于即将到来的时代，成了一个孤独的愤世嫉俗者，这不能

不说是《悲剧的诞生》的作者自己的悲剧。”
[7]
 

显然，尼采是痛苦而孤独的。然而他又是积极而乐观的，

他认为“孤独是一种光荣，‘因为他们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

把他们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之中’。这是虚伪

包围中的一个真实的人的孤独，这是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思想战

士的孤独。孤独是哲学家的使命所决定，他的真诚，他的勇敢，

他的创造性，注定了他的孤独”
[6]66

。然而他又是充实的，他为

自己编织了一个审美的境界，即幻境。在幻想的世界里，一切

的痛苦、失败、颓废、堕落、罪恶、愤懑被赶跑了，人们可以

任意为自己编织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在幻觉的鼓舞下，切身

体验成功、收获、胜利的快感。这一切的根基，源于人们对快

乐、幸福、胜利的深切渴望和不懈追求。因此，在幻想深入的

时候，常常外化为“外观”物象，这是感官器官能直接感觉和

把握的外在形式或形象。这实际上反映出了尼采乐观的美学心

态。然而，这也正如“希腊悲剧中梦神成分的对话部，在表面

上总是简单的、明晰的、美丽的。”
[4]39

常常使人们低估了它的深

刻性，因而也常常忽视了尼采所谓“希腊的乐观”这庄严卓越

的概念之真谛。因此，他也常常被人误解与曲解，无论在西方

还是在东方，尼采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

物。二次大战期间，尼采曾被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塑造成排犹

运动的精神先驱。因此，“尼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当作

纳粹思想家受到广泛的批判。这种批判在苏联及东欧各国维持

至今”
[1]638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实际上“尼采生前

有知时，对于当时刚刚兴起的排犹运动是深恶痛绝的”
[1]638

。 

结束语 

尼采的悲剧人生令人叹息，然而他积极乐观的美学心态，

却是值得后人学习的。人生的悲欢离合、疾病、苦难、失败、

贫困、误解等等，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以什么样的心

态去对待，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在此，尼采

以他的一生和他的美学给了我们无限的启示。他的经历和思想

鼓舞着我们在困境中要相信自己，要自强不息，要有积极乐观

的态度。在这个浮躁奢华的时代，尼采这种积极乐观的美学心

态也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纯净，意志更加坚忍，心态更加

平和。在国家正在大力倡导创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尼采是值得

我们反思和重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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