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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对歌德教育精神的接受和反思

王 静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摘 要: 黑塞在教育小说中一直坚持不懈地探索教育对于人的精神成长的意义。黑塞的教

育观主要来自由歌德建立起来的、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观,所以,他的教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与歌德潜在对话的结果。歌德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观主要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实践, 缺

少社会现实的深厚土壤;对此, 黑塞在其教育小说中既肯定歌德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观对人的精

神成长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思这种教育观念的非现实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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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黑塞( Hermann Hesse, 1877 1962)的小说主

要关注人的精神成长,黑塞在小说中倡导,通过精

神 ( Geist ) 的教育培养, 形成一种人格气质

( Gem t) ,对黑塞来说,理想的精神就是德国古典

人文主义, 这样的教育观是德国比较特有的一种

现象, 黑塞的小说属于广义上的德国教育小说的

范围。歌德的 威廉!麦斯特∀是德国教育小说的

奠基之作, 歌德在作品中展现了古典人文主义精

神的教育实践过程, 黑塞本质上就是一位歌德倡

导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实践者。理解黑塞的教

育小说离不开分析比较黑塞与歌德之间的精神联

系,黑塞不仅在小说的题材上效仿歌德,更是在精

神上不断与歌德展开对话。歌德对黑塞的意义,

可以在黑塞于 1932 年为 欧罗巴∀杂志的#歌德

号∃写的随笔 感激歌德∀中看出梗概,黑塞在文中

表露了这样一种心迹: #在所有德国诗人中间, 歌

德是让我最感激、最费神、最苦恼、最受激励的了,

他逼使我去追寻或者去抗拒。%%我与歌德却总

是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对话和思想上的斗争(其中

一例是在 荒原狼∀里,百例之一) ∃[ 1]。

黑塞身处精神幻灭的时代, 他必须反思歌德

古典人文精神的意义和局限, 黑塞对歌德的反思

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就是: 歌德所倡导的古

典人文主义精神具有两面性, 观念的完美和缺乏

现实的根基。歌德的古典人文精神更多注重的是

对人的精神的培育, 而缺少对现实的关注,理想和

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裂缝便是它的缺陷,而这又

与德国本土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歌德的古典人

文精神在精神领域非常坚韧, 但在现实中生根、成

长却比较困难。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德国的 20世

纪的悲剧历史有很深的内在联系, 这正是黑塞教

育小说思考问题的一个出发点。黑塞的这方面的

思考同样在埃里希!奥尔巴赫的 摹仿论 西方

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对歌德的分析中看到,奥尔

巴赫在#二战∃流亡中写下这本名著, 分析的就是

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奥尔巴赫的一个潜在的断言

就是:歌德的古典人文精神是非现实的,歌德没有

完成将他的古典人文精神现实化的使命,如果歌

德努力, 歌德是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的,这样,歌

德在德国 20世纪的历史悲剧中应该承担一定的

责任[ 2]。对黑塞来说, 歌德在战争年代的意义是

三重的:首先, 正是歌德的古典人文精神使他在乱

世获得了对人性的信心, 获得了人性的尊严,也就

是说, 歌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具有超越时代的伟大

意义;其次,应该将歌德的精神与给德国带来战争

的精神区别开来;第三,歌德的古典人文精神的观

念性的确使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没有统一起来,



歌德的精神在德国的大地上的确没有生根。

黑塞对歌德的第二个重要思考是:歌德精神

是德国启蒙时代的综合性力量, 歌德综合了那个

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主要方面。一方面, 歌德精神

是时代的积极精神, 是人性尊严的倡导者,歌德的

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理想的人性,这种理

想的人性具有永恒的价值,歌德如果没有这个方

面的精神,歌德就没有价值,歌德在黑塞心目中的

神圣性主要也是由这种精神建立起来的。从这方

面来看, 歌德是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

思想家。但在另一方面, 歌德也是魏玛的官僚,他

身上带有庸俗气和市民气,是一个虚幻的道德的

说教者 教育的启蒙, 使我们追求知识、智慧、

灵性的完善,结果却窒息在思想的沙漠里;也会使

我们向往充实的、富有美和感受力的生活,结果却

沉溺于世俗世界的享受中 这两种追求同等危

险。

黑塞对歌德的第三个方面的思考是: 歌德的

古典人文精神是怎样面对人性的根本恶的问题。

歌德在作品中总是深刻揭示人性的恶, 同时以善

的一面来遮蔽恶,显示出一种虚幻的假面,这样的

假面的真诚性、尊严又在那里? 这种对待恶的态

度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吗?

