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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现代美育的
精神涵养功能
———一种基于功能论立场的思考

□　 王德胜

首都师范大学 美育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一、精神恢复性的功能实践

　 　 现代美育的兴起，无疑直接针对了现代社会消

费性文化生产语境中人的内在精神流散、缺失或不

断弱化———由于技术发展本身毫无顾忌的扩张性和

现实操纵力，物质的高度丰裕不断遮蔽乃至消解着

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目标及其内部发展维度。 在

美育层面上考察这些现实中被撕裂的关系及其问

题，可以认为，其中的关键点已经从人的“本体呈

现”维度，实际地转向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审

美教育的特定路径，以审美的方式重新整合业已分

裂的人的精神存在，在现实的精神恢复性活动中重

新回返人的精神完整性，进而重新建构起人的精神

发展力量。
有别于传统美育在观念层面及其实践中对“本

体呈现”的终极关注，现代美育首先不是一种指向

本体建构的观念形态，而是一种致力于实现精神的

现实目标、体现人的内在恢复性要求的功能存在形

态。 换个方式来说，传统美育作为一种本体性思维，
其基本对象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本身；现代美育则主

要落脚于精神恢复性的审美实践，要求在审美的具

体展开方式中实现现实精神的“祛蔽”，重建人的整

体性精神结构，进而在现实文化语境中不断展开人

对于精神自我的内在审视———它一方面指向人生现

世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指向了人本身的精神流散、
缺失和弱化。 所以，对于现代美育来说，它的关注重

点便不在于如何去揭示精神自觉的终极可能性、人
的完善的终极性价值，而是现实地修复人生实际的

各种精神困境。 也因此，审美功能论的确立便成为

现代美育的一项基本理论设计，功能目标的确定、功
能方式的完善构成为现代美育的价值核心。 质言

之，现代美育有着明确而具体的功能指向性，要求通

过审美活动的必要规划、凸显审美的具体作用方式，
致力于克服或化解人在现代消费性文化生产语境中

的精神缺失危机，在审美意义的发生中形成一种引

导精神恢复的实际力量，从心灵意识的内部唤起人

在现实中的生活自觉并不断走向生命意义的深度体

验与现实提升。 这样，现代美育功能便实际地体现

出现实审美实践与人的精神修复相一体的建构本

质———一种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获得展开并不断显现

自身功能指向性与实践合理性的精神追求。

二、从精神缺失之处再度出发

　 　 强调审美功能论对于现代美育的建构性意义，
强调现代美育指向以审美方式不断修复现实中人的

精神缺失和精神困境，凸显了现代美育的特定追求：
随着文化语境的现实改变，人的具体生存同样面临

着巨大的改变。 正是在这种改变了的现实中，人的

内在精神自觉性不复成为人生现世的引导性力量。
经历了工业文明带来的感性与理性分裂、生活功能

与存在意义分裂、生活满足与生命感动分裂后，内在

精神的方向感和意义感的逐渐失落与极度缺失成为

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理论思考的范围内，现代美育所要解决的，主

要不是其自身的本体根据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在

自由精神的自我发展层面也规定了我们对于现代美

育价值的更深入思考；应该说，在现代美育中，“美
育是什么”的问题总是直接服从于“为什么要美育”
和“美育可以做什么”问题的理解。 美育本体的存

在规定被置于功能实现的可能性之中（这一点，当
然与现代文化本身的本体缺失相关联，如“何为精

神的意义”显然已被“精神意义如何可能”的问题所

遮蔽）。
对于现代美育来说，内在于美育价值意图、外显

于美育操作性活动的功能实现问题，直接联系着对

“为什么要美育”和“美育可以做什么”问题的回答，
也进一步突出了从功能论立场考察和把握现代美育

品格的必然性。 它不仅在理论层面把“为什么要美

育”与“实现什么”的联结确定为现代美育功能定位

与功能指向的一致性关系，从而决定了现代美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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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形态的建构与确立，而且在实践层面将“美育可

以做什么”与“如何实现”的功能实现问题推到了现

实人生活动的前沿，在直面现代生活中的人生问题

之际，进一步具体化了人自身的精神努力方向，凸显

着现代美育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价值意图———在反

思性重建当下的现实努力中，不断展开自我内在的

精神修复，不断趋向于人的精神生命的完整体验。
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美育，它归根结底就

