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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易中天倡导的“新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的“劳动”或“实践”，并非如他假想的那样是“在人

文学科内不可再还原的”。劳动起码可以还原为身体活动和意识，而决定身体活动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

的，就是意识。根据维柯的哲学，我们有理由支持一个更合理的假设，即原始意识即是审美意识或者艺术

意识，而这并非以其为前提条件的劳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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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的易中天和杨春时两位先生，在 2002 年第 1 期《学术月刊》上各自发表了一

篇文章。易中天为“新实践美学”竭力申辩，杨春时与之针锋相对，提倡“后实践美学”，

即反对把艺术或审美的基础或起源落脚在“实践”上，而是从“超越性”、“终极追求”或者

“自由的生存”这个角度来寻求艺术或审美的本质。 

易、杨二先生的观点，彼此对立，因此好像我们必须从他们两者中选择一方作为盟友，

而把另一方看作论敌，但我的观点从根本上不赞同他们任何一方（虽然我同意他们的某些结

论，但不出于和他们相同的理由）。可是，限于篇幅，在这篇文章中，请允许我仅仅向易先

生求教，而必得另找机会问道于杨先生。 

开篇之先，请允许我冒昧地指出，我们的两位先生在行文中的一些表达方式是含糊不

清的。比方说，易中天的“确证感”，杨春时的“终极追求”，其意若何，颇为费解。这或许

是“大陆哲学”晦涩之病传染的结果。另外，他们两位都对“美”、“审美”以及“艺术”这

三个概念不做明确的区分1——这一点实际上是美学界一个普遍现象。如果不首先澄清基本

概念，从这些糊涂的概念中会产生多么严重的逻辑错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我将避免使

用“美”（beauty）这个多生歧义的术语，而多半只用“艺术”这一术语，虽然也不避讳使

用“审美”一词，但我认为“艺术”和“审美”（the aesthetic）在本质上应该被理解为同义

词，因为全部的审美对象起码都是“人的”对象，因此从一个方便的角度说，艺术品的人工

性（从人以体力来改变对象这意义上来理解），应该可以被允许暂时忽略。 

读者 好先拜读一下易中天的文章《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2我



 2

们应该承认，易中天提出的问题就是美学或艺术哲学（我把它们理解为同义词）的基本问题：

艺术是如何起源的，易中天正确地指出，这个问题与艺术的本质息息相关。提出正确的问题，

显然是得到正确答案的第一步。如果艺术哲学或美学的研究者都从这个问题开始他们的思考

进程，多少可以避免我们这门学问在目前这种惘然若失的呆滞或者“失语症”状况。 

但是，起码在我看来，易中天经常在靠近某种发现的时候，他却令人遗憾地掉转方向，

一反他平易的语调，开始以某种神秘难解、含糊不清的言辞来代替清晰可解的论证，为的是

得到一厢情愿的结论。 

什么是易中天努力论证的“新实践美学”呢？他写道： 

既然劳动使人成为人，是劳动使人获得了“人的本质”，而我们又都同意“美的本质就

是人的本质”，那么，我们就该同意，是劳动使美获得了“美的本质”（其实也使艺术获

得了“艺术的本质”）[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概念不清”的毛病的一个表现：“美的

本质”和“艺术的本质”是一码事还是两码事？为什么紧前面只提“美的本质就是人的

本质”而避开说“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引者]。因此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就不能也不该是别的，只能是劳动，劳动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也最一般的实践。以

劳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以实践为逻辑起点。这正是我们虽然和旧实践美学多有分歧，

却仍然把自己的美学称之为“实践美学”的原因。（第四节） 

按照易中天的理解，劳动是“在人文学科内不可再还原的”一种人类活动，打个比分说，

劳动是“人类王国”的根子，人性从这个根子上生发出来，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再追究（还

原）下去，就到了土壤（人文学科之外）中去了。——听起来言之凿凿，但劳动或实践真的

“在人文学科内不可再还原”吗？ 

易中天本人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回答，彼此矛盾，而且实实在地表明“劳动”并不是“在

