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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一个令人称道的学术

团体，自 1924 年 6 月 22 日社会研究所正式举行成立典礼至

今，这个学派已诞生三代理论家，并且每一代都确立起独特的

学术理念，依次为：批判理性、交往理性与承认理性。除了这

种历时的变迁之外，在共时方面，每一代在凸显共同点的基础

上，又彰显出一些分歧，李进书《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法

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以下简称《二重奏》）告诉我们：他

们因相异的幸福观，选择了各自的研究对象，确立了相应的学

术理念。即使幸福观相近，不同理论家也因期待视界有别，常

常会对同一事物产生相异的认知。在孜孜不倦的幸福关怀

中，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审美与文化现代性的历史功绩，以及

在现代性不同阶段，人们的幸福程度如何、所遭受的抑制和阻

碍为何以及如何获得解放等。

《二重奏》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依据各自时代的症

候对幸福内涵的确定及各自呵护的对象。第一代强调幸福就

是自由，包括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将所有受压抑的人视作呵

护和解放的对象。统治者操纵下的文明与大众文化对人们实

施着压抑和欺骗，或抑制了人的爱欲，或骗取了大众的想象和

思想，结果塑造出诸多只知肯定的单面人，既确立了极权主义

的权威，也熏陶出无数膜拜权威的大众。第二代关注的幸福

涉及民众公正的参与权利，以及在世界性风险中的生存境

况。有别于第一代对社会的全面批判，第二代则比较信任社

会，乐意为其晋献良策，不过，他们也洞察到社会的诸多缺陷，

其中既包括统治者的有意蒙骗，也涉及民众的不明真相。为

此，第二代从规范性的角度肯定了民众的交往和对话的诉求，

激发着他们的民主自由愿望。第二代还揭示了当代世界存在

的多种风险，提醒人们身处何境，并指出应对这些风险的措

施，其中最值得期待的保障是共同体，而这需要民众共同创

造，共同维护。第三代注重民众的承认诉求，尤其是倍受歧视

的亚文化群体。在霍耐特看来，民众的承认诉求已成为当代

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中涉及爱、法律和成就等方面，关涉

着自信、自尊和自爱。如果民众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蔑视和伤

害，他们就会宣泄不满，乃至制造暴力冲突。霍耐特尤其关注

了亚文化群体的承认诉求，他们虽然为社会作出贡献，却常常

因为特殊的文化身份而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二重奏》分析指出，通过探寻阻碍幸福的多种方式，法兰克福学派提升了人们对自

身幸福状况的认识。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对幸福的控制”，包括暴力方式与非暴力手

段，前者主要涉及对身体的控制和侮辱，后者则悄然地剥夺了某些民众的合法权利。洛

文塔尔揭露了集中营的犹太人被纳粹视作动物，肉体遭到非人性的折磨，这些囚徒战战

兢兢，以苟活为奢求，忘却了思考，放弃了解放的希望。霍耐特则揭示了弱势群体遭受

的身体侮辱，如虐待、强奸等，这些伤害充斥于家庭和社会中，影响着这些人对生活的信

心。哈贝马斯指出：某些狭隘人士对边缘群体的偏见、世俗社会对宗教教徒的歧视等，

都是“剥夺某些民众的平等权”的表现。霍耐特揭示：社会涌动着蔑视亚文化群体的暗

流，而这些偏见、歧视和蔑视成为了阻碍异质身份的人分享合法权利的诱因。文明的野

蛮性与压抑性对人的幸福形成阻碍。本雅明指出：文明富有两重野蛮性，它既是野蛮者

胜利的见证，其中遮蔽了诸多残暴事件，尤其是无辜者的牺牲，又是野蛮者转变身份的

合法外衣，因为在书写文明的过程中，他们美饰了自己的残暴，同时掩盖了无辜者的声

音，取消了他们存在的合法性。马尔库塞批判了现代文明对人的双重压抑，即在抑制人

的性欲的基础上，又累加了对爱欲的压抑，从而将他们简化为没有判断力的唯命是从的

“单面人”。阿多诺更从同一性的角度，揭示了文明将民众规训为毫无二致的原子，任凭

权威摆弄和驱使。此外，大众还倍受“欺骗”，大众文化借助廉价的娱乐，在获得大众信

任的同时，悄然地骗取了他们的想象力、道德准则和思想。阿多诺揭示：文化工业产品

为所有大众提供了娱乐的机会，这看似是大众未曾有的福音，其实他们在沉迷于这种肤

浅娱乐的同时，却没有察觉到被剥夺了想象和思考的契机和权利，悄然地褪变为权威颐

指气使的奴仆。

《二重奏》还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如何实现幸福与解放途径的探讨，强调构建共

同体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共同旨趣。为了解放受阻的幸福，三代人各出机杼，构想出多