是要求能够在功能实践中逐步解决现代生活中人的

精神流散、缺失和弱化问题———特别是，在人的欲望

实现得以迅速增长和更加便捷的物质丰裕的今天，
这种缺失症候由于信息交互叠加、扩张的强大作用

和全面助推，已日益具有社会全面性和生活控制力。
而精神涵养活动在缺失修复的实践中，完全有可能

充分体现现代美育内在的功能满足。 它意味着：现
代生活如何可能逐步恢复自己的内在气象，并不取

决于某种外在于生活现实的“注入性”力量，而要求

从生活现实内部发现人的精神成长可能性———明确

精神之“所出”及其“所往”，从而完成人的精神能力

的再一次确立。 换句话说，现代美育之于现实生活

中人的精神缺失的修复，既具有为现实“补缺”的作

用，同时也体现为人以自我实现方式从精神内在层

面“再度出发”并向内完成生活意义的表征。

三、“立人”和“人立”的统一

　 　 以修复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缺失作为特定功

能实现，是现代美育之所以成立，也是其为人在现代

消费性文化生产语境中的生活活动提供内在意义的

根本。 而“以文化人”则在精神涵养的特殊性方面，
成为现代美育具体展开这一精神修复活动的功能实

践形态。 在人的精神成长、现实生活的发展中，“以
文化人”作为精神涵养的实践过程，根本地超越了

现实的具体处境，向着人和人的活动不断展示着精

神完整性的成长维度。 在这一功能实践形态内部，
“化”不仅具体地向人呈现了生活内在的精神气象，
更在实践指向的统一性上，在人生现世的活动中完

成着当下意义的揭示和人的精神充实：其一，以
“文”———不仅作为知识构造的具体成果，更大程度

上体现为包括艺术在内的人的精神创造的价值形

态———作为人在现实中进行自我精神修复的参照系

统，由此凸显出精神涵养的价值立场；其二，经由

“化”的充分展开而直接体现精神修复的生动能力，
突出精神涵养活动对人的现实缺失的持久性补偿，
进而充分满足人的精神修复需要。

在一般意识中，文化之为人的活动和人的创造

成果，总是直接维系在人的精神努力之上，就像伊格

尔顿在讨论文化概念时曾经指出的，由于“在使我

们的实践具有创造性的事物与事件本身的平凡事实

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文化同时既是抽象完

美的一种理想，又是努力达到这种目的的不完美的

历史过程”。 就文化本身来看，它所提供的不仅是

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而且主要不是这种关系的现

实形态，否则也就无所谓“不完美的历史过程”。 在

最根本的方面，文化提供了一种通过人与物的对象

性关系的不断调整而获得展开的人的存在满足。 就

此而言，“以文化人”作为一种功能实践形态，同时

构成了文化对人和人的生活的一种价值表述。 它意

味着，在现实层面，“以文化人”之“化”，就是要在那

种“努力达到这种目的的不完美的历史过程”中不

断迎接精神理想的洗礼，亦即不断在人生现世中对

接“抽象完美”的理想，而在实践层面，“以文化人”
重点着眼于人自身精神发展的价值意图，即在“化
人”的具体精神修复活动中，以人生现世作为功能

实践范围，不断使“抽象完美”的精神理想现实地成

为生活的内在方向，在人的现实需要与人的持久满

足之间建立一种鲜活的功能性关系。 因此，在意义

的普遍性上，作为现代美育以精神涵养方式实现人

的精神修复的具体功能实践，“以文化人”一方面终

极性地表达了精神本来具有的创造性意义，另一方

面则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成长提供了具体途径。
质言之，“以文化人”的功能实践，实际地建构着人

的精神发展与现实处境两方面的统一———落实到

“以文化人”内部，便体现为以“化”的过程来实践现

代美育功能方式与功能价值的统一。 这种“以文化

人”的精神涵养过程，其核心点显然不在于如何“教
人”，即不是被拿来作为一套价值规范的指令或一

种精神规训的工具，而应该被理解为如何在“化”的
持续展开中致力于实现内在精神层面的“立人”方

向以及“人立”的意义满足。 也可以说，“以文化人”
这一功能实践形态所指向的，并非一般知识教育体

系的建构，即不是如何确立人之为人的知识本体，而
是体现为一种功能实践中的“去知识化”立场与取

向：为了人生现世的精神安顿与意义满足，也为着人

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不断趋近于自身精神努力的方

向，有意识地从人自身的创造方面（“文”）来强化和

优化精神功能的实现———“立人”与“人立”的统一。
在现代美育所欲达成的人的现实精神缺失修复

中，“以文化人”通过“以内安外”的渐进性持续，内
在地实现着“以心止身”的意义收获———在不间断

的精神努力中，自内而外地为人、人生现世提供意义

生成的方向。 站在这一点上再来理解席勒所谓“不
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由这种人的能力的分隔培养中

获得多么大的好处，但仍然不能否认，接受这种培养

的个体在这种以世界为目的的灾难中仍要蒙受痛

苦”，而“为了培养个别能力而必须牺牲它的整体，
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 抑或当自然规律还力图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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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时，我们有责任通过更高的教养来恢复被教养破

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这种完整性”，我们就

可以体会到，尽管基于细化“世界整体”的认识需

要，由“人的能力的分隔培养”所完成的知识教育有

其充分的必要性，并且也为人的认识能力的“个别”
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性材料，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以

