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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7月 20日，本版刊发
了张再林教授撰写的《身体美学：
西方与中国》一文，被当代西方身
体美学研究最富盛名的学者舒斯
特曼教授看到并引起了浓厚的兴
趣。他致函张再林教授相约北京，
就身体美学问题进行交流。这样，
以此文为机缘，两位彼此熟知但未
曾谋面的学者，于 2010年 8月 14
日世界美学大会结束之际，在北京
大学会面并展开了近 10个小时的学术对话。这
次交流不仅促进了东西方在身体美学研究方面
的了解与互补，而且也深化和拓展了对该领域
的研究。下面我们把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刊发
出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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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美学：一种中西思想殊途同归的学说

2010年 9月 28日 星期二

东 西———中美学者对话身体美学
美学的邂逅

张再林（1951-）男，河北南
皮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文化哲学研究所
执行所长，《世界哲学》 杂志编
委，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国
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致
力于中西哲学比较及传统哲学的
现代阐释研究。近年来从身体出
发重新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先后
出版了 《中西哲学的歧异与汇
通》、《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
哲学》等学术专著。

理 查 德·舒 斯 特 曼
（1949-）男，犹太裔美国人，
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
天普大学哲学系主任，《分析
美学》杂志主编，现为佛罗里
达—亚特兰大大学人文学科
杰出学者、教授，法国巴黎国
际学院哲学系兼职教授。是美
国新一代实用主义哲学与美
学的领军人物，其所首倡身体
美学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力倡各种积极的身
体修炼方法，以恢复审美、以
至哲学的身体维度。出版《实
用主义美学》、《哲学实践》、
《生活即审美》、《身体意识》
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并被翻译
为多国文字。

