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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美学究竟应怎样建构

【内容摘要】　王晓华的《身体美学导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身体美学概论的著作。它为建立身体美学的中

国学派做出了贡献，值得重视。它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索：身体美学究竟应该怎样建构？新

实践美学认为：身体美学应该从身体的实践出发，而不是仅仅从身体出发；身体美学应该以实

践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而不应该仅仅以物质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物质本体论只是实践本体论

的不言自明的前提；身体美学应该是身体审美学，而不应该仅仅是身体感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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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华教授的《身体美学导论》是中国第

一部系统的关于身体美学的概论性著作。它为

建立身体美学的中国学派做出了贡献，值得重

视。王晓华教授一直在致力于建构中国的身体

美学，在《身体美学导论》中提出了“美学必

须回归身体”的口号，并且初步搭建了其身体

美学的框架。这些无疑是王晓华教授为建构身

体美学的中国学派所作的努力及成果，应该予

以充分肯定。不过，《身体美学导论》同时也

引发了我们的思索：身体美学究竟应该怎样建

构？本文特提出问题与王晓华教授商榷。我们

认为，身体美学的中国学派应该回到“身体实

践”，应该以实践本体论为哲学基础，并且身

体美学应该是身体审美学。

身体实践还是身体？

王晓华教授在《身体美学导论》中明确提

出了“美学必须回归身体”的口号，并指出：“审

美的主体就只能是身体。在解构了灵魂的神话

之后，美学必然回到身体。作为感性学，它属

于广义的身体话语（a discourse of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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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倡导建构“主体论身体美学”。①王

晓华教授立志要“建构出完全从身体出发的美

学体系”②。那么，身体美学究竟应该从身体

出发，还是从“身体实践”出发呢？新实践美

学认为，身体美学应该从身体的实践出发，而

不是仅仅从身体出发。

身体美学，顾名思义，好像就应该是从身

体出发的美学或研究身体的美学。《身体美学

导论》主张身体美学应该从身体出发，一条根

本理由就是：“人是身体，身体是审美的主体。

主体论身体美学的建构意味着美学研究范式的

根本转型。”“我是身体，身体乃审美的主体，

此即主体论身体美学的第一原理。”③但是，

如果仅仅是身体本身，就是一堆物质性的肉体

的存在，没有也不可能有“审美的主体”产生，

同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审美对象和艺

术对象来观照和欣赏。只有人类身体的以物质

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才使得人类成为世界

（自然和社会）中的主体和审美的主体。人类

的身体，并不是从来就如此地存在，它是以物

质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为

中心的、包括话语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实践

的产物。正是社会实践使得人类的身体成为现

在这样“直立行走”、用大脑思考、用双手创

造自己的存在条件、用语言符号来命名和把握

世界的存在，而且不断改变物质身体、符号身

体、精神身体的存在形态。简言之，人类的身

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因此，

对于人类的身体存在来说，更加根本的应该是

社会实践。那么，作为“研究身体与世界审美

关系的学问”的美学，究竟应该从身体本身出

发还是身体实践出发，不就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了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曾经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

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

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

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

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

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

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

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

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

的变更出发。”④因此，研究作为社会和历史

产物的人类的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就应该

从人类的社会实践出发，而研究人类的身体的

人文科学——身体美学当然应该是从“身体实

践”出发的，而不应该从作为物质存在的身体

出发，物质存在的身体只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

提。这一点，王晓华教授在论述过程中本来是

清楚的，但是，由于他太执着于“身体”本身，

从而忘记了造成身体的“活动”的社会实践。

另外，《身体美学导论》十分明确地规定

了“美学：研究身体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学问”，

实际上应该是“研究身体对人的审美关系的学

问”和“研究身体对世界的审美关系的学问”。

前者是“客体论身体美学”，后者则是王晓华

教授所说的“主体论身体美学”。那么，人对身

体的审美关系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新实践美学

的答案同样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

人对现实的“关系”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

实践中形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形

成，也是人类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

成果。其从主体方面来看，应该是在人类具有

了审美需要和审美器官以后形成的，而人类的

审美需要和审美器官，也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⑤。人类

的需要是分层级的，而且是按照“物质需要（生

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需要→尊重需要）→

精神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伦理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的大致顺序在社会实践中生

成发展的。只有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以后，

才可能生成出精神需要，而在精神需要的发展

序列中，审美需要也是在社会实践中认知需要

得到基本满足以后才逐步生成的。人类的审美

器官也不是专用的，而是在人类的普通感觉器

官、神经网络、大脑等神经系统的基础上，经

① 王晓华：《身

体美学导论》，

北京：中国社会

科 学 出 版 社，

2016 年， 第 1、

27 页。

② 王晓华：《身

体美学导论》，

第 26 页。 

③ 王晓华：《身

体美学导论》，

第 44、5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年， 第

51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1 卷，

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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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漫长的社会实践过程才逐步生成的。正因

