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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论服装
文 / 杨家友
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
服装是美学理念显现的一种方式，而理念又是绝对观念的辩证发展的产
精神的现实化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过
物。绝对观念经逻辑哲学和自然哲学阶段辩证发展到精神哲学阶段，
程，精神和美的显现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和谐统一。服装作为人类审美精神的一种现实化体现，其价值
不仅体现在实用的
“御寒”
和“遮羞”
等外在感性的价值上，更体现在内蕴的审美价值上，二者能否完美的协
调是判定服装高下的一个标准。
观念；理念；
精神；
服装

作为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的服装，如何思

然哲学阶段→精神哲学阶段，三个阶段是一

考其本性及判定其品质的高下理应是哲学思

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主体建

想必须反思并回答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很多

立客体，
然后克服客体的过程。

伟大的思想家却对这刻不离身的存在未予重

（1）逻辑哲学阶段。逻辑阶段是自然界与

视甚至忽视。幸运的是，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

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的阶段。这一阶段，
“绝对观

他的哲学体系中对服装这一日常生活中司空

念”是以“纯粹理念”的存在，是概念或范畴之

见惯的存在现象进行了一定的关照。在黑格尔

“存在论”→本质论”→
间的转化，
它们经历了：

的思想体系中，服装是其美学理念的产物，
而

“概念论”
三个阶段。A、
“存在论”
：黑格尔哲学

理念又是绝对观念的辩证发展的产物，所以，

“虚无”是
以“存在”
为出发点，
但这种“存在”是

对黑格尔的服装思想进行梳理和论证，首先要

“存在”
与“虚无”
的统
没有任何内容的纯形式。

明确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系，其次是其美学观

一是逻辑学的出发点。存在的瞬间是“一”，也

点，
然后才是对其服装思想的认知。

是
“真”
和“善”
，
在时间中存在是相继性或延续

1 黑格尔的哲学观

性，是一种“量”的规定性，是不可逆转的设定

黑给尔哲学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绝

是一个肯定的区别的行
“非我”
的过程。
“统一”

对观念的辩证发展。在黑格格尔看来，绝对观

动。“肯定”是此物而非他物。而“质”
、
“量”、

念实现一切事物而它本身却是独立存在的，
是

“度”是存在论的三个阶段，在达到“度”以后，

一切事物的本质，一切事物都是它的展现。它

，因为“本质是存在
“存在论”便转入“本质论”

是一种能动的实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把自

[1]
中讨论的是
的真理。”
B、
“本质论”
“存在论”
：

己外化为主体和客体，且相互转化。它既是客

本质论中讨论的是间
直接性和经验性的概念，

体又是主体，既是思维又是存在。绝对观念的

接性的概念。在“本质论”中，概念是一对对出

辩证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逻辑哲学阶段→自

现的，概念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本质论”中的

杨家友，美学博士，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18

服饰导刊 2013 年 6 月第 2 期
FASHION GUIDE 服饰与文化：理论界

第一个概念便是“同一”，包含着差异的“同

感为基础。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

所以才有“肯定性”
一”。正因为有了“差异性”，

学批判〉》 中指出：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

与“确定性”
。“本质论”经过了三个小阶段：本

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

质（存在的根据）、现象（本质的外在表现）、现

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

实（本质和现象的统一体）。C、
“概念论”
“概念
：

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论”经历了三个下阶段：主观性、客观性、绝对

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

理念。
“概念”并不是纯主观的东西，而是构成

……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

自然界段和精神阶段的自在自为的本质。主观

[2]
一种内在联系的人。”
恩格斯还在《社会主义

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就是绝对理念。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进一步评价说：
“黑格