就身体美学研究而言，虽然两位学者的入思路径不同，
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回归身体作为步出传统美学误区的必由
左图为理查德·舒斯特曼
之径和当今美学发展的新方向。
教授与张再林教授在探讨身体
美学问题。
张再林：舒斯特曼教授，很高兴和您就身体美学的话题展开
交流，您不但提出了身体美学这门学科，而且一直致力于发展这
门学科，这也引起了今天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一些学者的兴趣
和关注。按照我的理解，您所首倡的这门学科可以说是一种对西
方传统美学中意识化、理性化发展趋势的纠拨，而致力于彻底回 观点。为了更进一步掌握这方面的理论资源，虽已年逾花甲，我 面，由于古文字中“羊阳相通”，我们也可以把“美”解释为“阳 典型的中国式美育活动。
归感性生活世界的学说。不知我的这一理解是否符合您提出身 仍然下决心学习汉语。
大为美”，即一种深深植根于男女两性的阴阳和合之美。因此，
体美学这门学科的初衷？
张再林：谢谢您对我的研究的重视。与您一样，我对美学身 与西方传统美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在强调生理
舒斯特曼：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应邀就此问题与我交 体性的关注同样源于对西方意识化美学的质疑。早在上世纪 80 与伦理统一的同时，也美善不二地强调生理与审美的统一，并从
—康德美学再批 中为我们推出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美其食”、“美其服”、“美
流。我之所以提出并转向身体美学研究，诚如您所说是出于对西 年代初，我发表了《理性的富有和美的贫困——
作为原欲的“性”也是身体美学研究应该直面的重要
方传统意识化美学的反思与纠拨，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实用主 判》一文，就开始了对西方意识化美学的反思。后来受梅洛·庞 其色”的中华特有的审美文化，而且也使中国古人始终把生命
义美学的影响。上世纪 70年代我一直从事分析美学研究，但自 蒂身体哲学的启发，但更多在中国古老《周易》思想的影响下， 欲望的盈亏圆缺之间的“虚实之境”、而非某种实指性的东西视 论题，从“性”的维度同样也可以为我们解读出身体之美的
深层意蕴。
80年代到美国天普大学任教以来，从事美学的教学实践促使我 我提出一种有别于西方 “意识—范畴—宇宙” 的 “身体—两 为人类美的追求的最终皈依。
不得不用朴实、乐观的实用主义美学取代超脱、悲情的阿多诺美 性—家族”的哲学范式，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近年来我又
舒斯特曼：对身体欲望的关注，对身体美育的思考，让我越
学，从而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美学研究方法。与意识化美学纯概念 尝试从这一哲学范式出发，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美学，其以一种
来越意识到，如果忽视了身体本身作为“两性的身体”这一基本
的抽象玄思和逻辑演绎不同，实用主义美学注重人的生活实践， “近取诸身”的方式，把美的本质理解为所谓的“生命的象征”，
维度，身体美学的研究将不能真正地将自己的立场贯彻到底。西
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类的幸福。而身体是我们日常生活 而非像西方传统美学那样，把美的本质理解为所谓的“理念的
我们在肯定身体欲望正当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身体 方学界中对“性”的哲学思考已经很多，但多重在对其负面因素
实践的真正载体，所以一种实用主义美学必然要回归身体自身， 显现”。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我所提出的中国古代的 “身体哲
美育的重要性，既要通过不同寻常的身体训练来获致我们 的分析，如何从正面挖掘“性”的身体美学内涵，应当说是一个
而美学研究只有从身体出发才能实至名归地回归到真正意义上 学”也可视作一种身体美学。
固有的身体意识，又要借助“以文明身”的人文教化方式， 极有意义的课题。据我初步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对此有着丰
的“感性学”，因此我主张通过发展一个名为“身体美学”的学
达及“君子之学以美其身”的修身之境。
富的资源，不知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资源的？
科使身体成为美学研究的中心。
张再林：如果说人的意识是一种无性别的意识的话，那么人
张再林：您从实用主义角度进入身体美学研究使我深受启
张再林：美育是您在身体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您主张通 的身体则是一种有性别的身体，因此身体的两性维度一直是我
发，因为中国古人对身体的强调同样也体现了一种实用的态度。
两位学者对身体美学中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凸显了 过身体训练的方式培养身体自身的“身体意识”，充分体现了您 关注的。《周易》文本表明，中国古人并不讳言性的问题，而且把
例如中国古老的《周易》以“利用安身”为其宗旨，坚持所谓
“利”和“不利”的“吉、凶、悔、吝”为其行为取舍。正是从这一 美学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但是，两位学者对审美活动 在身体美学研究中注重实践的品格，我想知道相对于体育等训 性看作是生命的“原发生命机制”。比如《周易》中至为关键的
阴阳两爻就是男根与女阴的孑遗，这种两性关系既是中国古代
大易精神出发，最终导致了“百姓日用即道”这一中国古代极其 中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并不意味着其走向鼓励贪欲的纵欲 练项目而言，您的身体训练有何特色？
舒斯特曼：我主张通过身体训练的方式来培养 “身体意 宇宙论和伦理学生成的基础，也是“以和为美”的中国美学得以
重要思想的推出。由此看来，就美学从根本上注重人的生活实 主义，而是旨在培养一种积极而又健康的生命欲望。
识”，以使身体得以改良和完善，使人类固有的身体感觉得以 建构的根基。最近，通过对清代治易大师焦循的易学思想的研
践，提高和完善人的生活而言，实用主义与中国古代美学有许多
张再林：与强调美的“非功利性”和“无目的性”的传统西 自觉和敏锐。但是这种身体意识在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中不 究，我发现中国古人之所以积极健康地看待身体的性欲问题，其
共同的观点。正因如此，我感到您的身体美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思
想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这是否是您后来又转向中国古代美学 方美学不同，您站在身体美学的立场上，对身体的生命欲望及由 是被忽视就是被边缘化，一个突出的偏见是人们往往把人文 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将两性欲望建立在“己欲”与“他
此欲望所致的快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所 主义教育看作是相对于自然主义的精神科学，这样人文主义 欲”相统一的“互欲”层面。中国古人这种“既遂己欲，又遂人
研究的缘由所在呢？
舒斯特曼：转向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关注，这与我在对身体美 严厉批评的通俗艺术和大众娱乐，这一被戏谑地看作使人成为 教育过于注重人的精神方面，而自然主义又过于注重人的生 欲”的“互欲”，一方面可在与他方生命欲望的相契和互通中达
学研究上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有关。在美国，分析美学依然是美学 “娱乐至死的物种”的娱乐方式，您也力挺其中的美的价值，以 理或物理方面，而把两者完美结合的身体美育问题并未得到 到“化欲为情”的最高境界，从而消解男女两性在追求身体欲望
应有的重视，以至于现代许多人对身体的关 时所出现的唯我欲望恶性膨胀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可与儒家
的主流话语，我所提出的“身体美学”遭到许多同行的非议与批 致被一些人批评为“享乐主义者”。面对这个批