如此，一般的动物，哪怕是灵长目之类的高等

动物，由于没有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高度

发达的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还没有发达到人

类的高度，所以也就没有审美器官，同时也没

有审美需要，所以，动物与现实就没有可能形

成审美关系。这样，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才可能

成为人与动物相区分的主要标志。

再看身体与世界审美关系的生成。只是由

于有了人对现实的一般关系和审美关系，在此

基础上，仍然是经过了长期的社会实践，人类

的身体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二重化，既是审美

主体也是审美客体。于是身体与人和世界就生

成了审美关系，然后人类的身体才一方面成为

具有审美需要和审美器官的审美主体，另一方

面又成为具有审美属性和艺术性质的审美对

象。这是身体与人和世界审美关系的特殊性。

所以，我们认为，王晓华教授建构“主体论身

体美学”是可能的，但是，应该把以物质生产

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或者“身体实践”作为这种

身体美学的出发点。当然，我们认为也不应该

完全排斥以身体为审美客体的身体美学。简而

言之，无论哪种身体美学都离不开以物质生产

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仅仅是身体本身作为一种

静态的存在，是不可能产生出作为主体和客体

的身体，也不可能产生出身体对人和世界的审

美关系的，那么，又怎么能够谈到研究“身体

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学问”的身体美学呢？

实践本体论还是物质本体论？

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应该具有

一定的哲学基础，尤其是本体论基础。从古今

中外的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史来看，没有本体论

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同样，没有本体论哲学基

础的美学也是不存在的。不过，中外哲学史上

倒是有遗忘本体论的时候，比如西方哲学史上，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否定了神秘的神学本体论，

产生了“认识论转向”，以认识论问题取代了

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然本体论，特别是法

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以后，

认识论的研究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主导方面，本

体论问题经常被悬置起来。再比如，在 20 世

纪 30 年代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

流行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本体论，马

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本体论是资产阶

级哲学的学说”的论调，从而遗忘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本体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本体

论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当代哲学中得到恢

复。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究竟

应该是物质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却仍然分歧

很大，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观点

仍然十分流行。因此，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过

程中，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争论仍然在

进行之中。

这同样也反映在身体美学的建构方面。王

晓华教授“回到身体的美学”的观点，在一定

程度上就是一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身

体美学建构。王晓华教授说：“如果人不外是

有机体进化的产物，那么，她 / 他在本质上就

是肉身，精神不过是身体的功能－活动，审美

的主体就只能是身体。在解构了灵魂的神话之

后，美学必然回到身体。作为感性学，它属于

广义的身体话语（a discourse of body）。”①

新实践美学却认为，身体美学应该以实践本体

论作为哲学基础，而不应该仅仅以物质本体论

为哲学基础，物质本体论只是实践本体论的不

言自明的前提。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学问，主要研究

存在的本原和方式。世界的存在，在人类从自

然界分离出来以后就有两种：自然存在和社会

存在。因此有两种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和社会

本体论。研究自然存在的叫做自然本体论，认

为自然的存在本原和方式是物质的叫做物质本

体论，是一种唯物主义本体论；认为自然的存

在本原和方式是精神的叫做精神本体论，是一

① 王晓华：《身

体美学导论》，

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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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唯心主义本体论；研究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叫

做社会本体论或者人类本体论，认为社会存在

的本原和方式是物质的本体论，是一种直观唯

物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本体论；认为社会存

在的本原和方式是精神的本体论，是一种唯心

主义本体论或者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存在

的本原和方式是实践的，叫做实践本体论或者

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实践唯物主义。

身体美学的“身体”，不论作为审美主体

还是审美客体，都已经不再是纯天然的自然存

在，而主要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存

在，因此，身体美学的本体论哲学基础，应该

主要是一种社会本体论。当然，古今中外关于

身体的美学研究，尽管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

科，但都还是有着一定的哲学本体论基础的。

而在近一个世纪创建身体美学的过程中，也出

现过不同本体论哲学基础的身体美学。比如，

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尼采的身体美学建构就是

以他的意志主义本体论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

以唯心主义的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身体美

学构想。法国哲学家和美学家梅洛 - 庞蒂的身

体美学建构是以现象学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

因而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社会本体论的身体美学

构想。王晓华教授的“主体论身体美学”的建

构，是以与精神和灵魂相对立的肉体的“身体”