（2）自然哲学阶段：在自然阶段，
“ 绝对观

—这是他的伟大功绩——
—把整个
尔第一次——

念”又经过了三个阶段：机械性→物理性→有

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

机性。A、机械性阶段：自然界表现为一个零星

变化、转变
程，
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

的、分散的物质混浊状态，没有任何规定性、没

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

有任何统一原则；B、物理性阶段：分散的物质

[3]
联系。”
因为黑格尔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理念

开始形成了行星和单个统一的物体；C、有机性

里面却蕴含着辩证法的内核，主观认识（理论

“地质
阶段：
是机械性与物理性的统一。经历了

的理念）仅仅能认识到实然，经过主观实践（实

机体”
“
、植物有机体”
“动物有机体”
、
。而人的出

践的理念）的否定和扬弃后，能够做到应然，在

现，
表示“绝对观念”
开始进入
“精神哲学阶段”
。

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否定和扬弃，
最后与概念

（3）精神哲学阶段：在精神阶段，
“ 绝对观

相符合，就能达到必然与真理的境界，在否定

念”经历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
“绝对

之否定的过程中，辩证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列

即个人意识的
精神”
三个阶段。A、
“主观精神”：

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评价黑格

变化和发展，包括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三个阶

尔的辩证法时说：
“ 应当更通俗地表达这一意

段；B、
“客观精神”
：是社会意识的变化和发展，

大致可以这样说：黑
义，
不用辩证法这个字眼，

包括伦理、教化、道德三个阶段；
C、
“绝对精

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在它们

神”
：绝对观念经过漫长的发展，回到了自身。

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

通过艺术、哲学、宗教三种形式来认识自己，而

的过渡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
运动中，
天才

艺术是对绝对精神的感性认识；宗教是对绝对

地猜测到的正是事物、
自然界的这样的关系。”

精神的一种敬畏和崇拜；哲学是对绝对精神以

[4]

最合适的形式（概念）来认识。

识与实践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在黑格尔思想体

从上面“绝对观念”简单的发展过程可以

在辨证的分析过程中，黑格尔策略性的把认

系里认识与实践过程中思维与实践密不可分

看出，思维、观念和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占统

的联系着。所以列宁说：
“黑格尔确实证明了：

治地位，是第一性的。其他一切是观念或精神

而是客
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

主观性统摄
“异化”
的产物。
“思维统摄了存在，

不是证明了，
而是
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说，

[1]
了客观性。”
但是，
虽然这种哲学的形式是客

天才地猜测到了。”[4]

观唯心主义，但其内容却是现实的，方法是辨

2 黑格尔的美学观

证的。因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以巨大的历史

如前所述，黑格尔哲学体系是用概念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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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与自发展推演出整个世界的，全体哲学把

摄了道德的因素，因为伦理最初追求的是家

整个宇宙按照概念自生发的原则，先把生发的

庭，这种“直接的存在”在伦理追求的“较高的

各部分各阶段阐述清晰，然后再就所生发的各

“这
规定”中，就成了过渡和中介意义的东西：

部分各阶段，按照必然的内在联系贯穿起来，

种较高的规定，并不在于家庭自身之内，而是

还原到整个宇宙。这种生发与还原的整个辨证

关涉着真正的普遍物亦即共体的，
这种规定勿

过程不仅在人的思想里而且在现实世界进行

宁对家庭是一否定作用，
它要排除个体于家庭

着，这就是概念与现象的一致，概念及其形成

之外，压迫他的天然性和个别性，并导致他实

的真实世界，能够保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从

[6]
践道德、
赖普遍物和为普遍物而生活。”
这样，

这种意义上来说，黑格尔的概念在其发展中就

伦理的内涵就内在的涵摄了道德的因素，而道

蕴涵了认知自己和实践自身的意蕴，当概念把

德也在伦理的追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伦

自身显现为感性形象的时候，这种感性形象就

理追求的普遍性与美的内涵中的“理念”是一

是审美的形象或美本身。因为黑格尔把美定义

致的，
因为
“理念（是）……概念及其现实化。”[7]

