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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创造的辩证法

薛永武
(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　山东曲阜 273165)

　　摘　要: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蕴含着深刻而又丰富的美学思想。除了反映艺术与现实审美关系的“摹仿

说”以外,他还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艺术真实应超越生活真实的局限;可然律与必然律、可能性与

可信性的互渗整合; 情节与性格的统一;生活丑向艺术美的生成;有机整一的完美结构。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

创造的辩证法,不但体现了中庸的美学思想,而且也揭示了艺术创造的一般原理,反映了理论的深刻性、丰富

性、永恒性与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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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

深刻之处主要有两点: 一是“摹仿说”, 解决了艺术对现实

的审美关系;二是关于艺术创造的辩证法。因此, 本文拟

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创作理论, 将其上升到艺术哲学

的高度, 进而把握其艺术创造的辩证法。

一、艺术的超越性
(一)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

诗与历史的美学比较是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内容,

它肇始于亚里士多德, 中经狄德罗, 再到黑格尔的集大

成, 构成了西方美学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美学史

上, 亚里士多德最早对诗与历史作了认真的比较, 认为写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 揭示了艺术对于历史的超越

性。这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诗与历史的美学比较。

亚氏在《诗学》第九章中指出: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

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即按照可然律

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

用散文, 一用‘韵文’; 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

文’,但仍是一种历史, 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

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 写

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

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 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在亚氏看来,历史叙述已发生的个别事, 不能反映出普遍