为存在的本原和方式，是一种物质社会本体论

的身体美学构想，甚至可能退回到物质自然本

体论上去，虽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身体美学，

然而他尽力排除社会实践在身体美学中作为存

在本原和方式的根本地位，因而主要还是一种

直观唯物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的身体美学。

新实践美学认为，身体美学，至少新实践

美学的身体美学，应该以实践本体论的社会本

体论作为哲学基础。第一，身体美学的研究对

象是“身体”对人和世界的“审美关系”，而

人类的“身体”，在美学学科中已经不再是纯

粹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物

质本体论所依据的“物质”，已经存在了数亿

万年之久，与宇宙和世界是同时存在的。可是，

人类及其“身体”的存在，却是大约 200 万年

之前直立行走的人产生以后才有的，而能够与

人和世界发生审美关系的“身体”，则是旧石

器时代晚期（大约 15000—8000 年前，欧洲的

克罗马农人、中国的山顶洞人等）才有的。①

第二，人类及其身体的产生，虽然是以物质身

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但却是人类以物质生产为

中心的社会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类学、考古

学、历史学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现代人类并

不是从纯粹的物质的、肉体的身体自然而然地

形成的，而是在肉体的身体的前提下，通过物

质生产劳动而自我生成的。因此，物质本体论

并不能解决人类及其身体的产生的根本问题，

而只有实践本体论才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及其身

体的产生根源问题，也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人

类及其身体存在的本原问题。美国考古学家布

赖恩·费根在《世界史前史》中说：“‘会制造

工具的人类……’，这样一个短语将最早会制

造工具的人类同历史上所有其他灵长动物区分

开来。制造工具的能力清晰地彰显了人类所独

有的一个属性，即文化（第 1 章）。其他动物

如黑猩猩会为了寻找食物或其他特定目的而制

造工具，但只有人类才会常规性地、习惯性地

制造工具，而且其形制也复杂得多。在制造工

具这方面，我们比其他灵长动物走得都远。一

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大脑允许我们能提前对自己

的行为做出安排。”②正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

的物质生产劳动造就了人类及其身体，因此，

到目前为止无可辩驳的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

的社会实践就是人类及其身体存在的本原。第

三，实践本体论是以物质本体论为不言自明的

前提的。有人认为，实践本体论是以人的活动、

行为作为世界的本原，因此是人类中心主义或

者唯心主义。殊不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以物

质世界所提供的物质为条件的，没有物质也就

没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所以，实践本体论是离

不开物质本体论的，物质本体论所论证的物质

① 布 赖 恩·费

根：《世界史前

史》，杨宁、周幸、

冯国雄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2017 年， 第

42 页。

② 布赖恩·费根：

《世界史前史》，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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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存在是实践本体论的不言自明的前提。

而且关键在于，身体美学的本体论哲学基础，

并不是要证明人类及其身体是物质的，而是在

物质世界的前提下进一步证明人类和人类社会

是从哪里来的。在人类社会的前提下才可能去

论证人类身体的本原，即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

身体从哪里来。那么，其答案就只能以实践本

体论来提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开宗明义地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

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

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

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

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

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

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

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 

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

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

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

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

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①因此，忽视社会实

践的唯物主义，如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费尔

巴哈的唯物主义，仅仅是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

义，它在自然界的存在本原和方式上是唯物主

义的，因而是直观唯物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

但是，在社会历史的存在的本原和方式上却陷

入了唯心主义或者干脆退回到自然本体论的层

面上去了，所以，没有办法解决涉及社会历史

存在的社会本体论问题，而身体美学的“身体”

创造恰恰就是社会本体论层面的问题，是无法

以物质本体论（包括物质的社会本体论和物质

的自然本体论）来解决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王晓华教授的《身

体美学导论》也涉及实践本体论，比如，他指 

出：“由此可见，从实践着的身体出发，我们

就可以解答审美之谜。”②但是，在具体的论

述中，他却忘记了“实践”，而仅仅执着于“身

体”本身。他说：“从身体－主体出发，原本

令我们困惑的美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人

就是身体，那么，困扰哲学宗教数个世纪的某

些问题将迎刃而解。譬如身心问题。事实上，

这是本不存在的困境：‘心’内在于身体，是身

体的功能和活动，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身

心鸿沟（body-mind gap）。”③事实上，身心

并不是统一于身体，而是统一于“社会实践”。

这个“身心统一”并不是指物质上的统一，物

质上的“心”即心脏（或者特指大脑）本来就

在身体之中，不存在“身心问题”。这个“身

心问题”指的是“身体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那么，说“心”（意识）是身体（大脑）的功