种解放的方式，为受压抑的人们探寻诸多幸福的契机。比如第一代对艺术委以重任，希

望借助审美形式进行救赎和解放，帮助受压抑的人与受欺骗的人认清现实的处境，提高

认知力和革命意识，有的放矢地为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奋争。阿多诺认为“艺术是社会

的反题”，强调艺术要与社会保持一种紧张关系，进而发挥自己的批判作用和反思功

能。马尔库塞则提倡审美形式的革命，即借助词语的变化、写作的创新，激发人们的想

象力与反抗精神。而本雅明器重碎片化的寓言，因为每一碎片犹如一个单子，富有弥赛

亚精神与救赎的能力，是一种体积小但能量大的“微雕”。相异于第一代，第二代对文化

交往寄予厚望，相信在交往基础上人们能够以对话和协商方式来处理分歧和冲突，从而

避免流血和牺牲，他们力图通过积极建构共同体来实现这种美好愿望。只有共同体能保

证每个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协调发展，对异质身份的人持包容态度，对宗教的习俗采取

宽容姿态。共同体采用对话和协商方式解决矛盾，提倡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世界性的风

险。可贵的是，第二代还从具体的现实需要出发，构想出多种共同体，如政治共同体、经

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等，虽然它们的形式有别，但都强调在相似的文化传统基础上，进

行民主商谈，达成共识与团结。与第二代一脉相承，第三代的霍耐特也力图构建共同体，

将其视作善的伦理生活，这种生活立足于公正法律之上，保证着所有成员的爱、社会地位

和成就的承认诉求，使他们拥有自信、自尊和自爱。这样既可以确立他们对共同体的信

心和信任，也能够激励他们为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对于共同体的未来，第二代和第三

代一方面揭露了它们遭遇的多种阻碍，如诸多偏见、多种利害冲突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

实现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思想的种子早已播撒于人们的心间，而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对

共同体有着持久的自觉需求，并且一些共同体已经显示出应有的价值，赋予了人们更多

的自由和较多的安全感：共同体是正在实现的“具体的乌托邦”。

总之，在充分占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二重奏》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轨迹与

历史功绩：沿袭深沉的幸福观照，三代人相继挖掘出现代性的不同症候，创造出深邃的

理论，引领着学术潮流，如第二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第三代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都富