性; 诗描述可能发生的带有普遍性的事, 因此写诗比写历

史更富有哲学意味。亚氏这种比较并非贬低了历史著作,

而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历史著作的实际情

况。因为当时的历史著作只停留在编年史的层次上,而尚

未上升到历史科学, 亦未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

亚氏对诗与历史的比较直接影响了狄德罗。狄德罗

也认为, 戏剧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真实, 不同于历史的真

实, 并且指出: “历史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了所发生

的事实, 因此不一定尽他们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没有尽可

能去感动人和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的话,他就会写

出他认为最感人的东西。他会想象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

撰些言词。他会对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

做到奇异而不失为逼真。”[ 1]从亚里士多德到狄德罗,他们

都注意到诗与历史的重要差别在于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

意味,但并非说的哲学意味等同于一般的哲学, 因为“诗

不能离开具体事物来叙述一般,而要通过特殊的个别的

人物事迹来显露其中隐藏着的必然性与普遍性。”[ 2]由此

可见, 亚氏对诗与历史的比较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意义的,

一方面, 他通过揭示诗的普遍性,否定和超越了柏拉图的

理念论; 一方面, 又反映了艺术创造的辩证法, 要求艺术

按可然律或必然律去创造,通过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描绘,

进而揭示出普遍意义。同时, 亚氏的比较还意味着揭示了

历史只描述或拘泥于已发生事实的受动性, 突出了艺术

不拘于已发生的事的主动性, 其实质上旨在强调艺术对

存在的超越性, 这无疑具有深刻而又积极的意义。

(二)艺术真实对生活真实的超越

艺术的超越性不仅表现在艺术对于历史的超越上,

而且还表现在艺术真实对于生活真实的超越上。在现实

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上, 柏拉图把现实美看得高于艺术美,

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艺术美高于现实美, 充分肯定了艺



术真实对生活真实的超越。

1.从对诗人的辩护看对艺术真实的肯定

针对古希腊关于哲学与诗的冲突,亚里士多德不同

意柏拉图关于诗远离真理的观点, 而是对诗人进行了辩

护。他认为, 艺术批评标准可以归结为三种: 是否合情理、

是否合道德法则、是否合艺术法则。而这三种标准并非绝

对相等, 其中, 逻辑标准是相对的, 艺术标准才是绝对的。

诗人描述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是一个错误, 但如果作品

创作需要这样的话, 这个错误就是有道理的了。他在《诗

学》第二十五章还为诗人辩护说, 诗人可用“为了诗的效

果”、“比实际更理想”、“人们相信”这些话来辩护。如诗人

描写了马同时迈进的两条右腿,或不知母鹿无角而画出

角来, 这只是偶然的错误,并非艺术本身的错误。他认为,

艺术本身的错误在于诗人缺乏表现力。不管你所说的故

事是否真实,只要人们相信你所描写的故事是真实的, 把

它当成真的, 这就足够了, 而不应该追求实际上是否真

实。这意味着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 ,或者说是对生活真

实的超越。

同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二十五章中还指出:

“衡量诗和衡量政治正确与否, 标准不一样; 衡量诗和衡

量其他艺术正确与否, 标准也不一样。”亚氏这种分析是

比较辩证的, 不象柏拉图那样, 从政治角度出发, 以政治

标准去简单、片面地取舍艺术, 而是强调不同的艺术有不

同的艺术标准,不能一概而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

诗的独特性与自主性。

2.艺术创造的理想化

艺术创造的理想化在古希腊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创

作中, 已有了充足的体现,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都肯定过

艺术的理想化。亚里士多德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

论述了艺术的理想化, 并且具有了典型化的萌芽。

在《政治学》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 画家笔下的作品胜

过真实的对象, 其原因就在于画家把许多零散的优点集

中概括到一个范例上, 才能使作品比现实更美。在《诗学》

第十五章中,亚氏号召诗人 ,“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

习; 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

人更美。”在为诗人辩护时, 亚氏在第二十五章中还曾指

出: “如果有人指责诗人所描写的事物不符合实际, 也许

他可以这样反驳: ‘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

写的’”, [3]同时,亚氏也肯定了索福克勒斯对自己创作的

评价: 他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此外,亚氏还多次

高度评价了荷马, 在《诗学》第四章中, 认为荷马是个真正

的诗人,“因为唯有他的摹仿既尽善尽美, 又有戏剧性”。

亚氏说他的摹仿尽善尽美,这里蕴含了双重的理想化: 第

一, 亚氏肯定了荷马创作中的理想化; 第二, 亚氏对荷马

创作理想化又加以理想化, 因而才推崇其“尽善尽美”。

对于亚氏主张艺术理想化的问题,鲍桑葵曾评价说:

“看来完全可以把他对于美的艺术和自然的关系的看法

归纳如下: 美的艺术在摹仿给定的实在事物时要把它理

想化。”[ 4]实事求是的讲, 鲍桑葵的评价虽然看到了亚氏对

艺术的理想化, 但又把亚氏的理想化加以扩大化了。因为

亚氏注重摹仿的理想化,但并非全部理想化。一方面, 艺

术可以摹仿好人,也可以摹仿一般的人或者坏人; 另一方

面, 如果从亚氏对善和正义的追求来看, 从他重视艺术的

陶冶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看, 他既不是对摹仿对象平均分

配的, 又不是全部理想化,而是较多的理想化。也就是说,

理想化是亚氏的一个重要原则, 是对存在的一种超越,但

不是唯一的创作原则。

二、可然律与必然律、可能性与可信性

的互渗整合
在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中,艺术创造的辩证

法还体现在可然律与必然律、可能性与可信性的互渗整

合上。

(一)可然律与必然律的互渗整合

可然律与必然律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两个重要的

概念。亚里士多德强调可然律和必然律有两种含义:

第一, 情节的发展要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 因而要求

艺术家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来安排故事情节。在《诗学》

第七章中 ,亚氏在谈及悲剧摹仿行动的完整性时, 认为故

事的“尾”应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与前边的故事衔接起

来; 同时, 亚氏还主张逆境转入顺境或顺境转入逆境, 都

应按可然律或必然律去安排故事。在《诗学》第九章中,亚

氏在进行诗与历史的比较时指出, 诗人按照可然律或必

然律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即使描述已发生的事, 也是合乎

可然律的, 是可能发生的事; 在谈及喜剧创作时 ,他又认

为, 喜剧诗人先按照可然律组织情节, 然后给人物任意起

些名字。在《诗学》第十一章中, 亚氏谈到情节的突转时,

认为突转也应“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而发生”。以上所述,

亚氏主要是从情节及其安排的角度出发, 强调了可然律

与必然律的互渗整合。

第二, 性格刻画也应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在《诗学》

第十五章中,亚氏明确指出: “刻画‘性格’, 应如安排情节

那样, 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某种‘性格’的人物说某

一句话, 作某一桩事 ,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 一桩事件

随另一桩而发, 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也就是说, 人物

说什么, 做什么, 或者事件的发展变化及其前因后果, 都

应符合必然律或可然律。

值得注意的是, 亚氏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 一般都是

把可然律和必然律一起并列使用的,但仍有细微的区别。

在论及情节安排时, 亚氏是谈“可然律或必然律”; 在论及

性格安排时, 亚氏是谈“必然律或可然律”。从语言逻辑上

来看, 可然律或必然律似乎并无先后之分, 而是并列关

系, 但为什么会有上述细微的区别呢? 从亚氏的论述来

看, 在强调情节及其安排的可然律或必然律时, 他似乎偏

重于强调可然律。

但是, 由于情节与性格的内在统一性, 必然要求可然

律与必然律是互渗整合的, 是统一于具体的艺术作品之

中的。亚氏强调诗的哲学意味, 强调诗要揭示普遍性,因

此, 可然律或多或少总是会体现出一定的必然律; 反之,

必然律又总是蕴含于多种具体的可然律之中。没有必然

律, 可然律就无法揭示出普遍性, 就缺乏哲学意味; 反之,

没有可然律, 必然律就显得单调、抽象, 而缺乏情节的丰

富性与生动性。



(二)可能性与可信性的互渗整合

为了创造艺术真实, 亚里士多德既强调情节发展的

可能性, 又注重情节发展的可信性,更注重可能性与可信

性的互渗整合。

首先,在亚氏看来, 已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和虚构的

事都具有可信性。在《诗学》第九章中 ,亚氏谈到悲剧诗人

坚持采用历史人名时, 肯定了诗人的理由, 认为“可能的

事是可信的; 未曾发生的事, 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

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 因为不可能的

事不会发生。”在悲剧诗人看来, 事情的发展具有可能性,

才能产生可信性,因为没发生的事,难以使人相信其发生

的可能性, 但是, 悲剧诗人所写的历史题材属于已发生的

事, 则显然具有可能性,因为若不可能, 则不会发生。亚氏

在肯定诗人理由的同时, 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不仅

已发生的事具有可能性和可信性, 而且即使虚构的人物

和事件,仍然具有可信性。他在《诗学》第九章中还指出:

“例如阿伽同的《安透斯》, 其中的事件与人物都是虚构

的, 可是仍然使人喜爱”, 因此, 他认为诗人没有必要拘泥

于传统的野史。甚至连荷马“把谎话说得圆”仍有可信性。

这说明, 可信性不必照搬生活真实,而是需要艺术家的虚

构。

其次, 在可能性与可信性的关系上, 亚里士多德通过

分析发现, 可信性比可能性更为重要。在《诗学》第二十四

章中, 亚氏指出: “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

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在

《诗学》第二十五章中, 亚氏在为诗人辩护时,谈到为了诗

的效果, 又重复了这句话。亚氏这一说法大致有三层意

思: 第一,不可能发生的事仍有可信性;第二,可能发生的

事并不一定具有可信性; 第三, 为了艺术创造, 在布局谋

篇时宁可选取虽不可能, 但是可信的事, 也不选取虽是可

能发生, 但不使人可信的事。

再次, 亚氏为什么把可信性看得重于可能性呢? 按照

亚氏的内在逻辑,他似乎看到了可能性愈大,就愈接近生

活真实, 而可信性必然蕴含了可能性, 是主客观的统一

体。因此, 在可能与可信性之间,可能性应服从可信性,因

为艺术家“必须使他的艺术给人以自然的印象”, “可以使

人们相信你所描写的故事是真实的⋯⋯不管你所说的故

事究竟是不是真的, 他们都会把它当成真的。”[ 5]由此可

见, 亚氏的意思是说, 艺术创造的关键不在于作品是否真

实, 而在于让人们感到真实。实际上, 早在亚氏以前,古希

腊抒情诗人品达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在《尼美颂》

中评介荷马时写道: “诗人的艺术迷惑了我们, 使我们把

虚假的事当真了。”其实, 艺术创造不仅可以反映真, 而且

还可以以“假”乱真, 以“假”胜真,正所谓“假”的比真的还

“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亚氏注重可能性与可信性, 更

注重可能性与可信性在统一中实现互渗事例, 即可能性

体现着可信性, 可信性蕴含着可能性。但是当二者不可兼

得时, 宁取可信性而不取可能性。换言之, 亚氏认为,生活

真实的人和事未必一定可信; 而令人可信的人和事, 也未

必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 艺术可以摆脱生活真实的局限

去追求艺术的真实, 因为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

三、情节与性格的和谐统一
情节与性格是叙事作品中的重要因素, 也是悲剧体

裁中的重要因素。对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

确定了悲剧艺术的六个要素: 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

象和歌曲。在这六个要素中, 亚氏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

其次是性格。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亚氏把情节和性格看做

是悲剧最重要的因素, 这不仅符合当时悲剧创作的实际,

而且也符合观众观看悲剧时的审美心理。

(一)情节是行动的摹仿

亚里士多德认为, 情节在悲剧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因而, 安排好情节是悲剧艺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从他对

悲剧的定义来看, 他在《诗学》第七、八章中认为:“悲剧是

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情节既

然是行动的摹仿, 它所摹仿的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

在第六章中谈及悲剧的目的时, 指出: “悲剧的目的不在

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因此悲剧艺

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 ,在一切事物中, 目的

是最关重要的。”“悲剧是行动的摹仿, 主要是为了摹仿行

动, 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很显然,高度重视情节,这

是亚氏悲剧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那么, 亚氏为什么把情节看做是悲剧的基础, 甚至是