人文学科内不可再还原的”一种人类活动。他先说： 

无疑，劳动不是艺术，也不是审美。原始劳动就更不是。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它

最初不过是人类在死亡的边缘所作的一次“获生的跳跃”。在这种水平极其低下的活动

中，人类随时都可能走向死亡或者重新沦落为动物。因此，除了实用的考虑，他不可能

还有什么别的考虑。（第三节） 

呵，朴素的原始人，只知道过日子！ 

这段文字出自易中天笔下，但它表达的思想是一种历史悠久而普遍的看法；但没有比这

种普遍看法更想当然的了。原始劳动不是艺术这种说法，恰恰是非常可疑的！实际上，劳动

越是原始，它就越是艺术。与此相反，现代的劳动，尽管其科学技术含量是原始劳动难以相

比的，但很难引起我们的艺术经验。让我们以 大的想象力来把 原始的劳动推到旧石器时

期的那种劳动。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说仅仅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或者稍微对这块石头加工，把

它作为某种工具来使用的行为本身就是艺术创造吗？因为在那时，并没有一个现代的工具棚

给原始人做榜样，使他们可以像现代车工那样按照图纸制造零件。第一个使用或打造石器的

原始人，是比我们大多数现代人都更有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因为他或她的作品是开天

辟地的第一个，并不是抄袭来的——世界上从此有了一个不自然的人工品！我们还应该记得

格罗塞讲过的那个有趣的故事：“达尔文将一段红布送给一个翡及安人，看见那土人不把布

段作为衣着而和他的同伴将布段撕成细条缠绕在冻僵的肢体上面当作装饰品，他以为非常的

奇怪。”3由此可见，原始思维非常反实用主义。艺术活动弥漫在原始人的几乎一切活动中；

与此相比，工业化的城市社会的人反而显得异常枯燥。毫无疑问，我们大多数人几乎把一天

全部的时间花费在按照套路不得不做的现实事务上。另外，普列汉诺夫把原始人类描绘得如

此可怜，几乎到了要死的地步，纯属臆断。以据说与我们人类 亲近的黑猩猩为例，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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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类对它们栖居的森林的破坏，它们会生活得很兴旺，并不需要为了活下去、为了千方百

计把自己变成人而进行劳动！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欧洲人第一次接触他们的时候，完全没

有任何农业和文字的迹象；从人类学角度说，他们处于史前时代。虽然他们几乎没有剩余产

品，但他们的营养很好，食物富含蛋白质。“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的搜集者—狩猎者社会中的

男人，如南部非洲喀拉哈里沙漠的康格人，一周出猎不足四日，女人用两天半的时间搜集的

植物食品，足够一家人吃一个星期。”4本世纪之前的西方人，趋向于把前农业文化（甚至农

业文化）视为野蛮，好在这种狭隘的观点现在已经失去根据了。普列汉诺夫和易中天是以生

活在现代工业城市中的人的主观想法把原始人想象成了“除了实用的考虑，不可能有别的考

虑的”市侩！历史上和现在的人们进行劳动的理由，多半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不都是这样），

但“创造”劳动的原始人所进行的创生意义上的劳动的理由，决不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例

如，只有第一把石斧被“创造”出来之后，才有使用石斧的需要！这正如只有在象棋被发明

出来之后，大家才有下棋的需要一样。如果有人说，大家需要下棋，因此有人发明了象棋，

这听起来就荒唐到使人齿冷的地步。同样，声言人仅仅为了活下去，所以才劳动，虽然是同

样荒唐无稽，但人们对这种荒唐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了。至于劳动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的假

设是：艺术思维是劳动的前提条件。至于艺术思维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的回答是：那是生物

进化的一个结果（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要详细解释）。——让我们记住易中天的第一个断

言：“劳动不是艺术，也不是审美。原始劳动就更不是。” 

然而，他仅仅用了一个转折连词“然而”就挑战似的反驳自己上面的话：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最原始、最简单、最粗糙、水平最低的生命活动[注意：他把“劳