有原创性。而他们对共同体的研究和设想，对于解决当代全球重大的公共事件及世界

的团结和合作等，有重要启示。此外，该书也揭示了其不足，如第二代和第三代对德国

文化传统和欧洲历史的偏爱，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思想的普世性和深远性。

习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文化是

两岸暨港澳地区华语电影的共生资源，对华语电影

的美学共性特征形成至关重要。概括地说，中华美

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追求“美”与“善”的和谐

统一；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三、强调有限

与无限的统一。传统的儒、道、佛三家的审美理想和

艺术追求又构成了中华美学的诗性基础。在影像时

代，华语电影也将中华文化的美学观念融入自己的

形式，从而形成了一个由文化进入再转为文化传播

的循环系统。对这一现象展开深入研究，可以使我

们更好地把握中华文化与华语电影的关系，更好地

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在华语电影中的艺术转换问题。

“华语电影”命名本身就包含着中华语言和文

化的共生关系。许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中华文化对

华语电影美学生成的重要作用。华语电影内涵较中

国电影内涵更广，但在对中国美学追求方面却有诸

多一致，因此中国电影美学研究成果亦可被视为该

领域研究的基础。如罗艺军强调中国美学精髓在于

诗，呼吁建立基于文化美学传统的中国电影诗学体

系。王迪和王志敏合著的《中国电影与意境》、刘书

亮撰写的《中国电影意境论》即是从中国传统美学

角度探讨华语电影美学问题的两部专著。香港电影

人林年同撰写的《镜游》《中国电影美学》以及刘成

汉的《电影赋比兴集》，均从传统诗歌美学入手分析

华语电影，对华语电影美学诗性特征进行过深入阐

述。国内众多著名学者也曾就中华诗性精神与华语

大片等问题展开讨论。总体上说，研究者普遍关注

华语电影中富于中华文化内涵的意象美和意境美

的呈现问题，比如“凌波微步”、“竹林大战”等精彩

场景即源自于中华美学理念。华语电影中特有的艺

术形式和意象之美，是中华文化和美学思想在电影

中的具体呈现，同时也引发了海内外对中华文化的

高度认同感。中华美学的诗性特质是华语电影美学

的核心，这是研究者们已经形成的普遍共识。但也应

该指出，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对华语电影诗性美的重

要一环即人格美问题关注尚嫌不够，未能将华语电

影的意象美、意境美与人格美作为诗性美的整体进

行考量。就华语电影的文化美学蕴涵来讲，这显然是

一个结构性的缺憾，因此尚需进一步完善对华语电

影美学内涵的认知。

从华语电影发展来看，中国电影诞生初期即带

有浓郁的儒家文化思想，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儒

道释文化以及剑侠文化和民间文化均有程度不同

的表现。而代表中国电影艺术水准的标志则在于电

影美学诗化的程度，因为这使得电影在流光溢彩之

外更能显出内在的文化底蕴。华语电影诗性美学的

特征，在早期电影人郑正秋、张石川、孙瑜、卜万仓、蔡

楚生、费穆等人的电影力作即已经有了鲜明的表现，

而后，又由中国大陆的水华、谢晋、吴贻弓、张艺谋、陈

凯歌、孙周、霍建起等导演及其作品，以及香港、台湾

地区和海外的著名导演，如侯孝贤、王家卫、李安、许

鞍华、吴宇森等人的作品共同构建完成。海内外观众

在对华语电影产生情感认同的同时，更是对其中文

化的价值意义认同。因此，通过桃花、流水、群山、村

野、孤灯等具有中国传统诗歌意蕴的意象，浓郁的中

华文化意味亦随之不断涌现，对此，观众的情感自然

也会如山泉般汩汩流淌，所以说，在华语电影中交汇

着情感和文化的双重认同意义。

华语电影也是中华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

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有清醒的认知。然而，对华

语电影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能只注意类型、

市场和传播方式等问题，而忽略华语电影美学观念

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电影艺术形式之美是

文化内涵的外化，形式之美的建构包含着对文化思

维和价值观念的深刻理解。对于华语电影的审美认

同，实则就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欣赏华语电影

形式美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内在力量得以显现。

因此，这样的传播过程必须经由华语电影审美而最

终得以完成，由此可以见出华语电影美学研究在中

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

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可以说，华语电影处

于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位置，它所形成

的文化场域具有凝聚世界华人乃至向世界传播中

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华语电影美学
与艺术表现形式

从世界范围看，华语电影艺术风格有许多独到

之处，中华文化对于宇宙人生的精辟诠释，使得华

语电影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样态和思想光彩。在华语

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所赋予的仁爱与

进取心态、道家思想所烛照的达观与从容、佛家思

想所布施的持守与妙悟，这些都是华语电影的诗性

智慧所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也赋予了华语电影独特

的艺术形式特征，因此，我们可以从电影结构、场面

调度、蒙太奇节奏等方面考察中华文化对电影形式

的影响。从叙事结构来看，有依照民俗节庆建构故

事情节的经典佳作，如《林家铺子》；有依照中西文

化差异建构情节冲突，如《推手》；有依照传统与现

代的矛盾建构情节，如《心香》《洗澡》等等。从场面

调度手法来看，在画面构图方面，中国绘画散点透

视的传统影响十分明显，因此华语电影较少使用西

方焦点透视法；在色彩方面，我们民族习惯以红色

代表喜庆，赋予红色以诸多象征意义；在镜头使用

方面，中庸之道的观念也影响着华语电影的镜头语

言，因此少有逼迫性的大特写镜头，而全景和中景

更适合中华美学中“静观”的原则；此外，在蒙太奇

节奏方面偏于舒缓的过渡，追求含蓄隽永的艺术效

果，并留给观众充足的艺术感悟时间，如《小城之

春》《边城》《城南旧事》《花样年华》《桃姐》《太平轮》

《刺客聂隐娘》等影片。这些华语电影艺术形式的特

征，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熏染之下的必然结果，华语

电影的诗性美也正蕴含在这样的艺术形式之中。也

即是说属于精神范畴的诗性美是在特定的形式中

浮现出来的。

华语电影审美接受的文化心理

我们说华语电影美学的核心在于电影的诗性

美，这可从意象美、意境美和人格美等方面去理解。

同时，这些美学特质的实现需要从创作者和接受者

两方面加以完成。从创作者来说，只有从中华文化

的视角去观察、理解生活，方可从中提炼出具有文

化意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如许鞍华、吴贻弓、霍建

起等导演，都能从平淡如水的生活中塑造出感人至

深的人物，而不像西方电影那样追求小人物的辉煌

功业。当然，中华文化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传统，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舍身赴死的壮烈情怀