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5]，
从这个定义里，

而“概念就是普遍性”[5]可见，概念天生的就指

可以看到美与真的合一。因为“美就是理念，
所

向普遍性，
概念的现实化过程就是概念自在自

美
以从一方面看，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

与伦理追求普
为地实现自己的普遍性的过程，

本身必须是真的。”[5]但美与真毕竟有所区别，

遍性的过程是一致的，所以，在黑格尔的哲学

理念的“真”是因为其符合它的自在本质与普

中，
“美”的内涵不仅涵摄了“真”的内容，而且

遍性，是作为符合自在本质与普遍性的东西来

也涵摄了
“伦理”
（善）的内容，
实现了真善美的

思考的时候就是理念的“真”，因为作为思考对

合一，
三者都是理念或普遍性的显现形式。

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存在，而是这种外

美学的内涵与黑格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的也要
在存在里面的普遍性的理念。这种“真”

尔思想体系中的“精神”这个概念的内涵与有

在外在界实现自己，得到确定的存在，即自然

很大的相似性。黑格尔在《精神哲学》里“把精

的外在存在直接
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当“真”

[6]
现实的理念”
神理解为知着自己本身的、
“精

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直接与它的外在感

[6]
神是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
比较精神与

性现象处于统一体时，这个理念就不仅是“真”

美学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出，二者都是理念，而

的，而且是“美”的。可见，
“美”的内涵中，涵摄

且这时的理念已经摆脱了其抽象的存在形式，

或内蕴了“真”的内容。

成为实现了的、显现了的或现实的理念。从概

同时，黑格尔的美也涵摄了伦理的内涵，

念的形式上看，二者没有差别，因为“精神”与

因为与传统哲学中“伦理”与“道德”不加区分

“美学”的核心都是理念；但从概念的内容上

有很大的不同，黑格尔哲学中把“伦理”与“道

看，虽然二者的内容都来源于理念的实现，但

德”做了重大的区分。
“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

不同的是，美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精神是

西”“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

理念自身的实现或现实，感性显现理所当然的

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

属于理念的实现的内容，但是这种实现只是理

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

念的部分实现，
但无论是理念部分实现还是全

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6] 这样界定的

部实现都必须结合自己具体的特殊事例才能

“伦理”内涵，其普遍性和共体的内涵中已经涵

扬弃自己的抽象性。因为理念的概念或“普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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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含在它自己的特殊事例里”[5] 而美学显现

首先是服装的实用价值。服装的直接价值

的“艺术作品是由思想外化来的，所以也属于

两个方面：
“服装的存在
体现在
“御寒”
与
“遮羞”

领悟的思考领域，而心灵在对艺术作品进行科

大自然给予
理由一方面在于防风御雨的需要，

学研究时，其实只是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本质

另一方面
动物以皮革羽毛而没有以之给予人，

的需要。因为心灵的本质和概念就在思考，
所

是羞耻感迫使人用服装把身体遮盖起来。很概

以只有当心灵用思考深入钻研了自己活动的

括地说，
这种羞耻感是对于不合式的事物的厌

一切产品，因而把它们第一次真正变成它自己

[8]
恶的萌芽。”
仅仅关照这种实用价值的服装有

的东西时，它才终于得了满足。……艺术的真

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因为它无异于一个遮盖物

正职 责就在 于帮 助 人认 识 到心 灵 的 最 高旨

而已：
“事实上这种服装只是一种遮盖物，完全

[5]
趣。”
可见，
美学显现的艺术作品是心灵的需

没有自己的独特形式，
另一方面它在大体上虽

要，心灵的本质就是概念的思考，思考的目的

然按照身体各部分的有机构造来剪裁的，却把

就是认识到自己。心灵的威力不仅以它所特有

身体的感性美，生动的圆形和波浪似的曲线都

的思考认识它自己，而且从它到情感和感性事

遮盖住，而只使人看到一种用机械方式加过工

物的外化中再认识到自己，即在自己的另一面

[8]
的衣料。这就是近代服装毫无艺术性的地方。”