注要么把身体美育等同于体育锻炼，要么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
评，但我仍然矢志不移地坚持这一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 评，从您的身体美学的角度，又如何回应呢？
舒斯特曼：首先，我想说这是一个事实，即使
视身体的外在形象，比如购买昂贵的化妆品 “仁学”思想不谋而合，从而为“仁学”思想奠定了更为源本的
到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极大鼓励。与传统欧洲美学对身
或到美容院去美容，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受 生命学基础。
体的忽视不同，中国哲学展示了对身体的高度尊重，中国哲学一 是最不友好的批评家，也心知肚明电影让数百万
传统意识化美学影响把身体与意识截然二分
（本次交谈内容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李军学整
直突出身体在审美、认识、伦理和社会—政治中所扮演的中心地 人得到娱乐，摇滚让听众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
的结果。其实身体和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一如 理完成，此次交流得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彭锋教授
位，正如中国的医学、武术和禅定所展示的那样，它们为增进身 通俗艺术甚至还是高雅艺术的源泉，而这些再明
中国古人所说的 “四体不言而喻”，“诚于中 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体的敏锐和身心的和谐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方法。2009年，安乐 白不过的事实却往往被大众艺术批评家们视而
者必形于外”。
哲教授向我推荐了您的《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 不见。其次，从身体美学理论上说，身体总是欲望
进而言之，这种身体意识因其直接的、非推论的、非言说的
其中关于身体哲学的出色研究也充分地印证和支持了我的这一 着的身体，因此，肯定身体必然意味着肯定身体的生命欲望，我
也正是在这个角度肯定了带给人们身体快乐的通俗艺术与大众 “非理性主义”的特质往往为现代人所轻慢，但它却是权衡每一
娱乐。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美学对生命欲望的排斥只不过是意 个人生命是否健康完整的重要标志。而我们现代人的身心失衡
识化美学剥夺身体的一种反映，是贵族阶级在宗教、政治和经济 或精神疾患的剧增乃至创造力的匮乏，都是身体意识麻木钝化
身体美学相关参考书目：
丧失了特权以后，而试图在审美上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趣味，维护 的体现。因此，对身体意识的培养就变得至关重要。在培养我们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 贵族社会地位的表现，也是在对通俗艺术辩护缺席的情况下，孤 的身体意识方面，像中国古老的气功、武术、印度的瑜伽都是身
商务印书馆，2002年；《生活即审美》，彭锋等译，北京大
傲独尊的知识分子缺乏直面现实的话语霸权行为。不可否认的 体训练的良好方式。同时我们也有亚历山大技法、菲尔登克拉斯
是，随着大众审美媒介的发展，被贵族阶级和知识分子长期垄断 方法等身体训练法，我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训练师。
学出版社，2007年。
的高雅艺术一统天下的局面必然被打破，从而使长期处于被压
张再林：您独特的身体美育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对于纠正我
—从中西文化看身
（日）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
体之谜》，陈信宏译，台北市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制状态以肯定生命欲望的通俗艺术与大众娱乐在今日有了表现 们当前对身体美育的片面理解很有意义。但我要补充说明的是，
自己的舞台。当然，在肯定通俗艺术与大众娱乐优点的同时，我 中国古人的身体美育不仅注重气功、武术等身体训练方式，而且
2008年。
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社
也清醒地看到通俗艺术与大众娱乐有可能出现消极的方面，即 特别注重通过“修身”的方式来达到身体美育的结果。这种修身
有可能被资本逻辑所宰制、所俘获，也可能走向媚俗化、庸俗化。 思想既强调对身体“率性自然”的回归，又不忽视对身体欲望
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张再林：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化能够为您对生命欲望的肯 “发而中节”、“欲而不贪”的人文教化。如果说道家更多的钟情
姜宇辉：《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7年。
定提供极大的支持。没有身体原罪意识的中国古代文化，始终对 前者的话，那么儒家则更多的推崇后者。儒家认为身体既是一种
—汉代身体美学考论》， 身体的生命欲望持正面的肯定态度，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古人 “先天之身”，又是一种“后天之身”，其最终乃为一种“天生人
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
对审美的理解上。例如，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提出了“以乐 成”之身。这种身体观在强调呵护身体的自然天性，强调之于身
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杨如宾：《儒家身体观》，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
（ ）释乐（ ）”的思想，其讲“乐（ ）者，乐（ ）也，人情 体的“复性”和“反身”的同时，亦从人是“符号动物”这一事实
之不可免也”。在这里，古人所理解的“乐（ ）”不仅仅指音 出发，借助于一种审美化的人文主义符号形式、文饰形式，致力
备处，1992年。
乐之“乐（ ）”，而是泛指包括一切能给人带来身体快感的艺 于所谓“文之以礼乐”，从事礼乐诗书的人文教化、人文修养的
—从身—体的立
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
场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术和准艺术的所有形式。可以说，古人所理解的“乐”就是生命 “修身”。惟有通过这种“修身”，才能不仅使人“化男女为夫
欲望的快乐与审美的快乐的统一。另外，中国古人讲“食、色，性 妇”、“易物欲为人情”，而且使人一举手一投足都“动容周旋中
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
—以中国经典为中心
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在高度肯定生命欲望的同 礼”，使人的一切言语都“不学诗，无以言”地传达着温柔敦厚
的跨文化观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时，并从中引申出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食色美学”。这一点， 的诗情，并最终将人的身体及其行为塑为一种“文质彬彬”和得
汪民安：《尼采与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美”字的构字上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一方面，“美”被训为 以“游于艺”的美的艺术品。因此，中国古人所谓的“修身”以其
演员在昆曲表演中的举手投足、回眸顾盼是身体美学
“羊大为美”，就是大羊的肥美更能满足人的味觉之美；另一方 旨在“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语），而为我们代表了一种 无言的体现。
资料图片