动”悄悄换成了“生命活动”，听起来有点儿像他的论敌杨春时的味道]中，也已经蕴涵

着（而且必然地蕴涵着）艺术和审美因素。尽管这些因素还十分微弱，并不起眼，甚至

还不能为原始人所自觉意识，也不即是艺术和审美，但有些萌芽，已经十分可贵了，因

为如果连这么一点因素都没有，我们实在不知道艺术和审美将何由发生。（第三节） 

我们从这段话里可以为易中天总结出第二个断言：原始劳动里面有一点艺术因素，而且

如果没有这点因素，艺术不可能发生。易先生提醒我们不要看不起这一丁点因素。确实，一

颗小小的橡实，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微小的变故，会造成惊人的事变。好极了！——可是这

个第二断言和他的第一断言不是刚好矛盾吗？这难道不是对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实践美

学”的严重背叛吗？但易中天似乎不觉得这里有任何矛盾，在他看来，原始劳动中的“可贵

的”艺术因素和审美因素“不即是”艺术和审美！为什么“不即是”呢？难道艺术的“萌芽”

不是艺术？难道竹笋不是竹子？易中天认为那不是艺术和审美，原因是那“还不能为原始人

所自觉意识”。这不成理由。一个儿童（儿童向来被看作人类童年的对等物），在呀呀学语的

时候，并不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在学习语言，难道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幼稚的音节不是语言？

他们的呀呀之声不是语言行为？原始人类的劳动中的艺术因素微弱（不见得是这样），也没

有被他们自觉意识到，但那也仍然是艺术。人类学家在看到旧石器时期的壁画和小石像的时

候，也经常问：那是不是艺术品？从现代艺术观点看，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仅仅从在 18 世

纪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所谓“现代艺术制度”的观点看，似乎只有在西方文化和受到西方文化

影响的文化中才有艺术，而且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类的艺术品的身份的怀疑，本身就是现代艺

术制度影响的结果。这种观点太狭隘了，毋宁说是错误的。人类学家的那些发现，无论是不

是和巫术或其他目的有关，首先是艺术，是错不了的。我们明确知道，殷商时代的青铜器，

或者是祭器，或者是武器，或者是日常用具，但它们无疑是艺术品，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果

只有符合康德对“美”的界定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才算“被自觉意识到”的艺术，才算艺

术，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在魏晋之前，中国不存在艺术！ 

易先生忘记了自己的承诺，他说过，“劳动”是不可还原的；可是，他自己就说劳动中

存在着艺术因素和审美因素，这难道是“不可还原”这个词的正当的意思？！我们在这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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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清楚，劳动根本不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单质，而是某种化合物；通过某种还原反应（易中天

已经分析到这一点），我们从“劳动”中起码可以分离出了两种不可还原的单质：物质活动

和艺术因素或审美因素。 

但他对原始劳动中的原始审美因素的解释却是明显的败笔。和我们在上文指出他大胆地

违背矛盾律一样，他说“人……会在劳动中产生情感”云云，然后立刻就自相矛盾地说“情

感不但是劳动的产物，还是劳动的前提”（第三节）。当然，就任何一段历史中间来说，这样

说当然是对的。但是易先生为新实践美学确定的任务是“艺术发生学和审美发生学”；就发

生学的角度看，易先生必须告诉我们情感和劳动，在时间上，哪个在前，那个在后。另外，

情感与艺术的纠缠不过是浪漫主义造成的一种艺术趣味（实际上是感伤主义）；把情感看作

艺术的本质并无根据（当然，在这里易中天并没有这样明确地把情感说成艺术的本质，不过

他显然青睐于这种情感表现论。）情感在艺术中不像浪漫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占据中心地位；

艺术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不独是情感。再说，什么是情感？他的概念是不清楚的。情

感显然是我们从哺乳动物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种先天本性，许多动物都有情感。情感不必通