（或异体）中去再认识自己，因为它把外化了的

这些拙劣的服装设计“它逃不出两种情况：或

东西转化为思想，使这外化了的东西还原到心

是完全由身体撑持住，听身体的指使，因而过

灵本身。思考的心灵思索自己的另一面，并非

分突出地表现出身体的姿势而又歪曲身体各

不忠于自己，忘却自己或抛弃自己，而是认识

部分的形式；
或是在褶纹等方面获得一种独立

自己，又认识到自己的对立面，从而“统摄了它

的形状，
而这种形状却毕竟只是由裁缝追随偶

去
自己和自己的另一面，所以它有能力活动，

然的时髦凤尚来决定的。衣料一方面被身体和

取消它所转入的外化。”[5]最终达到认识自己亦

它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被自己的缝口，弄得东

即认识伦理或普遍性的目的。而精神的理念实

拉西扯。”[8]这种服装的缺陷在于其忽视了人的

现的过程是“理念的异在的扬弃、理念从它的

精神审美需求，
因为人也是绝对理念经逻辑哲

他物向自身的回复和回复到了自身，称为精神

学、自然哲学发展到高级的精神阶段的产物：

概念的与众不同的规定性。”[6]这和上述美的显

“人有成为精神的较高使命，具有意识，
就应该

现别无二致。而美学和精神的关系就是天生的

把只是动物性的东西看作一种不合式的东西，

紧密关联、密不可分，精神与美显现的伦理一

特别是要把腹胸背腿这些肉体部分看作不合

样，
都是普遍性与单一的特殊性的统一。

式的东西，力求使它们屈从较高的内在生活，

3 黑格尔的服装观

因为它们只服务于纯然动物性的功能，或是只

从黑格尔的美学观点可以看出，美的理念

涉及外在事物，没有直接的精神的使命，也没

体现在真与善两个方面，它们的感性显现就是

有精神的表现。所以凡是开始能反思的民族都

理念“从它的他物向自身的回复和回复到了自

[8]
有强弱不同的羞耻感和穿衣的需要。”

身”的过程和体现，最终达到认识自己亦即认

“羞耻
其次是服装的精神价值。在服装的

识伦理或普遍性的目的。而服装作为人类精神

感和穿衣的需要”的直接价值中也含蕴着“能

的
的一种体现，其价值体现在“御寒”和“遮羞”

反思的民族”开始呼唤服装的艺术价值，因为

实用价值和艺术的精神价值上。

，仅用于“御寒”和
“人有成为精神的较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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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
“遮羞”
的服装，
“没有直接的精神的使命，

种内心生活的严肃时，
一般就不应让自然的东

有精神的表现”
，所以服装在实用价值的基础

[8]
西占上风，
他们总是雕出服装。”
“如果服装不

上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艺术价值或审美价值

仅不遮盖住姿势，而且还可以把姿势充分显示

的需求，因为“服装把各器官的多余部分遮盖

出来，我们就毫无损失，而且服装还可以把姿

起来，这些部分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和消化之类

势正确地突出地表现出来，就应看作一个优

功能固然是必要的，对于表现精神却是多余

点，
因为它把纯然感性的没有意义的东西遮盖

的。所以不能毫无区别地说，雕刻形象的裸体

起，
只显示出由姿势和运动表现出来的情境中

毫无例外地都显出较高的美感和较大的道德

[8]
有关的东西。”
“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

的自由和纯洁。在这方面希腊人也听从一种较

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

正确，较明智的敏感的指导。”[8]而“理想的艺术

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
对于自由的美的形

对身体上每一个别部分一般都要完成的任务

式也是如此，
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

是把动物生活需要方面的细节安排如细血脉，

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

皱纹，皮肤上的毛之类抛弃掉，而单把形状的

并且把人的形象看
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

生动的轮廓所含的精神意义突出地表现出来，

作高于一切其它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

这正是服装所做的事。”[8]这种服装有着其应该

[8]
来欣赏。”

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 具有艺术性的服装有一
个原则：那就是它也要象一种建筑作品那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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