也同样激动人心，如《狼山喋血记》《孔夫子》《一代

宗师》和《太平轮》等等。而侯孝贤的近作《刺客聂隐

娘》则又为观众留出更为深厚的美学意蕴空间以供

反复品味。创作者发现并创造了众多诗性美的电

影，那么观众如何与之形成共鸣便是作品最终得以

完成的关键。在观众接受的前理解结构里，如果有

着对中华文化广泛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会很快进

入到接受的愉悦状态，并最终完成对华语电影中渗

透着文化内蕴的艺术美的认同。当然，处于中华文

化圈的人们，日常的文化习俗和经验也会使他们对

华语电影的接受更为直接明快，在情感和理智的层

面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同时，华语电影也有一

个文化层级和梯度问题，从日常体验到宇宙人生要

义，从视觉快感到妙悟人生，这一切都向世界表明

中华文化的厚重和多向度性。而观众的接受相应也

会表现出梯次性，并最终在这一系统之内不断得以

提升。

当然，我们更应注意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特

征，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

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强，中华文化的

魅力也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世界级电影大师

塔可夫斯基曾将道家、禅宗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创作

之中，从而实现了化用中华文化和美学思想进行创

作进而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完美过程。这也证明

了中华文化思想智慧同样会为其他文化圈的观众

所理解，华语电影只要充分展现出中华思想智慧，

就会有跨文化的受众和市场。

华语电影的文化价值承载以及通
过传播实现的文化反哺

华语电影通过自身传播，使中华文化不断得以

弘扬光大，其原因在于形成了巨大的中华文化传播

场域。在这一文化传播场域中，有关华语电影的批

评和讨论，最终实现了中华文化反哺的过程，其保

持文化独立性的意义更是功德无量。中华文化向来

有以自然景物状喻人生理想之境的传统，“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透过山水景观抵达文化核心地带。

在人类社会逐步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代，“天人合

一”等传统文化资源等待华语电影做出进一步的艺

术诠释。在华语电影里，我们能够看到“仁”、“义”、

“忠”、“孝”、重诺守信、淡泊、持守等文化价值观念

支配下的人物及行动，观众在电影中所体验到的感

动，实际上既是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也

是对中华文化再接受的过程。由此，形成了文化价

值观——人物形象——情感——文化价值观的文

化循环系统，从而实现华语电影由文化价值观承载

到传播反哺的全部过程。

目前，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对华语电影的研究

方兴未艾，研究的视角以及研究的成果亦颇为多

样、丰硕，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对华语电影的研究

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亟待加强。第一，在华语电影诗

性美学体系问题方面，应该在既往有关电影意象美

和意境美方面取得的成果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华

语电影中所具有的人格美特色。这既与中国文化

中的君子之风保持内在联系，同时也是中华文化重

视“人”的品行的重要体现，并通过这一研究丰富华

语电影的美学内涵。因为中华文化中的伦理美

学（儒）、自然美学（道）和心性美学（佛），分别追求

着“中正仁和”、“妙造自然”和“心物相通”的人生境

界，并最终体现为人格美的生命轨迹，达到中华文

化的精神高度。以此去探讨华语电影审美空间的

广博与深邃，更能凸显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第

二，从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华语电影及

美学观念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从电影形

式到人物形象塑造都明显带有中华文化美学的烙

印，审美接受过程亦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过程，因

此对于中华文化圈内外的观众影响作用深远。以

往研究缺少对华语电影美学特征和观众接受以及

传播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在此方面亦有亟待加强的

必要性。

中华文化与华语电影的诗性美学中华文化与华语电影的诗性美学
□陈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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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花写生之五 何多苓 作