黑塞通过他的小说直接反映了他对#歌德∃的

这些思考, 其重点就是反思歌德古典人文主义教

育观念的两面性:理想的完美与德国现实的僻陋,

以及二者是怎样统一起来的。理想如果不能与现

实完美结合起来, 那么理想就往往会成为人生的

枷锁。黑塞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成长

小说∃(亦称#教育小说∃) ,一类是# 概念小说∃ (亦

称#哲理小说∃)。#成长小说∃主要是从积极的意

义上实践歌德所倡导的古典人文精神, 如在

 彼得!卡门青特∀( Peter Camenz ind, 1904)、 德

米安∀ ( Dem ian , 1919)、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 Narcissus and Goldmund , 1930)、 玻璃珠游戏∀
( The Glass Bead Game , 1943)等代表作中, #教

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精神 把人培养成完美

的人、健康的人, 从而以此来改善人的生活,教育

是人类自我完善的途径。而在#概念小说∃中, #教
育∃是作者质疑的对象,理想的教育往往脱离了现

实, 它有时反而会戕害人的精神, 使人失去自由,

如 在轮下∀( Beneath the Wheel , 1906)、 荒原狼∀
( Der Stepp enw olf , 1927)等代表作。黑塞的#成

长小说∃和#概念小说∃的分类只是相对的 两类小

说关注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是#概念小说∃

中对德国古典人文教育的局限性思考得更多一

些,怀疑批判精神更强一些。

二

黑塞在 1932年的随笔 谈一点神学∀中曾说:

#一个孩子诞生时处于一种与一切协调一致的状

态。一待这个孩子受到关于善与恶观念的教育之

后,他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个性形成过程,这就

是绝望和疏离的根源。盖因他已被人教知法律和

道德规条, 但却感到无法遵守由传统宗教或者道

德体系所建立的那种专横的标准, 因为其中排除

了看来非常自然的东西。∃ [ 3]黑塞将教育看做是
人与天然本性疏离的过程,天然本性是在善恶观

之外的理想状态, 黑塞这样的观念有一些人从伊

甸园吃知识树上的果子的意味, 教育就是一种知

善恶的过程, 人一旦知善恶, 再回到伊甸园就很

难,人性就存在分裂,人性的恶成为了生活中必须

面对的问题,怎样对待人性的分裂,这是黑塞思考

的一个关键点。黑塞感到困惑的是那种他深深迷

恋并为之沉醉的、有助于人类精神成长但又回避

人类精神困境的#教育∃, 精神是一种象征,黑塞对

此既信仰又怀疑,这种矛盾几乎贯穿他所有的#成

长小说∃, 恰如他对于歌德的态度, 爱痛交织,情感

的分裂与生命的融合并存。

在 荒原狼∀中, 有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对话,

是荒原狼哈立!哈勒与假想中的歌德的争论: #您
与所有大思想家一样, 对人类生活的可疑性和绝

望都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 瞬间即逝的雄

美壮观及其可悲的凋零,感情上美妙的高潮只能

以日常牢狱般的生活为代价, 对智慧王国的热切

向往和对自然已经失去的清白的热切而神圣的

爱,总是永远处于殊死搏斗的状态之中。那可怕

的虚无缥缈, 那命中注定的短暂性、无效性、永恒

的实验性和流动性%%。可是您又毕生从事与此

相反的说教,宣扬信仰和乐观主义,试图欺骗人们

和您自己, 说我们的思想活动是有意义的、持久

的。您拒绝和压制地狱的信仰者, 在自己和克莱

斯特、贝多芬身上拒绝绝望的真理的声音。数十

年之久您就是这样做的, 好像积累知识, 搜集材

料, 书写和收藏信件,好像您在魏玛的整个晚年,

实际上就是一条路, 要把瞬间即逝的东西变为永

恒 但是您实际上却只能使它成为木乃伊 好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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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能把自然变为精神,但是您却只能使自然变

为有变种特征的假面具。这就是我所责怪您的不

真诚之处∃ [ 4] 83。关于哈勒的指责, 歌德自有辩

解,他以莫扎特为例说明自己的观点: #  魔笛∀把

生活作为引人入胜的赞歌来描述, 它赞美我们那

不能久留的感情,就像赞美永恒和神明一样。它

既不能赞同克莱斯特先生,也不赞同贝多芬先生,

而是宣扬乐观和信仰∃ [ 4] 84。正是这种乐观的信

仰是黑塞不能最终放弃精神努力的缘由,莫扎特

的明朗伴随他一生的成长,但偶尔也有黑云笼罩

的迷蒙时刻。黑塞主要是揭示人的有限性,但也

只能以个体的向善的实践来对抗生命的黑暗。

同样,在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也是揭示

这样的精神的矛盾。这也是一部描写主人公精神

成长的故事,托马斯!曼说: #这部小说%%以最吸

引人的方式描写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相矛盾∃[ 5] 21。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分别代表人类精神的两极