过劳动才产生出来。当然，人能够说“我害怕”、“我喜欢你”，但这是对情感的描述，并不

是情感本身；狗也有相当于害怕和喜欢的那种情感，只可惜它缺乏自我意识，也无法以概念

的方式表达它的情感。我们向来把人的一切（包括情感）看得完全不同其他动物，这是人类

的自大而已。当然，有的情感或许只有人类才有，如后悔、遗憾等等，但我相信易中天在谈

到情感的时候，指的不是这种特殊类型的情感。 

易中天伪称“劳动”是不可还原的，却又承认在哪怕是原始劳动中也“潜伏”着（酵母

菌般的）“审美因素和艺术因素”。在逻辑上，两个矛盾的命题是不可能都正确的。实际上，

我们猜想易先生很希望“劳动”保持其不可还原的纯净状态，却又能从中“必然”产生出艺

术来，因此他明确地承认了劳动中的审美因素之后，还要补充一句以挽救他的“新实践美学”

的基础：“毋庸质疑，劳动，尤其是原始劳动，从根本上讲只是人的一种功利活动。因此，

在原始生产劳动中，艺术性因素和审美性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处于附属性地位。”（第三节）然

而，无论“艺术性因素和审美性因素”在原始劳动中是潜伏着还是彰显着，无论是处于主要

地位还是从属地位，它无疑是存在的；它反正不是劳动产生的。 

易中天的如下主张，非常精辟（朱光潜先生曾经表达过相似的看法）： 

与旧实践美学不同，新实践美学更关心的不是或不仅仅是人类的劳动如何产生出艺术

和审美，而是它为什么必然会产生出艺术和审美来。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艺术起源和

审美起源并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学、人种学、文化学或心理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

新实践美学的艺术发生学和审美发生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读者注意：“艺术和审美”

三次并列出现；它们是一码事还是两码事？——引者]（第二节） 

可惜他坚持劳动或实践的“不可还原”性，使他不可能对自己提出的正确问题得出正

确的答案。如果原始劳动中本来就潜伏着艺术因素，那么事实就不是从劳动中产生了艺术，

因为艺术因素本来就已经存在了。这就像我从我的钱包里拿出一分钱，但我不能说我的钱包

“产生”了一分钱，它本来就在那儿的。 

易中天的论证过程是这样：（1）原始劳动是“不可还原的”单质；（2）原始劳动不是

“不可还原的”单质，而是化合物，其中已经存在着艺术因素和审美因素这种元素（他会说：

我命令你们不准对这种矛盾的说法感到不舒服！）；（3）经过一些发酵阶段（巫术和图腾），

那些原始的艺术因素和审美因素就变成了“真正的”艺术和审美。此证。“新实践美学”万

岁！ 

要把自己的美学贴上“新实践美学”的商标，就有必要明确地表明原始劳动或实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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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物质性的；但易中天很明白，如果他不打折扣地坚持这一看法的话，艺术或审美断然不

可能从这种单纯的物质性的行为中冒出来，因此他又矛盾地、贬损地（“未被自觉意识”、“十

分微弱，并不起眼”）、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原始劳动或实践中本来就存在着艺术因素和审美因

素。可是，他到头来却不公正地断言他所谓的真正的艺术和审美仅仅是从劳动中“起源”的！

难道他不担心本来就存在于原始劳动中的那些“并不起眼”的艺术因素和审美因素会站在公

正的逻辑法庭上大声抗议吗？易中天认为“从蕴涵在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中的艺术性因素和

审美性因素，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和审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有诸多中间环节，

比如巫术与图腾”，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越发不可理解了，因为紧接着的问题就是：

本来就潜伏于劳动中的艺术因素为什么不直接而朴素地发展为“完善的”艺术，而必须经过

巫术和图腾这种似乎并不比艺术更容易理解的现象呢？难道从劳动到巫术的过渡真比从劳

动到艺术的过渡更容易理解吗？实际上他声称的这些“中间环节”，不过是把本来就藏在帽

子里的兔子“变”出来的魔术师所表演的一套花哨的障眼法而已。巫术和图腾无疑和艺术关

系密切；但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究竟是巫术和图腾产生了艺术，还是艺术产生了巫术和