能和活动，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作为存在，人

类的意识与身体却不可能在物质层面上而只有

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才可能达到统一。这就是

说，人类的生产（劳动）是调动人类的身体的

各个器官，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造自然和社会

的对象，而这个生产目的就是以通过想象而形

成的表象的形式预先存在于人们的“心（大脑）”

中的，在生产劳动开始之前它们（身体与目的、

身体与意识）是分立的，身体是物质的，生产

目的是符号化（语言或形象）的意识，从而就

形成了“身心问题”；而在具体的生产劳动开

始以后二者（身与心）才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达

到统一，身体的实践实现了生产目的，否则就

是实践的失败。所以，在“身体实践”中，身

体是物质和意识的载体，实践才是决定身心统

一的根本。因此，有了身体，只是身心统一的

必要条件，而实践才是身心统一的充分条件。

也就是说，美学仅仅回到“身体”还只是有了

解决美学中的“身心问题”的可能性，并不一

定能解决问题；只有美学回到了“身体的实践”，

“身心问题”才可能真正解决，达到美学中的

“身心统一”。

简而言之，要想真正完全解决美学中的“身

心问题”，仅仅“回到身体”还是不够的，还

①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1 卷，

第 499 页。 

② 王晓华：《身

体美学导论》，

第 63 页。 

③ 王晓华：《身

体美学导论》，

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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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回到“身体的实践”。因此，真正解决身

心问题的身体美学的哲学基础应该是实践本体

论，而不应该是物质本体论。

身体审美学还是身体感性学？

在 20 世纪呼吁“美学回到身体”、建构

身体美学的过程中，许多美学家都从美学的词

源学上寻找根据，伊格尔顿、舒斯特曼如此，

王晓华教授也如此，他们都认为，美学回到身

体，也就回到了本来的“感性学”。其实，这

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推论。新实践美学认为，身

体美学应该是身体审美学，而不应该仅仅是身

体感性学。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鲍姆加登 1750 年把

美学命名为 Aesthetics（感性学）时，正是西

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极盛时期。因此，他是相

对于当时哲学只有研究行为的伦理学和研究理

性认识的逻辑学，而推导出应该有一门学科来

研究与理性认识相对的感性认识，这门学科就

是美学，他用 Aesthetics（感性学）来命名。

而伊格尔顿据此认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

话语（a discourse of body）而诞生的。在德国

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登所作的最初的系统

阐述中，这个术语首先指的不是艺术，而是如

古希腊的 aisthetics（感性）所提示的那样，是

指与更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全部知觉

和感觉的区域”①。那么，照这样的理解，作

为感性学的美学就真的只是研究审美主体的知

觉和感觉的学说，也就成为了审美心理学或者

心理学美学了，也就是说最终还是把美学当作

一种研究审美心理意识的学问。这是美学之父

鲍姆加登关于美学定义的必然结论，尽管伊格

尔顿把“关于身体的话语”与“全部知觉和感

觉的区域”联系起来，似乎给“美学”原初含

义赋予了“身体话语”的意蕴，然而，其实

质仍然是在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和美学的范畴

内，把美学限制为“感性认识”。既然美学是

研究感性认识的学问或者科学，那么，这些“关

于身体的话语”就仍然拘囿在认识论的牢笼之

内。在此基础上的“身体美学”当然就不可能

是本体论的，更不可能是实践本体论的，不可

能跳出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和美学的范围之外。

其实，鲍姆加登在确立美学的时候，就已

经意识到自己的美学定义的缺陷，似乎极力想

把关于美学的设定考虑得周全一些。于是，他

作了如下一些补充说明：“美学作为自由艺术

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与理性

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我

们的美学像它的大姐一样，可以作如下的划分：

（I）理论美学。它阐述和提供一般的规则（第

一部分）：（a）第一章，启迪学，关于事物

与思维的一般规则；（b）第二章，方法学，

关于条理分明的安排的一般规划；（c）第三章，

语义学，关于用美的方式想到的和加以安排的

东西的表达手段的一般规则。（II）实践美学：

研究在个别情况下如何运用的问题（第二部

分）。”“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

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因此，感

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②

通过这些补充，我们可以看到，鲍姆加登的美

学构想并不是像伊格尔顿等人所想的那样是要

“回到身体”，而是要回到“感性认识”，要

研究感性认识如何达到完善，即美。那么，美

学还是要以“美”为中心或核心来进行研究。

美学应该研究超越了实用的“自由艺术”，即“美

的艺术”，是关于自由艺术的理论；美学研究

感性认识，因而是低级认识论；美学要研究美

的思维，是美的思维的艺术；美学要研究理性

类似的思维，是关于艺术思维或者形象思维的

艺术；美学的理论美学主要包括：启迪学、方

法学、语义学，美学的实践美学主要研究美学

理论的具体个别的运用。那么，按照这种回到

原初的“感性学”的“身体美学”，就真正是“主

体论美学”，甚至成为“主观论美学”和认识

论美学了，“身体”就消失在感性认识论的“心

① 王晓华：《身体

美 学 导 论》，第

19 页。 

② 鲍姆加登：《美

学》，简明、王旭

晓译，北京：文化

艺术出版社，1987

年，第13、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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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之中了。其实，赫尔德在当时就批