(精神和世俗) , 他们既融合又对立,最后因为信仰

而殊途同归。纳尔齐斯是修道院里虔诚的苦修

者,是潜心钻研的神学家。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修

道院, 在基督信仰的支撑下过着单纯而充实的生

活。歌尔德蒙则年少丧母,被父亲送进修道院,然

而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激荡的活力一直在远方召唤

他,他无法被纳入修道院静谧的生活轨道。在纳

尔齐斯的鼓励下,他逃出了修道院,成了一个放荡

不羁的流浪者。他放纵自己的情欲, 不断地与女

人们狂欢, 他狂喜地与他人打斗, 甚至杀人,但他

害怕死亡: #也许,他想所有艺术的根源,或者甚至

所有精神劳动的根源, 都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吧。

我们害怕死亡, 我们对生命之易逝怀着忧惧, 我们

悲哀地看着花儿一次一次的凋谢, 叶子一次一次

的飘落,在内心深处便益确凿无疑地感到我们自

己也会消失,我们自己也即将枯萎。然而,如果艺

术家创造了形象,或者思想家探索出法则、创立起

思想,那么, 他们的所作所为, 就能从这巨大的死

亡之舞中救出些什么, 留下一些比我们自己的生

命延续更久的东西∃ [ 5] 162。

生活的体验丰富了他对生命的感受, 他痛惜

被自己伤害和杀害的人,也痛惜自己已经失去了

的心灵的纯洁与天真, 他怀疑这样的人生是否值

得。后来, 他在一位雕塑大师的培养下成为一位

雕塑家, 然而即使是艺术, 也不能彻底安慰他,他

又开始新一轮的流浪, 直到因为勾引伯爵夫人而

面临被绞死的命运 这时 已经当上修道院院长

的纳尔齐斯出现了, 他让歌尔德蒙获得了赦免,因

为他相信: #一个负有崇高使命的人, 即使在生活

狂热的混沌中沉溺得很深,浑身糊满血污尘垢,也

不会变得渺小和卑劣,泯灭心中的神性;他即使无

数次迷失在深沉的黑暗中,灵魂的圣殿里的神火

仍然不会熄灭,他仍然不会丧失创造力∃ [ 5] 306。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彼此羡慕 纳尔齐斯

羡慕歌尔德蒙把最无常的、最易逝的事物铭刻在

心上,并在无常中揭示世界的意义,无常变成可以

与永恒相比拟的东西,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思

想家相比, 艺术家更爱这个世界, 艺术更纯真;歌

尔德蒙也同样羡慕纳尔齐斯, 思想家可以驾驭人

生,摒弃绝望, 获得内心的安适、淡泊和宁静;但他

们却彼此都看不清对方 纳尔齐斯看不清歌尔

德蒙在艺术创作背后的空虚, 歌尔德蒙看不清纳

尔齐斯精神探索后面的苦恼; 然而他们却能始终

彼此沟通, 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人生/艺术的信仰。

艺术 是在人生的愚人游戏和死亡之舞中, 遗

留下来的一件长存不衰的作品, 她使人类精神彼

此沟通。

三

黑塞晚年创作的 玻璃珠游戏∀, 既可以说是

他对自己终其一生的精神之旅的一次总结与反

观,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所坚守的精神立场的一

次评定与追问。这是一本并不太容易读的小说,

德国的文学作品和它的电影一样, 由一个个概念

剪辑而成,初读起来特别枯燥,原因是它们深受德

国哲学传统的影响, 但是,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你会发现在它们冗长的叙述里有一个你所渴望的

世界。

卡斯塔利亚是一处培养精神人才的圣地, 卡

斯塔利亚从歌德的 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的

教育省得到灵感,这里的学生经过严格的挑选,他

们是全国的精英, 来到这里后必须进行苦行僧式

的修行,断绝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完全沉浸于纯粹

的精神#玻璃球游戏∃之中,钻研数学、音乐、宗教、

哲学等一切人类知识艺术,以获得精神的最高褒

奖 #玻璃珠游戏大师∃的称号。但是无论是受

教育者还是教育者,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这一行为

的目的, 除了精神的自救以外,于现实有何补益?