图腾？一般的看法是把前者看成自明的真理，但那决不自明。 

对这种中间环节的描述，在易中天的理论中并不是核心部分，它的核心部分是他所谓

“审美本质确证说”。这个作为中心概念的“确证”是他的理论 关键、然而也是 晦涩的

部分（晦涩经常是在论证陷入困境之际以神谕般的言辞左右读者判断的法术）。无论是他的

著作《艺术人类学》还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他的这篇文章，都没有把“确证”的精确定义解释

到有理解力的人能够了然于心的地步。他的论证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或者循环论证。他说，“人

的劳动确证人是人，确证感则确证劳动是人的劳动”（第四节），以及诸如此类循环的说法。

让我按照这种造句法这么说：魔术师的表演确证那个耍把戏的人是魔术师，魔术师也为自己

的表演感到骄傲，这种“确证感”则确证魔术表演是魔术师的表演。——我总觉得这种故作

神秘的措词方式，实在是很空虚，而且费解，对于理论的进步非但没有助益，反而使任何清

晰的讨论变得不可能。这种解释本身并不比有待解释的问题更容易理解。归纳起来，他仅仅

是说：劳动是人的劳动，人是劳动的人。魔术是魔术师的表演，魔术师是表演魔术的。 

其次，“确证”这个术语暗含着这么一种怪有意思的、但肯定是错误的想法：世界上向

来就有人（达尔文是不会同意的），但是不曾表现出来，后来人存在于某种古猿的身体中，

他们就用劳动这种方式来当物证来“确证”自己是人。然而，原始人不是被巫婆变成了青蛙

的王子；故事中的这个王子确实有理由急于向心爱的公主“确证”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人。他

可以做只有人才能做到的事，例如说话或者把公主掉进水里的金球送到岸上，以此确证自己

是人。可是，从先前并没有人的世界，一变而为一个有人的世界，起码达尔文主义者及其论

敌创造论者都坚决不相信这一事变的原因是劳动或者易中天所设想的劳动使人产生的确证

感，道理简单得很：“劳动”和“确证”的主语必须是“人”，当我们说“劳动”和“确证”

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了：只有人才劳动，才确证；把作为前提条件的

人，硬说成谓语“劳动”或“确证”的结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之：荒唐。对于人类的起

源这一问题，达尔文的答案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现代的进化论者又加上了基因突变这一

内在因素；创造论者（包括原教旨主义者）的回答是上帝的意志。前一个答案比后一个答案

好，但都比易中天的答案好，因为他的回答不合逻辑，违背矛盾律，即断言两个互相矛盾的

命题同时成立：（1）原始劳动是非艺术的；（2）原始劳动包含着艺术因素。 

劳动必定是“人的”劳动，因此说劳动创造了人以及人的艺术，等于说人是自造的，

等于说人是一个与自然相隔绝的独立王国。这和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真正表达的意

思，即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来把自己造成任何东西，实在没有区别。虽然萨特的思

想颇为符合现代都市中的个人主义者的口味，但人并不绝对自由，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这种绝对自由有一个恰当的名号——白日梦。易中天从劳动这个看来能够确保唯物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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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开始，结果把自己引到了唯心主义的道路上，虽然他自己或许还不曾意识到。他声

称自己的美学是“新实践美学”，当然等于宣称那是唯物主义美学，因为实践向来被几乎看

作唯物主义的同义词，然而实际上不是。（从“旧实践美学”的宗师李泽厚的纯粹臆断的“积

淀说”中也可以很容易地推论出唯心主义来，不过在此我们没有篇幅来做这件事。） 

 

如果我们在上文对易中天先生的“新实践美学”的讨论是正确的，那么所谓“新实践

美学”算是被彻底清算了。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说过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

易中天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正确的，值得研究美学或艺术哲学的人好好思考。提出正确的问题

