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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保留与平衡

歌德教育思想的再解读

冯亚琳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文化记忆出发, 重新解读歌德反映在其长篇小说 威廉! 麦斯特的学习

时代∀和自传 诗与真∀中的教育思想, 确切地说,是解读他的教育思想中一直以来不大为人们所重

视的一面,即人面对世界时应持的自我限定态度和对文化传统的维护和保留态度。这种追求平衡

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具有整体性特征;其目的在于, 以静对动,构建一个能与现

代人求变求异的企求相抗衡的支撑点; 如此前提下的教育思想追求的是一种辩证的合题: 它注重

人的发展,却警告他不要陷入人类中心主义; 它不反对社会改革, 却要求人们不要摈弃自己的文化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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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传统通过教育机构得到社会保

障的时候,艺术家们能够从对传统的批判和

拒绝中为他们的创作获得重要的启迪; 自 20

世纪末以来, 这一传统却变得异常脆弱。于

是,作家们开始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以个体的

和独特的方式连接最古老的文化记忆, 来寻

找(创作的)动力。∃( Assmann, 2004: 23)德国

在文化记忆研究领域内享有盛名的阿莱达!

阿斯曼的这一段话虽然是针对艺术家们的创

作动力而言的,但也可以用来解释文学研究

与经典对话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这一观点

构成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即以文化记忆为前

提,重新解读歌德、尤其是反映在他的长篇小

说 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自传 诗与

真∀中的教育思想, 更为确切地说,是解读他

的教育思想中一直以来不大为人们所重视的

一面,即人面对世界和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

从而挖掘歌德教育思想的整体性特征。

一

论及歌德的教育思想, 学界迄今更多地

注意到的是他关于人在世界中和谐发展的思

想、#自强不息∃的观点,以及对个体理想人格

的追求。(冯亚琳)很显然, 这些思想均属启

蒙进步理念的范畴, 而歌德受启蒙思想的影

响的确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如此单一地去

看待歌德不仅无法揭示他的教育思想的全

貌,而且会曲解歌德的本意。在 威廉!麦斯

特的学习时代∀和 诗与真∀中,就有两个颇让

人费解的问题:一是所谓的#偶然性∃问题,二

是贵族在市民出身的青年人成长中的作用问

题。在上述两部作品中, 歌德均不断指出了

人的发展过程往往具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

在 诗与真∀中, 歌德把自己的魏玛之旅最终

能够成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偶然; 而在 威

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 偶然性则贯穿了



麦斯特成长的全部过程, 以至于小说终结时,

弗里德里希面对麦斯特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觉得你像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外出寻找他

父亲的驴,而得到一个王国。∃而麦斯特自己
也总结道: #在这个世界上只按个人的意志去

奔波,是毫无结果的。凡是我要紧握的东西,

我都不得不放开手, 而意想不到的酬报却自

己向我冲来。∃(歌德,  威廉 !麦斯特的学习
时代∀: 564 78)

除了偶然性问题外,贵族在市民出身的

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样引人注

目。 威廉 !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 塔楼里

的青年贵族们一直暗中观察并引导着麦斯

特,既让他经受困惑与逆境的磨炼,又不失时

机地予以帮助和指点, 最后通过颁发结业证

书的形式正式接纳麦斯特成为塔楼组织的成

员,以此宣告了他的学习时代的结束。如此

一来,由青年贵族组成的塔楼组织便被赋予

了某种教育主管部门的功能, 而它的成员则

显然起到的是表率作用。事实上,麦斯特本

人也的确视贵族为个人教养的典范, 正像他

在给妹丈威纳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我若是一个贵族,我们的争论也许立刻化为

乌有了;但是因为我只是一个平民,我必须采

取一条独特的途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

不知道,外国的情况如何,但在德国只有贵族

才有可能享受到某种 如果允许我说的

话 个性的教育。(歌德,  威廉 !麦斯特

的学习时代∀: 266)
在此,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歌德与他同时

代的安东 !菲利浦!莫里茨之间在对待等级

社会态度上的区别。后者在他的自传小说

 安东 !莱瑟尔∀中表达了他对现存的等级差
别的难以忍受和不理解: 迫于生计,他不得不

给一位贵族青年授课。对方付给他工钱之后

客气地请他出门,于是他仰天自问: #生前究
竟做了什么错事,使得他成不了这样一个一

大群人围着他转、都讨他欢心的人。为什么

他恰恰就得到了一个劳动者的角色, 而另外

一个人却是支付者?∃ ( Mo rit z, 1997: 336)与

莫里茨的愤慨不同, 歌德对等级制度采取了

一种认可和接受的态度, 不仅称他#对上层阶

级的态度是满怀好意的∃, 而且为 少年维特

的烦恼∀发表之后他本人与贵族阶层之间的
关系的改善感到欣慰。就德意志当时的普遍

情况而言,歌德也认为, #在德国差不多还没

有一个人对这个享有特权的巨大集团既羡且

妒,也没有人对他们的幸福的世俗的优越地

位心怀不满。∃(歌德, 诗与真∀下: 763 64)