小说的整个情节都笼罩在这样一种充满怀疑的情

绪中 卡斯塔利亚的教育经费由国家专项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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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们过着虽然清苦但至少是衣食无虞的生

活; 但如果失却国家的投资和支持, 它就会瓦解;

所以, 我们的故事必须发生在一个没有生存担忧

的时代里,这是精神不能自足的缺陷之一。

小说的主人翁克乃西特自 12岁就来到这里,

他刻苦好学,接受严格的教育与训练,汲取了东西

方文化精髓,不仅熟谙西方先哲们的思想,也能灵

活运用 易经∀。最后, 他集世界文化之大成的玻

璃珠游戏艺术于一身, #玩∃成游戏大师,并担任领

导者。然而,他的每一次探索,每一次超越, 每一

次成功声名的背后, 都伴随着内心深处越来越浓

重的痛苦和怀疑。特西格诺利, 是卡斯塔利亚的

一位旁听生,他是克乃西特的终生的对手与朋友。

特西格诺利与克乃西特是完全相反的人,他代表

世俗生活,克乃西特代表精神领域。开始两个人

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生活的世界辩护, 特西格诺

利称卡斯塔利亚是#狂妄自大的经院哲学精神∃,

认为卡斯塔利亚不事生产、脱离现实的精神教育

毫无价值可言, 而克乃西特则坚决站在卡斯塔利

亚一边,与对手进行激烈地辩论。克乃西特认识

到对手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在没有放弃卡斯塔利

亚精神的原则下他承认对方的世界是自然的、原

生态的,是永恒的存在。争论使他们彼此更加坚

定自己的选择:一位坚定地返回尘世, 从事实业;

一位坚定地留在卡斯塔利亚, 进行探索。

事隔多年之后, 他们再一次相逢,两人都在各

自选择的世界里深感疲惫,那一夜,他们艰难地坐

在一起交谈却彼此无话可说。克乃西特忧伤地看

着年少时的朋友,心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

居然把一个天性活泼的青年变得如此压抑? 他揣

测那必定是一种自己完全陌生、完全无知的痛苦。

这时的克乃西特已成为#玻璃珠游戏∃大师,统领

一个王国, 被命运牵引, 显得那么孤独而又顺从。

他为朋友的痛苦而感到痛苦, 也为自己不能理解

对方的痛苦而痛苦, 这不能理解的痛苦构成了他

渴望了解世俗人们的诱惑。#我们当时也都怀着

善良愿望, 而我们却受善良愿望的驱使把自己折

磨得死去活来,甚至无法忍受。∃ [ 6] 256他们都渴望

进入对方的世界, 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分歧而

断裂,于是他们又有了后来的交往。

特西格诺利的存在, 再次引发克乃西特对#精

神∃自身可能存在的局限进行思考:生活在卡斯塔

利亚的是一些可怜可卑之人, 虚伪地停留在永恒

的童年之中 天真而幼稚地蛰居于密密围着篱笆

墙的又整洁又乏味的儿童滑稽戏天地里。%%每

一种强烈的感情,每一次真诚的热情冲动,每一场

心灵波动都立即果断地被扼杀,以至于永远消逝,

而外面世界中生活的穷苦人们, 这时却在肮脏的

污泥里, 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 干着真实的工

作。 面对特西格诺利的质问,克乃西特的回答

是: #你对我们的世界怀有怨恨,同时又满怀绝望的

依恋之情∃。每一场游戏,都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

色彩,表达一种悲剧性的怀疑与放弃, 我们撰写的

每一场游戏都竭尽全力从内心寻求解答, 再以最

高贵的弃绝态度放弃这种解答, 就像一首首完美

的哀歌,悲叹美好事物的倏忽易逝和一切精神追

求的可疑之处。有谁不会为这样的游戏既感到绝

望而又满怀向往之情? 怀疑是为了坚信,但是谁

也没有办法否认, 纯粹的精神游戏阻碍了我们体

验真实的生活。这是精神不能发展的缺陷之二。

于是,克乃西特想:为什么精神和世俗 这

两个世界 不能和谐共处呢? 为什么人们竟不

能够让两者在每个人的心里联合一致呢? 其实,

早在克乃西特抵达卡斯塔利亚之初, 他就已经目

睹许多同学的离开, 他们或许因为不能忍受卡斯

塔利亚的教育方式, 或许是因为看穿卡斯塔利亚

人的虚弱无力,或许是因为感到内心的拯救无望,

或许是因为无法抗拒外面世界的召唤, 总之,他们

匆匆来了又匆匆离开,他们决定回到尘世,做一个

世俗的人。他们离开最具说服力的理由就是:留

在卡斯塔利亚的人, 是逃避生活的人,而他们不愿

意做一个逃避生活的人。#这个我们业已离开的
遥远世界发出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也许完全不是