《国学读书札记》（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

1月出版）是庄锡华在一个传统的学术领域里阅

读思考的文章结集，作者研读的虽然都是读者耳

熟能详的文化名人与文学大家的著述，却颇多新

的创获，说明优秀的文化遗产有异常丰富的内容

和无限广阔的开掘空间。

归纳起来，我认为该书的主要收获表现在这

样三个方面：

第一，精心解读经典古籍，致力于吸收更多

的思想营养。作者涉猎的古籍，并没有超越人们

熟悉的作家与作品的范围，然而对于一个有心的

读书人来说，开卷有益，阅读总是会有新的发现，

读出新意涵、获得新启发。我认为作者的主体思

考聚焦在这样两个面向：全面把握文字传达的信

息，力求准确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善于进

行拓展性的思考，联系古籍作者的身世、遭际，品

味作品中的观念与思想，举一反三，作合理的延

伸。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及司马迁

《报任安书》大家都很熟悉。前者是公认的名句，

但作者反复检视，不觉其美，请教专家也不能让

人心服，对自己过去从众的盲目因而有了反思。

由此类推，觉得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孔稚珪的

《北山移文》也都有令人不能释然的困惑。司马迁

对将死之人不予同情的表示，急急表白自己的心

迹，如此爱惜羽毛不亦过矣?孔稚珪《北山移文》

堆叠词藻，不理会当事人或有受逼的无奈，尽情

讥讽一个屈节出山的隐士，责人“纤完”，于无过

中求有过，失了先哲待人以宽的本旨。读王安石

《送孙正之序》，在与古人一起批评人云亦云、众

然而然的通病，对其“己然而然”的主张极表赞成

的同时，不忘还原王氏生平，发现其在用人与兼

听方面的严重缺失，认识与实践明显脱节，要人

注意知易行难的道理。“自然”在《老子》中是一个

重要的概念，作者认为它关涉许多做人的道理，

书中做了极大的引伸。在《老子的“自然”》中，作

者解析老子所说“自然”中的积极意涵，并认为按

照老子的观点，积极并非处世的不二法门，有时

候，让一让，退一退，反能彰显人格风范。书中谈

论得失、肯定必要的退让，这些见解中都可以看

到老子“自然”的影子。

第二，引用古人的生活经验与学理阐述、指

陈时事、直击各种社会现象，体现了作者的现实

关注。生活在现实社会的读书人，都应谨记古人

“文必切于实用”的提示，不放弃知识人的责任。

由于历史旧事与古人智慧的介入，作者对现实的

解析与反思，视野开阔，让读者多了想象的空间。

该书第二编均是作者留心观察社会后的收获，见

微知著、引譬连类，给予这些频繁发生的社会现

象理性的解剖。听人说话，自己说话，都是极平常

的事，但一经作者的分析，便在司空见惯的日常

生活现象中透视出做人的大道理。“誉乎己，则

以为喜，毁乎己，则以为怒者，心术之公患也”，

凡人大多会出现这样的听力问题，耳朵根子有

了毛病，治国者祸国，自治者祸身；说话中的褒

贬，情形更为复杂，不中听的批评可能不乏善

意，而声声入耳的赞语很可能是包着糖衣的一

剂毒药。作者介绍古人应对的法子，当然会有获

益。书中批评清议的文章也值得一读。清议历史

悠久，今日清议技超前辈，惯于运作似是而非的

议题，发声响亮，最能惑人。身处改革开放的时

代，社会鼓励创新，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清议貌

似合理的言说，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古

人对清议是有警惕的，将先贤的论述与当下的

事实对读，相信定能唤回社会的良知。书中关于

得失、崇让的讨论，引经据典，深入浅出，阅读之

后必会有很多收获。

第三，词章之学在古人的著述中是热门话

题，也是本书关涉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古

人写作经验的透视、当下文坛弊病的评析和古

人诗文的解读，虽然蕴涵不少犀利的针砭，但作

者说理充分、评论落于实处，读来让人颇多同

感。在我看来，这也同作者长期笔耕不辍、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不无关系。“道德之归，外之为

文”，作者认同德性是文章基础的道理，文如其

人，“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写文章道貌岸然，说

一套、做一套，必不能服人。作者质疑立言而能

不朽的说法，并以前人之说佐证。杜甫称文章为

小道，欧阳修认为“言不可恃”，著书而能传世的

少之又少，期盼青史留名，对写作自然会有更高

的要求。作者认定那些言不由衷，惟以似是而

非、陈言套语惑人的文章，逃不脱“速朽”的命

运。清人郑板桥检点国人著述的历史，说是“风

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待人烧，彼将自

烧。杜甫、欧阳修、郑板桥都是古代的智者，他们

的意见理应引起人们的深思。传世之作究竟应

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书中也有专门的讨论。

《简单的人话》批评当今学坛少数人操弄文字的

方式，表达了建构健康文风的建设性意见。作者

认为说假话、说空话，不懂装懂、绕来绕去，不过

是制造让人鄙视的文字垃圾。在作者看来，现代

白话文大师发声自然，想明白了再说，说明白话、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才是著述的正道。这意见

想来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声音会飞”、“诗文的

色彩艺术”，结合大量优秀作品的实证分析，对文

学作品的音乐美、绘画美有较多贴近实际、非常

生动的说明，文字精美，极具可读性。书中还收有

作者对古代重要诗人作品的精短解读，每有会

意，便加深味，见解颇与时论不合，但文章横生妙

趣、迭出新意，也确能发人深思。

回眸传统回眸传统 借古鉴今借古鉴今
——读庄锡华《国学读书札记》 □章俊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