阿莱达 ! 阿斯曼在她的 民族记忆研

究 德国教育思想的短暂的历史∀一书中
专门就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进行了论

述,指出当时德国正在发生一场#从出身原则

到绩效原则的社会等级∃或#从老的地位贵族

到绩效贵族的∃转变。( Assmann, 2004: 16)

这样一种转变在 诗与真∀里的确能够找到印

证,歌德这样写道: #中产阶级专心从事商业

和学术,他们藉此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技术,

提高自己的地位,却得到与贵族相颉颃的力

量。∃在此基础上, 歌德还引用了冯 !赫顿公

爵的自白,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一社会

趋势: #那些出身最下层阶级∃的人,经过努力

#而致身显贵∃。正是在这样的关联之中, 歌

德强调了贵族在教育方面享有的优势,强调

了他们的#精神文化∃( ge ist ige Kultur) , 认为

不仅时代进步带给贵族们很大的影响,而且

#他们又能通过文学和哲学的研究,来培养人

才,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虽然对现状不太有

利而高超的立场上∃。(歌德,  诗与真∀下:

763)。

歌德对社会等级的认可虽然不可否认地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局

限性,但却也不是简单地用这样一句断言便

可以解释得了的。就本文所关注的歌德的教

育思想而言, 需要讨论的问题就包含了如下

两个方面:其一,既然个体的个性发展和自我

塑造是# 可计划的、向上延伸并有目的的∃,

( Fr erichs: 59)那么,对歌德一再提及的个体

成长过程中的偶然性应该作何解释? 其二,

18世纪末、19 世纪初, 由于德国的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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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发展均远远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作

为新兴的社会力量, 市民阶层还处于一种十

分软弱的地位。尽管如此,贵族在政治、经济

诸多方面已经开始失去影响。那么, 是什么

原因促使歌德将这一阶层视为市民出身的青

年人自我教养的典范? 而这一教育观又应当

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之中去理解呢?

二

歌德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关于人与世

界的关系的思想,无论是对于 威廉 !麦斯特

的学习时代∀还是对于 诗与真∀,这一思想均

具有重要意义。歌德认为,人只有在世界中

并通过世界去感受自我。一方面他重视个体

自身的力量, 另一方面他赋予了世界以影响

并造就个人的功能。正如歌德在 诗与真∀中

所说的: #事实上,时代给与当时的人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

十年或晚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他对外

界的影响看来, 便变成完全另一个人了。∃(歌

德,  诗与真∀上: 3)  威廉 !麦斯特的学习时
代∀中也有类似意义的一段表述: #我们所遇

到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 一切都不知不觉地

有助于我们的修养。∃(歌德,  威廉 !麦斯特

的学习时代∀: 397)
假如说,对个体追求自由和发展的重视

完全符合德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精神

思潮的话,那么,将现实世界视为与人互为对

立的独立体并强调世界对于人的反作用却是

歌德所独有的。这里, 世界对于人及其成长

的影响并不全然是正面的、具有促进意义的,

而完全有可能是限定性的,甚至是防碍性的。

人所不能解释也无法左右的偶然性便属于这

一范畴。如此一来, 在歌德那里,奋发上进的

市民阶层的人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宰世界改造

世界的绝对要求便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而包括大自然在内的(客观)世界的独立性则

得到了维护和保留。

世界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它自身的规律

性之中。对于成长中的个体而言,这一点具

有双重意义:世界是他通向自我的道路,因为

他#只有在认识世界的情况下∃才能够认识自

我;与此同时, 世界却并不完全为人所控制和

掌握。应当说,这样理解的世界已完全不同

于狂飙突进时期的世界。那时,世界是束缚

个体并限制其自由的#敌对∃的社会权力,人

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与之抗争,而这一抗争

完全有可能以失败而告终,正像 少年维特的

烦恼∀中的主人公所遭遇的那样。到了 威

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 诗与真∀中,世界

却成了人不可缺少的伙伴, 它是人自我修养

的前提和条件, 但不屈从于人的意志。这一

对世界的理解与歌德对于大自然的整体观相

一致:一方面, 他并不反对为了人类的利益而

开发大自然, 正如他在 浮士德∀中所表达的

那样;另一方面,他则宣扬对大自然的非暴力

利用,而在歌德那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对

人自身的思想实施暴力。( V gl. G nzler :