关 于“ 性 ”的 美 学 思 考

美 育 ：身 体 训 练 与 修 身

美是对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

学界视点

术 语 释 义

和拯救功能。总体来说，阿多诺美学秉承了社
实用主义美学：
会批判精神，但其美学思想因局限于意识领
阿多诺美学是一个以哲学家阿多诺来命 域的革命而不免具有乌托邦因素和悲观主义
实用主义美学是一种反对
名的美学理论。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社会 的情调。
本质主义而注重审美经验与实
批判理论领衔人物之一，阿多诺以其哲学上
践研究的源自美国的美学流
分析美学：
“非同一性”的理论主张而著名，因此，在美
派。代表性人物有杜威、罗蒂和
分析美学是 20世纪后半叶在英美及欧 舒斯特曼等。与注重形上玄思
学上，阿多诺对于表现了“同一性”的大众文
化极力否定。他认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以 洲诸国占据主流位置的重要美学流派，其代 和逻辑分析的大多数欧洲哲学
其虚伪性、欺骗性、娱乐性的特性而使人们丧 表性人物有维特根斯坦、比厄利斯、丹托等。 不同，实用主义美学关注现实，
失了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批判能力，从而不 分析美学主要借助分析哲学 “语言分析”的 注重实践和效用价值，强调自
自觉的认同社会不合理统治。相反，现代艺术 基本方法，力图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它认为 我的完善和社会的改良。但实
（如表现主义、荒诞派戏剧等）以其对现实的 传统美学对“美的本质”等形而上学的追问 用主义美学内部其代表人物的
不妥协批判和否定精神而具有对社会的解放 都是不可证实的、无意义的“伪问题”，其对 观点也略有差异，杜威把艺术

阿多诺美学：

炫美的凌空起舞展现了身体的激情与活力

资料图片

“美的本质” 的歧义纷呈的见解皆源于人们对
语言的滥用和误用。分析美学正是通过语言的
分析消除传统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歧见。分析
美学在澄清人们在美学概念的混淆和误用方面
功不可没。

和美归结为经验，强调日常经验和审美经验的
同一，通过艺术改变我们的态度从而改造世界；
而罗蒂则受分析哲学的影响把“经验”置换为
“诗性语言”来实现社会改良的目的；舒斯特曼
则强调美学应该摆脱学院化哲学影响而实现对
生活、实践和身体的关注，从而通向更为优雅的
美好生活，并主张建立一种身体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