灵魂呢? 这是亚氏对古希腊悲剧创作的经验总结,是对戏

剧艺术本质的洞察,也蕴含或体现了人们对悲剧的审美

需要。从古希腊的悲剧创作来看 ,多数剧作家都重视情节

及其安排 ,讲究情节的曲折、生动, 相比之下,则不太重视

性格的刻画。从戏剧的本质特征来看,它特别需要矛盾冲

突即戏剧冲突; 没有冲突, 就没有戏剧。正是各种矛盾冲

突, 才构成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产生了扣人心弦的艺术

魅力。亚氏高度重视悲剧情节, 就是在总结古希腊戏剧创

作的基础上,是对戏剧尤其是悲剧本质深刻洞察的结果。

黑格尔曾说:“冲突一般都需要解决, 作为两对立面斗争

的结果, 所以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

象, 剧艺本是可以把美的最完满最深刻的发展表现出来

的。”[ 6]黑格尔这里的意思与亚里士多德高度重视情节,颇

有相似之处。

高度重视情节, 也就必然重视情节的设置。对此,亚

里士多德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情节的设置: 第一, 情节

要有条不紊; 第二, 应该按可然律和必然律安排情节, 情

节中不应有不近情理的事, 即情节应合情合理; 第三, 要

写好突转与发现, 按可然律或必然律写人物由逆境转入

顺境, 或由顺境转入逆境, 使情节惊心动魄; 第四, 安排情

节时把剧中情景摆在眼前, 仿佛置身于发生事件的现场

中, 也就是要求艺术家设身处地, 如同身临其境;第五,安

排情节可以采用现成的事件, 也可编造故事,但都应先构

勒一个简要的大纲。

(二)性格的类型化

类型化就是指按类性来写人物, 也就是说用类型化

的手法塑造人物性格。诚然, 每个人既有区别于他人的独

特的个性, 又有因职业、年龄、性别、民族、阶级等因素形

成的各种类性 但由于时代及认识的局限性 古希腊的美



学家和艺术家都注重人物的类性, 相比之下,对人物的个

性却重视不够。亚里士多德的性格理论即是如此。

在《诗学》和《修辞学》中, 亚里士多德都非常重视人

物性格。他把性格看做是仅次于情节的第二重要因素,多

次强调悲剧的性格问题。

1.再现相应的性格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认为, 演说家用语言表现

了情绪和性格, 应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加以表现。他注意

到: “不同阶级的人, 不同气质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不

同的表达方式。我所说的‘阶级’, 包括年龄的差别, 如小

孩、成人或老人; 包括性别的差别, 如男或女人;包括民族

的差别,如斯巴达人或特沙利人, 我所说的‘气质’, 则是

指那些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气质, 因为并不是每一种气

质都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这样, 如果一个演说家使用了

和某种特殊气质相适应的语言,他就会再现出这一相应

的性格来。乡下人和有知识的人, 既不会谈同样的话, 也

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谈。”[ 7]亚氏的意思是说,演说家通过

创造艺术真实,不仅表现了演说家的个人性格,而且也应

该表现人物类的特性, 从而表现出特定人物相应的性格。

亚氏虽然谈的是演讲术中的人物性格, 但也可以由此推

及到悲剧理论中对人物描写。

2.悲剧人物性格描写的四点要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五章中明确指出, 悲剧描

写性格必须注意四点:

第一, 人物性格必须善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

第二, 性格必须适合人物身份;

第三, 性格必须与一般人的性格相似;