26 27)

世界是有规律的,但同时又充满了偶然,

而人的极限则正是在这规律与偶然的交替作

用之中凸现出来;歌德称后者为#魔力∃:

这一个魔力虽然能够凭着一切有形和无形的

东西显现出来,并且在动物身上起着极显著

的作用,但特别在人类身上起作用时,却极奇

妙神秘之至,它形成一种势力,纵然不是与世

界的道德秩序争相反对, 也与它相交叉,所以

我们可以把世界的道德秩序称为#经∃,而把
这种神魔似的力量称为#纬∃。(歌德,  诗与

真∀下: 837)

歌德虽然否认这种#魔神之力∃与世界的

道德秩序构成一对矛盾, 认为它们仅仅是相

互交叉,并在交叉过程之中形成张力,但他强

调,这种既不属于神、也不属于人,既不具恶

魔性、又没有天使性质的东西#与偶然相似,

因为它显不出有什么联系; 它又与天道神意

相似,因为它暗示有因果关系∃。(歌德,  诗

与真∀下: 856)歌德认为, 这种魔力#不能通过

判断力与理性来解明∃,他承认: #它不符合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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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性, 但我却臣服于它。∃ ( Eckermann,

1982: 405) %

人们感受到歌德借此所发出的警告: 人

不可以为所欲为。在技术和自然科学不断发

展的大背景下, 歌德显然是看到了某种危险:

现代人在失去宗教信仰的约束之后, 他有可

能失去节制,走向极端。也就是说,在他宣告

了神的不存在之后, 他自己却有可能试图取

而代之,将自己变成神。因此, 在歌德看来,

人必须认识到他的极限, 他必须学会敬畏:敬

畏自然,敬畏他所不能解释和完成的事情,并

随时准备#放弃每一个习以为常的财物,远离

我们即使再热切不过的愿望∃。( G oethe,

1982, Bd. 6: 185)需要指出的是, 歌德在 诗

与真∀中对他本人的生活道路的描述表明,如

此意义上的#断念∃并不是消极颓废, 不是听

天由命,而是相反,是一种自觉的、面向未来

的选择。这一点也适用于人面对偶然应取的

态度:既要敬畏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却又不

能放弃对自身命运的把握。正像 诗与真∀中

的#我∃一样,虽然也顺应#命运∃的安排,接受

了去魏玛的邀请 且不说这正是年轻的

歌德当时所期盼的 然而驾驭生命之车

的人是一个自信而依然故我的人。作者在

 诗与真∀结尾处引用的他的剧作 埃格蒙德∀

中的道白,便恰如其分地抒发了这样一种情

怀: #孩子,孩子,不要说下去了! 光明的白驹

像是不可见的幽灵鞭策那样拽着我们命运的

轻车走了, 时而左, 时而右来闪避这儿的石

头,躲开那儿的悬崖&&∃ (歌德,  诗与真∀

下: 849)

正因为如此, 不能将歌德一再强调的偶

然性与非理性联系起来; 它是歌德关于人与

世界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样具有教育的

力量:正因为人并不能够预测一切、控制一

切,那么他就应当懂得#幸福∃地限制自己,在

#生命的每一刹那∃寻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

东西。应当说, 如此理解的教育并不完全等

同于发展,因为人不仅要能够奋力向前,也要

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及时止步和停留 要在提

出要求的同时学会放弃。经常有学者谈到歌

德教育思想中的和谐, 笔者认为, 这里的和

谐,与其说是指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如

说指的是对世界关系之中促进性因素与限制

性因素之间的协调。

三

属于世界关系的除了大自然还有文化。

在德国,关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提法不一,媒

介说有之, 基础说也有之。( Vg l. Bo llen

beck: 96; Assmann, 1993: 30f . )即使在歌德

本人那里,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正

如有论者所言, #歌德往往以不同的含义谈到

文化∃。( Bol lenbeck: 131)本文无法对所有

这些观点的差异作出评述, 但文化的教育意

义、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却是所有人

公认的。( G nzler: 38) ∋ 而笔者看来, 贵族

在市民青年个体成长中的榜样意义恰恰可以

放在这样一种关联中去解读。因为,在歌德

确定贵族为市民阶层青年自我教养的榜样的

同时,他也赋予了后者以文化代表的身份。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歌德在 威廉!麦斯特的