评过鲍姆加登的这种纯主观的认识论美学的界

定。德国当代美学家西格弗里德·海因茨·贝格

瑙指出：“赫尔德指责鲍姆加登和迈耶尔不是

用引进新名称使美学成为科学——在这一点上

他与门德尔松一致——而是在人们研究感性对

象性能的规则时，由于上述原因使这些规则从

美来发挥作用，然而人们必须‘从艺术作品中

客观地和从感觉中主观地’搜集和规定美。”①

也就是说，赫尔德早就看出了鲍姆加登确立美

学的主要缺陷就在于他拘囿于认识论领域，因

而局限于主观意识的范围之内。如果王晓华教

授的身体美学建构真的要像伊格尔顿所说的回

到鲍姆加登的“感性学”，那么，他的“主体

论身体美学”也就只能是单一的“审美主体的

美学”，甚至是“主观论身体美学”，有可能

是没有作为“审美对象的身体”的“低级认识

论身体美学”。

新实践美学认为，身体美学应该回到“身

体实践”上去。而“身体实践”就包括了两个

方面：身体既是审美主体和艺术主体，又是审

美客体和艺术客体。所以，新实践美学建构的

身体美学，不应该是单纯的“身体感性学”，

而应该是“身体审美学”。中国汉语的“审美”

一词比较周密地概括了“美学作为以艺术为中

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审美”

一词主要作为动词和动名词，表示人类对审美

对象和艺术对象的观照、判断、欣赏的实践活

动，其本身就包括了审美对象（审美客体）和

审美主体及其审美关系。从“审美”一词的构

词法来看，“审美”是一个“审 + 美”的动宾

结构的构成，“审”这个词素是一个动词，它

的意义主要是审查、审核、观照、判断、欣赏、

品味等，主要指称一种对某种对象（客体）的

主体行为；“美”这个词素是一个名词，在这

里指具有美的性质的事物（对象、客体），是

前一个动词性词素指称的主体行为的对象和客

体；“审”与“美”两个词素组成的动词“审

美”，意味着一种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审美

行为；由于在构成词素中出现了行为主体的行

为，同时也出现了行为的所指对象客体，因此

也就内在地蕴含着“审美关系”之意。因此，

我们以为，用“审美”一词再加上“学（学

问、科学）”的“审美学”来表示“研究人对

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的美学，比起用“感

性学”来指称美学要更加贴切、明确、生动，

它可以避免鲍姆加登命名美学时的片面性、模

糊性。实际上，美学，作为一种科学是不能够

仅仅回到“感性身体”“感性认识”的，因为

“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就不仅仅是物质的、

感性的身体，还应该包含着符号的（象征的）、

精神的（理性的）身体；人类的认识和审美认

识，同样也不仅仅是感性的认识，也应该向知

性的、理性的认识和审美认识深化和发展，才

能够最终以审美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本质和本

质关系。因此，身体美学的建构如果仅仅是“身

体感性学”，那么就有可能把研究对象仅仅放

置在物质的、肉体的、感性的身体，或者仅仅

放置在感性认识的主体方面，从而忽视美学研

究的真实对象——审美关系。然而，如果把身

体美学建构为“身体审美学”，那么就可以比

较全面地涵盖身体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审

美主体，也包括审美客体，还包括二者之间的

相互作用——审美创造和艺术创造，从而真正

地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而且把作为审美

主体和审美客体的身体的艺术表现作为身体美

学的中心研究对象。

总而言之，我们十分赞同王晓华教授建构

身体美学及其中国学派的倡议，并且非常赞赏

他在《身体美学导论》中实际所做的努力。为

了更好地建设和完善身体美学及其中国学派，

我们从新实践美学的角度提出一点建设性的设

想，与王晓华教授商榷。期待通过共同努力，

把建构身体美学及其中国学派的事业做好、做

大、做强。

编辑　杨义成　特约编辑　王磊光

① 西·海·贝格瑙：

《论德国古典美

学》，张玉能译，

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8 年，

第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