是得到正确的答案的前提。实际上，仅仅是因为固执于劳动和实践的基础地位，才使易中天

非常可惜地错过了正确的答案。 

我对易中天的批评，难免会使读者产生一个误解，好像我完全否定劳动或实践的作用。

我并不否认劳动或实践在人类历史中对人的塑造作用，只是反对把劳动或实践看作人性和艺

术的起源，也反对认定劳动独有决定作用，理由是：劳动或实践本身就是人性的表现，只有

人才有劳动或实践的能力，因此劳动或实践的存在原因本身就是有待解释的问题，而不是用

来解释人性和艺术起源的根据。这里的逻辑应该是很清楚的，也容易理解，不存在任何玄妙

之处。 

这就意味着在逻辑上人性先于劳动或实践，即是说，人性是第一位的，或者说，只有

人存在了，才有人的劳动或实践。这也是合乎逻辑的。那么，问题是：这个处于第一位的人

或人性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这样问：人是从哪里来的？ 

回答是：从自然来。人类或人性首先是自然的产物，是进化的结果。这一观点决不新

鲜，它是达尔文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提出来的。不承认这一观点，唯物主义肯定是一句空话，

因为如果否认人是进化的结果，那么人性的来源只有两个：（1）上帝特别的创造（原教旨主

义者的观点）；（2）人自己的创造（文化决定论者的观点）。这两个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它

们都缺乏根据。把人性归于上帝的创造，是思想的懒惰，因为凡人无法确知上帝的存在和本

性，因此作为上帝作品的人性也拒绝凡人的探讨。把人性归于人自己的创造，正如上文屡屡

分析的那样，是不合逻辑的。新老实践美学属于这一阵营，因为劳动或实践本身就是人性的，

是文化表现：哪怕用 简单的旧石器工作，当然也是文化，而文化已经是人的行为方式。断

言劳动创造了人，就是断言文化创造了人；断言文化创造了人，就是否定自然创造了人——

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结论。 

值得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人类是自然之子，一如婴儿是女人之子；人类和人类婴儿的

诞生，都不需要自己的努力，也不需要“确证”，也不是出于任何“终极追求”或“终极目

的”。一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生物学事件；自然进化出人类，同样是一个生物学

事件。 

上述说法是真实的，但会使人文学者如芒刺在背，因为他们坚决拒绝相信人（万物的

灵长）竟然是“粗鄙的”自然的产物。我的看法是：自然不是粗鄙的，自然的创造之功极其

伟大，是我们至今还不太理解的，证据是：我们确实不是从来就有的；自然果真创造了我们

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能够设想自己乃是宇宙的“终极目的”而且具备“终极追求”的物种！ 

不可否认，人具有其他物种多半不具备的调整力（adaptability），这种能力仍然是自然

赋予的，是有基因基础的。但是凭借这种能力，人能制造工具，能够劳动，能够发明、学习

和使用语言，能够有道德和宗教观念等等。从 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一切活动都是人类的“实

践”（这可不是易中天理解的“实践”）。这一切实践必定依靠某种 原始的、单纯的、具有

基因基础的、自然的能力，虽然学者们对这种能力的看法并不一致。这种更深厚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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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实践的结果，从物品、制度到观念，并不像其他物种的活动是“一次性的”，而是符号性

质的，因此能够留存下来，从而形成了人造的环境，我们称之为“社会”、“文化”或“传统”。

社会、文化或传统就成为人类进一步创造活动的材料和基础，这种材料和基础既为进一步的

创造活动既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之设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是“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思；但是社会意识同样能够决定社会存在——然而，应该把这里的

“决定”理解为“影响”，而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那种不允许任何创造性的“决定”。 

因此，万无一失的结论是：人首先是自然创造的，天生拥有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的结

果就是文化，文化反过来也成为塑造人的强大力量——但人得自自然的创造力并不会因为文

化的出现而消失。简而言之，人是自然与文化合作的结果。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只承认劳动、

实践、文化的作用，自然的作用完全被排斥在视野之外，因此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就

艺术发生学的角度看，则是完全错误的。 

人类进化史上必定存在着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其时作为人类祖先的某种原始灵长类动