第四, 人物性格必须前后一致。

在上述第一点中,关于性格必须善良, 亚氏认为, 悲

剧主人公最好是名门望族, 主人公在道德品质上并非好

到极点, 而是与我们相类似, 不应该遭殃, 遭殃才能引起

观念的哀怜;产生悲剧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主人公造成的,

但有些原因却是主人公造成的,这些原因并不是主人公

的罪恶, 而是主人公的某种过失或弱点, 或者是道德抉择

的错误, 或者说是判断不明的错误。

关于人物性格的前后一致, 亚氏要求“寓一致于不一

致”之中, 要求人物既要有基本固定的性格, 又要有“不一

致”的表现。比如一个性格忧郁的人随着情节的发展变

化, 可能有时高兴 ,有时发怒, 但高兴之后或发怒之后, 应

恢复到原来的忧郁状态之中, 即把忧郁 (一致性)寓于高

兴或发怒等多种表现(不一致)之中。

从亚氏对情节与性格的分析来看,他重视人物做什

么 (构成情节) ,但不太重视人物怎样做(表现性格) , 人物

性格缺少变化, 仍停留在类型化的层面上。如果说, 瑞士

的凯塞尔曾经把小说分为人物小说和事件小说 (情节小

说) ,揭示了小说内在构成的两种类型差异, 那么, 古希腊

的悲剧和亚氏的悲剧理论则都特别注重悲剧的情节性,

重视悲剧的戏剧冲突, 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悲剧乃至

戏剧与文学的区别,把握了悲剧乃至戏剧的独特的本质

特征。戏剧与文学相比, 文学即可在叙事中自然显示出情

节的生动性,又可细致入微的描写人物性格;而戏剧则尤

为注重情节的冲突性,而不太擅长表现人物性格。所以,

亚氏在《诗学》第六章中指出 :“悲剧中没有行动 ,则不成

为悲剧; 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

(三)情节与性格的和谐统一

从情节与性格的关系来看, 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情

节重于性格,但并非忽视性格的重要性, 也并非把情节与

性格对立起来; 相反 ,亚氏非常重视在情节中表现性格,

注重情节与性格的和谐统一。

情节与性格的辩证关系首先表现为在情节中表现人

物性格。亚氏在《诗学》第六章中指出:“悲剧的目的不在

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 剧中人物的品质

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 则取决

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

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这一段话为我们提出了四

个问题: 第一, 悲剧的目的在于摹仿行动; 第二, 人物性格

决定人物品质; 第三,人物行动决定人物是否幸福; 第四,

在人物行动中表现性格。从这些方面来看,亚氏很重视人

物行动, 认为行动能表现性格,也能决定人物是否幸福。

其次,情节与性格的辩证关系还表现为人物性格对

情节的决定作用。在《诗学》第六章中,亚氏还认为, 人物

的性格和思想决定着人物行动的性质。在亚氏看来,思想

指证明论点或讲述真理的话, 实际上是指支配人物语言

的思维能力。很显然, 亚氏不仅强调在行动中表现性格,

而且也看到了人物性格和思想也决定着人物的行动。

在《诗学》第十五章中, 亚氏还指出, 刻画性格, 应像

安排情节那样, 要求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人物说什么,

做什么, 以及事件的发展变化, 都要符合必然律或可然

律。因而, 作者如何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 来描写人物性

格, 势必会影响着情节的发展变化。

再次, 情节与性格通过可然律和必然律,实现了二者

的和谐统一。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曾经指出,性格是

过去行为的产物,所以行为决定性格; 反之, 性格作为潜

能, 只有通过行为才能表现出来。诚如缪朗山先生对亚氏

所分析的那样: “过去的行为决定人的性格。性格又决定

人选择未来的行为, 但是性格总得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8]

实际上, 亚氏已经注意到了情节与性格的互相作用, 一方

面, 在情节中表现性格; 另一方面, 性格又影响着情节的

发展, 从而揭示了情节与性格的互动关系和共生效应。同

时, 我们还要看到, 情节与性格在相互作用中统一于情节

的需要, 而且这种统一有着内在的规定性, 即可然律或必

然律是情节与性格的原因或依据, 又是情节与性格相统

一的中介 ,是检验情节与性格是否真实的依据, 又是情节

与性格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 情节与性格通过可然律或

必然律实现了二者的和谐统一。

就亚氏对于情节和性格的分析来看,《诗学》对悲剧

及其本质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但如果从美学大视野的

角度来看 ,亚氏的这些论述尽管丰富了美学宝库, 却在有

些方面不但未能超越柏拉图, 甚至还反映出一定的片面

性。与柏拉图相比, 亚氏认为情节重于性格,而柏拉图则

更注重人物怎么做。亚氏对情节与性格的分析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古希腊人的审美理想, 而柏拉图则具有了现