针对那些意志薄弱和精神卑劣的人。也许他们那

种表面上的跌落(世俗世界)根本不是什么堕落和

遭难,而是向前跃进和向上运动。也许我们规规

矩矩留在卡斯塔利亚的人才是名符其实的弱者和

懦夫。∃ [ 6] 54当人们普遍认为无法承受卡斯塔利亚

的严峻考验而退回到世俗世界的学生是精神卑劣

或意志薄弱的人的时候,克乃西特却为他们作了

这样的辩解,他认为留在卡斯塔利亚的人们,由于

不敢接触现实世界而一味沉湎于精神的游戏, 这

才是真正的弱者和懦夫。克乃西特虽然躲藏在卡

斯塔利亚进行精神的游戏,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

弃对游戏本身的怀疑和对自我选择的一种反抗。

所以, 克乃西特的内心一直潜伏着返回世俗

世界的冲动, 最终,他决定离开卡斯塔利亚,到实

际生活中去 去做些具体的 有社会意义的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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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是他的尝试尚未开始, 却因为溺水身亡而

终结。精神是易碎的,即使没有现实世界的触碰,

她也会因为自身的纤弱而不堪对影一面湖水, 谁

能保证她不会自伤其身而化作一滴泪水? 更何况

一次巨大的尘世冒险? 当黑塞向我们宣道精神世

界的美妙奇特时, 他并没有因此而隐瞒这个世界

先天的孱弱和其中暗藏的欺骗。

值得说明的是,克乃西特的死仅仅是一个传

闻, 黑塞让自己的主人公的生命消失在传闻中。

他没有回答我们关于#精神∃的询问, 是因为他和

我们一样缺少回答的勇气吗? 不是的, 这个故事

克乃西特从 2200年的卡斯塔利亚消失之后,

又化作三个形象 #呼唤风雨的大师∃、#忏悔长

老∃和#印度王子∃,从远古飘忽而至, 娓娓诉说另

一个世界的传奇。#上帝把绝望遣送给我们, 并不

是想杀死我们; 上帝送来绝望是要唤醒我们内心

的生命。∃ [ 6] 443黑塞的每一部小说都假定了一个

可能的精神王国, 是它的主角努力以赴的精神目

标,不管他最终达到了抑或没有达到。黑塞最终

在人性的恶面前采取一种和解的态度, 他最后还

是认同歌德对人性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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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e∋ s Acceptance and Reconsideration to Goethe∋ s Educat ion Spirit

WAN G J ing
( College o 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 rmal Univ 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his educat ion novels, Hesse explored continuously the educat ional significance to the grow th

of human∋ s spirit . Hesse∋ s educat ional view mainly resulted from Goethe∋ s, i. e. , the Germany classical

v iew of humanist ic educat ion. Therefore, Hesse∋ s education novel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outcome of an
implicit dialogue betw een Goethe and himself to a certain ex tent . Goethe∋ s classical humanist ic view of

educat ion is mainly a kind of pract ice of spiritual significance, w ith an obvious lack of the realit ies of the

society. So, on the one hand, Hesse believed that Goethe∋ s classical view of humanist ic educat ion has a
posit ive ef fect on the grow th of human spirit in his education novels.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reflected on

the def iciency of unreality in the educat ional idea of Goethe.

Key words: Hesse; Goethe; educat ion novel; classical humanist 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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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llectual in Exile: Re reading Said

GU H ua, MA Xin
( Foreign Studies Colleg e, Nor 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Reflections on ex ile, representat 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secularism of the amateurs are the

three major parts of Said∋ s cultural critical theory . Ex ile is the orig in and the pow er for intellectuals∋
creation and entit les them to have unique thinking style and standpoint of theory const ruct ion.
Representat ions of intellectuals are the key to check whether their standpoint is impart ial and to judge

w hether their duty is properly performed. Amateurism is a brand new perspect ive and an ef fective mode to

represent intellectuals. L 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be rooted in secularism. Said∋ s literary can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intellectuals ∋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ory const ruct ion in the contex t of

g lobalizat ion and pos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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