物中发生了某种基因突变，于是导致了这一物种的认知方式的变化。我们有理由猜想这一变

化至少是能人（Homo Habilis）这种“手巧的人”在大约 250 万年以前出现的原因。这一物

种开始使用粗糙的石头工具来砍削、宰杀等等。5这种劳动或实践，确实像易中天说的那样，

“ 原始、 基本、也 一般的”，但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现代的生物学家若是发现另

外一个物种（如黑猩猩）也有此本领，就猜想这是人的迹象。根据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思想，

我们认为这种实践，若不以艺术思维为前提，断不可能。一个能够打造石器的原始人显然知

道（即意识到）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也对某种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东西具有想象力。他必

须知道他将要打造一件石器仅仅是用以实现某种目的（比方说，把坚果打破）的手段，而对

石块进行的加工仅仅是得到他希望的这种手段的手段，并且把坚果打破，仅仅是吃坚果的手

段。这一系列的目的和手段，必须能够在他的想象中呈现出来，否则他如何行动？ 重要的

是，在这一“手段—目的”系列里，除了 后的目的“吃坚果”是一种自然的事实之外，其

他手段和目的都是人创造或想象出来的，是本来没有的！①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品就是

某种“本来没有的”东西。因此，哪怕 简单的石器制作，也需要如此复杂的认知能力。由

于能人打造石器这一事件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而必须以认知能力的发展作为前提，因此我

们可以猜想那种本质上是艺术思维的原始认知方式，或许在 407 万年前的后两足行走的南方

古猿（Australopithecus）那里就已经出现了。6 

抵制上述看法的强大阻力起码有如下两种：第一，现代意义的艺术，是某种“没有实

用价值”的东西，也是在饱暖之后才有可能的活动，因此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艺术的起源必

定后于生产力某种程度的发展。第二，现代人在提到“艺术”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奇

装异服、离群索居的艺术家、富丽堂皇的艺术展览馆、一百多人组成的交响乐团、更多的人

组成的芭蕾舞团等等。把这种似乎（确实有必要强调“似乎”这个词）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

人才有特权参与的艺术，说成是人类 原始的思维形式，确确实实类似于信口雌黄，和常识

背道而驰。 

然而，真理常常采取与常识相反的形式。让我们考虑如下事实：第一，个体的童年常

常被看作人类的童年。儿童在任何抽象概念形成之前，必须首先学习语言。乔姆斯基认为儿

童先天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而且在语言学习的方式上不是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式的，而

                             
①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这种观点是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他们 拿手的质问是：你如何知道蜜蜂的“劳动”

和人的劳动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回答是：由于蜜蜂那种似乎“很有心计”的活动，从来没有被我们观察到

有任何违背常规的情况，例如，我们没有观察到工蜂有罢工现象，因此我们就有理由判断蜜蜂的行为是受

其基因控制的必然现象。而人的行为是可变的，因此人有不同的文化（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历史（人

的行为的演变史）。人的行为，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而蜜蜂的行为只能这样。因此蜜蜂的行为像计算机

程序控制计算机的“行为”一样，而人的行为并不完全受制于其生物学程序。因此，世界上确实存在“人

性”：人的独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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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造性的，否则不能解释儿童学习语言的效率以及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创造性的

“错误”。我们认为儿童第一语言学习的本质是艺术性的，即以直觉的方式领会语音的意义，

这颇似于钢琴家在读谱的时候同时领会了音乐的意义。第二，儿童显然是在概念能力得到充

分发展之前，就表现出艺术兴趣。伟大的音乐家往往在幼年时（五岁之前）即表现出令人难

以置信的艺术天才。总而言之，儿童早期阶段的学习和行为，表明他们是以艺术方式来开始

认识世界的行程的。我们据此推断儿童期的人类也是如此，至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极大的可

能性。在我看来，那不是可能性，而是真实的。第三，人类仍然是动物，尽管是一种非常特

别的动物；而且，人类从来不像现在这样与他们的灵长类近亲如此亲密。人类与黑猩猩共同

拥有 99%的相同基因！7让我们坦然承认：人之为人，仅仅是 1%的独特基因的结果。 

如果我们被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搞得瞠目结舌，因此不相信艺术思维是原始的思

维，那么我们就来考虑这一事实：根据极端保守的估计，在 近二到四万年当中，人类的体

质（包括大脑容量）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进化，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乘坐时间机器到 后