代审美意识。

四、生活丑向艺术美的生成
文艺可以歌颂真善美, 也可以批判假恶丑。然而, 在

西方美学史上,在文艺要不要描写生活丑的问题上, 却存

在着不同的看法。柏拉图主张文艺题材应是真善美,反对

把丑的东西写到作品里去。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却

认为,文艺可以把生活丑写进作品, 经过艺术描绘, 生活

丑可以转化为艺术美。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四章指出:“经验证明了这样

一点: 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 但惟妙惟肖的图像

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 例如尸首或可鄙的动物形

象”,这意味着亚氏已经具有生活丑向艺术美生成的思想

萌芽。亚氏分析了产生快感的主观原因是人具有摹仿本

能和具有音调感和节奏感, 也分析了产生快感的客观原

因: 一是人们在欣赏绘画时满足了求知, 人们在求知判断

中, 通过作品认识生活中反映的事物; 二是欣赏者不认识

摹仿的对象, 那么, 作品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

使人产生快感。实际上, 这两种客观原因归根结底是艺术

家创造了艺术美,前者是通过欣赏艺术美获得了求知; 后

者因不认识摹仿对象, 就只能单纯的欣赏艺术美。也就是

说, 生活丑向艺术美生成的原因在于艺术家创造了惟妙

惟肖的艺术美; 没有艺术美, 生活丑无法给人以快感, 相

反只能是痛感。

从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亚氏注意到生活丑向艺

术美生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扩大了文艺反

映生活的领域, 而且也丰富了艺术美的画廊, “既是对古

希腊文艺实践的总结, 又奠定了西方文学艺术以丑为美,

或者说化丑为美的理论基础”, [ 9]深刻地影响到布瓦洛、狄

德罗、黑格尔等人, 成为现代文艺美学一个重要的美学命

题。

五、有机整一的完美结构
受柏拉图关于作品结构有机整一思想的影响, 亚里

士多德又对结构的有机整一作了具体而深入的阐释。

关于结构的有机整一, 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文艺美学

的重要内容。与柏拉图相同, 亚氏也从生物学的角度, 把

作品结构比喻为一个生物体。在《诗学》第七、二十三章

中, 亚氏指出, 悲剧应摹仿一个完整的行动, 故事应“有

头、有身,有尾”。“史诗的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

照戏剧的原则安排, 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 有头,有身,

有尾, 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 给我们一种它特

别能给的快感。”在亚氏看来, 悲剧和史诗都需要有机整

一的结构, 象生物体一样, 是一个完整的活东西, 特别能

给人以快感。

结构既然是一个完整的活东西 ,那么, 部分与整体必

然是有机的统一。在《诗学》第八章中 ,亚氏不仅强调了摹

仿完整的行动, 而且还要求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 “任何

一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 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

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 那就不是整体中的

有机部分。”这就是说, 任何部分都是整体中有机的组成

成份, 都应服从整体。整体一旦确定以后, 应达到任何一

部分不能挪动或删削的程度。实际上,亚氏这种有机统一

的思想无疑受到柏拉图的启迪, 柏拉图在《巴门纪德篇》

中早已指出: “文章不但要有首, 有中, 有尾,而且更重要

的是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务使各部分都不能增减, 增减

则有害于整体。”显而易见,亚氏作为学生, 其有机整一的

思想是得益于对老师的继承与借鉴。

在借鉴柏拉图有机整一这一思想的基础上, 亚氏还

进一步论及完美的结构。在《诗学》第十三章中, 亚氏认

为, 完美的悲剧结构不应是简单的, 而应是复杂的。他要

求诗人在安排情节结构时, 应考虑追求什么,注意什么,

应考虑悲剧的效果。为此, 他又提出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

的结构,认为《伊利亚特》的结构十分完美, 并且要求悲剧

应写出主人公由顺境向逆境的转化;相反, 悲剧不应安排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双重结局。

由此可见,亚氏既主张结构的单一性, 又主张情节的

复杂性; 既重视结构的有机整一性 , 又倡导结构的完美

性。同时, 艺术结构作为一个类似生物体的结构, 是一个

“活东西”, 因而具有生命力; 艺术结构作为审美对象, 是

“一个美的事物”, 既不能非常小, 又不能非常大。非常小

的事物使人不可感知, 以致模糊不清; 非常大的事物使人

不能一览而尽, 因而见不出它的整一性。这说明, 亚氏旨

在强调审美对象的适应问题, 要求审美对象在于非常小

与非常大之间, 这无疑体现了他中庸的美学思想。

综上所述, 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创造的辩证法具有

深刻丰富的美学内容, 它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

及其规律 ,把艺术创造上升到艺术哲学的高度, 蕴含了艺

术创造的一般原理, 通过艺术创造的和谐美,显示了理论

的深刻性、丰富性、永恒性与普遍性, 至今仍有重要的美

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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