学习时代∀中所展示的并非普遍意义上的、而
是特定的贵族形象。它不是伯爵城堡中那些

整天只顾享受、碌碌无为的虚荣的人们,这些

人#只讲究排场、只注重外在形式的生活方

式∃, ( Jacobs und Krause: 90f . )与其说让麦

斯特羡慕,不如说令他困惑。而真正让威廉

觉得值得效仿的,应当是塔楼组织里那些追

求实干的青年贵族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追求实干并服务于他人是塔楼组织的重

要原则。当威廉 !麦斯特迷恋舞台,幻想通

过舞台体验来与自己崇尚的英雄#融合为一
个人∃的时候, 是塔楼的成员雅诺规劝他放弃

幻想,步入实际生活。与此同时, 歌德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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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 s G nzler 认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与歌德

轮廓清晰的自然观相比较,文化的作用显然要模糊一些。



即使贵族出身也要像麦斯特那样经历一个漫

长的学习时代。按照书中阿贝的观点,

如果人们要在某个人的教育上有所成功, 那

就必须首先看到这个人的爱好和愿望是什

么;了解清楚了,人们必须把这个被教育的人

放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 他的爱好才能尽其

可能地得到满足;或者在这个环境里尽其可

能地随其所愿, 如果发现她误入迷途了,他好

能够及早地认识它的错误, 如果他一旦遇到

了对他合适的东西, 他也就能比较热心地钻

研它,而且比较勤勉地修养身心。(歌德, 威
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394)

阿贝的这一观点,不仅被运用在威廉 !麦斯

特身上,同样也被应用在所有的塔楼组织的

其他贵族出身的人身上, 而他们也像麦斯特

一样在达到要求之后获得了结业证。

勿需赘言, 人们在这里观察到的是一种

相向而对的发展:在麦斯特看来,贵族注重精

神的生活方式值得羡慕和追求,而塔楼组织

的青年贵族们则努力实践某种有用的、实干

的生活方式。卢卡契将这种相互接近的发展

过程总结为#进步贵族的代表与有教养的市
民阶 层的 代 表的 融合∃。 ( Ja cobs und

Krause: 91)在这一过程中,人道主义的价值

观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得到保留: 仁爱、宽容、

乐于助人、有见地的谈话、敏感而注重他人感

受的交往方式等等。人的自我教养的目标则

是要实现善与美的结合, 为此歌德不仅将麦

斯特眼中的#女英雄∃纳塔丽亚描述成为善与
美的化身,而且在几经周折之后让后者成了

麦斯特的未婚妻; 而麦斯特本人, 他善良和

#诚挚∃的本性上最后增添了一种# 美∃,如同

威纳所看到的那样, 他的朋友#变得更高、更
强壮、更挺拔了, 他的本性更有修养, 他的举

止更为雍容了∃。(歌德,  威廉 !麦斯特的学

习时代∀: 470)
歌德曾经对巴伐利亚内务部教育总参议

尼特哈默( Niethammer)编撰一部#德意志民

族之书∃( Vgl. Assmann, 1993: 35)的建议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应当建构某种文化中

心,以便#用同一种方式, 同一种思想∃( Ass

mann, 1993: 34. )教育每一个德国人。在 威

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 歌德似乎不仅

#悄无声息地取消了∃市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

鸿沟, ( Jacobs und Krause: 91) 更为重要的

是,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一个

贵族和市民都能够认同的、新的文化基础。

也就是说,歌德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关

于#以文化为途径的社会融合∃的思想。

( Assmann, 1993: 35)从这个意义上讲, 麦斯

特的成长之路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借

助阿莱达 !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的论述,可

以把这一过程描述为市民出身的个体对文化

记忆的吸取和参与的追求。 ( Assmann,

2004: 6)倘若说,歌德在这里赋予了传统文化

价值以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所着眼的显然不

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那个时代的整个德意

志民族:在政治中心缺席的情况下,至少应当

重视并共建历史和文化记忆。如同他在 诗

与真∀中所表达的: #以巧妙的手腕把史实文
艺化,使国民对于本国的历史有新的回忆。∃

(歌德, 诗与真∀下: 765)

总的来说,歌德的教育思想中不仅包含

了建立在启蒙进步观念上的对个性的重视,

同时也包含了一种面对世界和文化的自我限

制与保留的态度。也就是说,人不能视自己

为无所不能的神,不能超越自己的界限,企图

成为#大地的主宰∃; ( Oelkers: 141) %而应当

在自我教养的过程中, 将#天生的与获取到
的、固定的与变化的、必然的与偶然的、个体

与环境∃( G nzler: 22) 还可以补充的是

善与美、现时的与传统的 结合起来,以促

成一种和谐的整体的诞生。换句话说,人与

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歌德之所以

强调限定与保留,目的在于构建一种平衡,以

静对动,构建一个能与现代人的求变求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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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lkers hat in seinem Buch berzeu gend das Pro

m etheus Mot iv in Goethes Dich tu ng und Wahrh eit analys i

ert , indem er in Prometheus die Versuchung des M enschen

sieh t, got t hn lich zu sein.