一次冰河时代去把一个人类的婴儿带到我们家里当我们自己的孩子来养育，这个孩子也能学

英语和高等数学，没有人能够识破。8或者说，假如把襁褓中的达·芬奇送到冰河时代，他

也只能是猎获猛犸、剑齿虎和驯鹿的“野蛮”猎人，但他非常可能成为考古学家在法国和西

班牙发现的那种洞穴壁画的作者。我们和冰河时代的祖先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们具有迄今为

止若干百万年（尤其是 近数千年）的雄厚的文化积累，而他们的文化遗产还十分微薄。今

天的儿童能够操作各种电器，甚至可以使用计算机，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在进化论意义上有任

何进步（也不意味着他们具有李泽厚想象的那种“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仅仅意

味着他们碰巧出生在目前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中而已。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原始洞穴

壁画（甚至 原始的石器）并无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达·芬奇身在雄厚的艺术传统和

文化传统中，他除了具有艺术天才之外，还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文化教养；相比之下，洞穴艺

术家的文化修养就贫乏得多。无论洞穴艺术家有多大的艺术天才，他也不可能以希腊神话或

《圣经》故事做创作的题材，而只能以他们的简单的生活为题材，因此他们的艺术品表现出

儿童一般的天真。当然，由于达·芬奇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我们有理由相信西班牙和法国

的洞穴壁画的作者的天才和达·芬奇的天才之间多半是有差距的，但是这种差距肯定不会大

于我本人和达·芬奇之间的差距——尽管我的文化教养远胜于我们那些冰河时代的祖先，但

我却创作不出他们那样的壁画。 

总而言之，把艺术思维设想为 原始的思维，并不比把在纯粹功利主义意义上被误解

的劳动设想为 原始的活动，更缺乏道理。作为易中天先生的“新实践美学”逻辑起点的“劳

动”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不可还原”，至为简单的原始劳动也需要不那么简单的心智，而

这种心智在艺术思维当中可以发现，这就是说，艺术思维是劳动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劳动后

来产生的结果。艺术思维不像现代许多艺术哲学家想象得那样复杂（纵然现代意义的艺术确

实可能是复杂的）；它作为人类 原始的认知形式，必定是十分简单而单纯的，人们常常把

这种十分简单而单纯的认知形式叫做“直觉”。而按照维柯“诗性思维”的解释是：原始人

对一切自然现象都采取隐喻的态度，以为它们具有人的感情，“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

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它们游戏交谈，

仿佛它们是些活人。”9这种对原始的诗性思维的描述正是对现代人在面对现代意义的艺术品

时所发生的艺术思维的描述，因为它们是一回事。现代人对作为艺术品存在形式的声音、画

布、石头堆积、身体运动等等的态度，就是把它们当作了具有人的感情的活物，以纯粹理性

的观点看，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和原始人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当原始人

把石头理解为和他们自己的手一样有感觉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拿起石头代替自己的手（劳动）

才可能发生（在英语里，arm[武器]一词，本义就是“手臂”）。由于手可以变化形状，那么

对自然的石头进行加工，也就顺理成章。如果人完全不能拟人或隐喻地想象石柱像他们自己

的身体一样在承重的时候“感到”压力，巴特农神庙就决不会存在，力学也不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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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eo-Practice Aesthetic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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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Labor or practice as the logical start point of New Practice Aesthetics promoted by Yi 

Zhong-tian actually is not “unreducible within the domain of social sciences” as he supposed. Labor at 

least can be reduced to physical activity and consciousness, and consciousness determines some 

physical activity to be labor in anthropological sense. Based on Vico’s philosophy, it is reasonabl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primitive consciousness can be seen as aesthetic or artistic 

consciousness, which is not the product of labor presuppos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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