牺牲人的精神完整性为代价———由外在于人的精神

整体性发展需要的知识体系建构（“分隔培养”）所
带来的现实精神分裂。 这种精神遭受的必然分裂唯

有通过超越一般知识体系的“更高的教养”———美

育，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弥合，从而恢复人的精神完整

性。 由此，现代美育通过明确自身精神涵养的内化

功能，超越“在外的”知识满足而不断从“在内的”精
神创造与人的体验性关系上强化“以文化人”的现

实作用，是有其历史根据和现代意义的。

四、方法论的特定化与具体化

　 　 美育关注的不是某种规范性制度设计，而是在

人的具体活动中寻求精神的内在自觉，在人生现世

的有限性中发展精神成长的力量，开掘精神超越的

前景。 人生现世之有价值，便在于它对人真实，尽管

这个真实本身处处存在局限。 对于现代美育来说，
在现代消费性文化生产语境中修复人的精神缺失，
根本上依旧是为了实现人生现世的意义收获。 从这

个角度来看，现代美育的具体实践便一定与人在具

体生活中的意义建构保持着内在的对应关系———事

实上，人在现代消费性文化生产语境中的精神缺失

问题，最终便归于意义感的茫然，而“以文化人”作

为现代美育实现精神涵养功能的特定形态，正是立

足于这种对应关系而从人自身内部不断强化着这种

意义建构的精神维度。 作为人在现代消费性文化生

产语境中寻求自我精神“再度出发”，致力于把握人

生现世的精神性存在维度的特定功能实践，“以文

化人”是现代美育在方法论上的特定化和具体化，
实现着现代美育以精神修复为旨归的涵养功能。

第一，在持续的渗透中展开，在潜移默化中释

放，这是现代美育超越一般知识教育之“教”的规

训，实现“化”的可能性的特殊性所在，也构成了现

代美育精神涵养功能的具体意义。 所以，对于现代

美育来说，便需要特别关注和突出营造“补缺”需要

的精神氛围，以便使“化”的活动能够获得积极的助

力。 实际上，当我们通常强调艺术在现代美育中的

特殊地位，期待着艺术能够满足“育人”效应的时

候，就是肯定了这种精神氛围的建构性意义。 如果

说，现代美育有必要借助艺术的力量，那么，这并非

表示艺术可以用来指称美育或代表美育，而是在功

能意义上突出了一点，即精神涵养的过程不能没有

实现精神满足的功能实践氛围。

第二，“以文化人”的精神涵养过程始终指向人

的精神归途，内在地呈现着现代美育的基本价值。
如果说，在消费性文化生产语境中，现代美育在“以
文化人”的具体实践中内在地展现着人的精神缺失

修复的持久性前景，那么，其内在本体的规定显然不

能离开具体方法论意义的实现。 这就意味着，现代

美育归根结底是一种功能主导性的存在，并且在不

断确立和完成人的精神涵养这一功能实践的展开中

对人生现世发生着意义。 这同时就向我们揭示：作
为人和人的具体生活的发展性动力，现代美育开始

于一种特定的“人为”努力，最终指向不断寻求“为
人”的完善性———“人为”的努力源自人生现世的精

神局限，“为人”的完善性则导向了精神的内在重建

方向。 而现代美育便是这两个方面的现实统一。 这

一点，应该说也同全部教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教育应该将我们导向人们称为本性的东西，就是

那使得我们从‘我’中、从‘我们’中摆脱的东西”，
“这种对我们的本性的探寻可以满足知识上的欲

望，因为我们的本性是人类世界和文化的起因。 它

也是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最美好和最高尚的东西，从
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探寻还可以满足我们对美和崇

高的追求”。 “我” “我们”的有限性和孤立性，将人

生现世狭窄化了，遮蔽了 “我们对美和崇高的追

求”。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现代美育一定程度

上构成了对人的现实的“审美干预”———不断去除

这种人生现世的有限性和孤立性。 而这种审美干预

之所以发生、审美干预的实现之所以可能并最终带

来人的精神自觉和丰富，则特定地体现在“以文化

人”精神涵养过程的现实取向之中。
第三，“以文化人”作为精神涵养的过程，既高

度关注人从现实出发所不断趋向的精神能力建构，
同时又不是把这种能力建构直接归为某种制度性的

设计，而是以“化”的可能性来强化人自身“习染自

得”的精神修复能力养成，亦即在外化于内的过程

中触发人的本心感受，把精神的修复满足交还给人

自身。 因而，现代美育实际上肯定了人生现世本身

恰恰可以成为“化人”的起点，精神涵养的不断丰富

也不是对现实存在的单一否定，而是在现实之中追

求实现人的精神改善。 另一方面，由于强调精神缺

失的修复根本上归于人的内在能力建构，强调在现

实生活的具体活动中实现精神的内在“补缺”，因此

精神的 “自得” 便也进一步巩固了 “习染” 的过

程———一种精神的持续性交流和进入式的发现。 事

实上，艺术活动能够成为现代美育实现精神涵养功

能的具体实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因为艺

术最重要的力量，就在于其所生发的巨大感染力能

在人的精神感动中为人提供本于自心的颖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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