抗衡的支撑点。如此前提下的歌德的教育思

想追求的是一种充满辩证思想的合题: 他注

重人的发展,鼓励人的能动性,却警告他不要

陷入人类中心主义; 他主张社会改革,却要求

人们不要摈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从政治上看, 人们尽可批评歌德的教育

理念是保守的、落后的,起码是不现实的, 因

为它将那些还要为每日三餐犯愁的人们一并

排除在了视野之外。尽管如此,这一注重自

然注重传统的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却

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它要求重新发现世界的

独立性,从而纠正了工具理性的目的至上观。

按照阿莱达 !阿斯曼的说法, #凡是在社

会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教育#就是现实

问题∃。( Assmann, 1993: 15)歌德的教育思

想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重新解读文学经典

的意义也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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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Yalin Reinterpretation of Goethe s Ideas of Education 87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 interpr et Goe the s idea s o f educa tion m anif ested in his nove l Wilhelm Meister s

Apprenticeship and his autobiog raphy , Poetry and T rut h , fr om the per spective o f cultur al mem ory. Mo re

pr ecisely, it str esses a long neglected aspect o f Goethe s ideas of education, which is an att itude o f r estr aint

of the self and preser vat ion of cultura l traditions w hen m an is f aced w ith the wo rld. The co re o f this ba l

anced attitude is the af finity betw een human being s and the wo rld. It emphasizes hum an development but a l

so w arns men o f hum an egocentr ism. It does no t obje ct to so cial r ef orm, but it asks human being s not to a

bandon the ir cultur al traditions.

LI AN G Zhan Bourdieu s Reading of L Education Sentimental 93

This paper make s a theo re tica l analysis o f Bourdieu s r eading o f F lauber t s L Educa tion Sentimental ,

suggest ing tha t the theor y o f liter ar y field established by Bourdieu lar ge ly clar if ies the com plic ated social and

histo r ical conditions upon which the novel is ( re ) pr oduced, so one can consider a rt as a r esult o f str uggle s

be tween diffe rent power s within the field. But the theor y canno t g iv e us a r easonable explication f or the

deepe r genetic mechanism of an ar tist s individual sty le, f or it sees ar t and human existence as two uncon

nected pieces. Contr ar y to this, He idegger s no tion o f ar t that reg ards ar t as a tr uthf ul way o f human life,

this paper ar gues, he lps one see a rt, tr uth and existence as a w hole.

PAN Zhengw en 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Vernon God Little 110

In the autho r s opinion, Vernon God Little is a kind o f Foucaultian psycho log ical par able on the sacr i

f ice and redemption o f contemporar y human socie ty. By depicting a ter r if ying picture of how the mater ia l

ized adult w or ld depends on finding scapegoats to cleanse their sin, the w ork exposes the damage th at the an

t agonistic hegemonic law has done to the g ray par t of human lif e, and thus displays its unique aesthetic

pow er betw een the contradiction o f sa crifice and redemption.

ZH A N G Zhongzai # Viewing∃ To the Lighthouse 115

The nove l is traditionally r eg arded as tempo ral ar t, diffe rent f rom painting and sculptur e as spatial a rt.

L iter ar y w orks, w hether they are epics, dr amas o r novels, a re in one w ay o r another a nar ra tion o f t ime/

histo r ical pro cess w ith distinct tem po rality. The beginning, development and ending o f a plot, the develop

ment and exper ience s o f a char acter ar e all temporal in nat ur e. However, litera ry w orks with w ords a s car r i

er s o f info rm ation can achiev e spatial beauty as we ll. Words like co lour, light, shadow, line and shape ar e

able to ar ouse in the mind o f the re ade r associations and images, thus cre ating spatia l consciousness and spa

t ial aesthe tic eff ects. V irg inia Woolf is a wr iter who h as a passion f or pr esenting spatial beauty in her wo rks.

She endeavours to use w ords as a m edium to pr esent the co lour s and shapes of spa tia l objec ts to build up a

sense o f spatiality. A s To the L ighthouse is a novel that presents a landscape pa inting , we need t o re ad it and

view it to appreciate its spat ial beau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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