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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体存在于一定的关系系统中，是在动态的流变中生成和变化的。随着关系系统的变化，存在于一
定的关系系统中的客体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文艺消费的客体也有着自在客体或潜在客体与现实客体之
分，随着关系系统的变化，存在于一定的消费关系系统中的客体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文艺消费的客体是一
种复合客体，有着多重性质，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予以理解。作为商业消费的文艺消费和作为文
艺接受活动的文艺消费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具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和运行规则，在前者中和在后者中，文
艺消费的客体大为不同。文艺消费客体的复杂性还在于一定文艺产品随着生产、流传、传播状况的变化，
其作为客体的面貌也变动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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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面面观
客体与对象是两个密切相关的范畴，既然主体客体是一对关系范畴，那么客体就总是作为对象存
在的。一般说来，
客体即物，是存在于主体之外、作为主体人活动对象的一切外物，这是客体这一范畴的
基本涵义、本质涵义。但是客体又不完全等同于物，因为主体还把主体自身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这
样主体自身就被两重化了，它既是认识活动、实践活动的主体，又可以是主体自身活动的对象。作为关
系范畴，客体与对象是同义的，只有作为主体的对象，才能成为客体，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文艺产品不等
于对象，对象只是那些和主体发生联系的东西。因此，只有当具体的文艺产品进入主体的消费活动，与
主体发生联系时它才成为文艺消费对象[1](P205-208)。
客体作为客体不是绝对的，
而是存在于一定的关系系统中。客体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给定的，而是在
动态的流变中生成和变化的。一方面，客体成为客体总是要经由从自在客体或潜在客体到现实客体、具
体客体的转变。任何客体的生成过程都必然要经历可能与现实两个阶段，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强调了这
一点，在他看来，事物的发展总是要经过潜在和现实两个阶段的。潜在标示着事物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和
展开趋势，可谓之“
潜能”
。“
潜能的东西（它的现实性是运动）是没有完成的”[1](P270)。“现实之于潜能，犹如
正在进行建筑的东西之于能够建筑的东西，
……已经制成的东西之于未制成的东西”[2](P266)。“
潜在者本身
[2](P268)
的现实化称为运动” 。可见，包括文艺产品在内的事物在成为客体的过程中只是提供了一种潜能，随
着它的潜能的实现和展开，它才成为现实的消费客体。如果说潜在客体是根据，
那么现实客体则是根据
与复杂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的结果。就文艺消费而言，文艺产品作为潜在的客体是消费的根据，它提供了
消费的基本内容，制约着产品被消费的范围和消费的大致方向，而消费的种种具体条件（消费者的状
况、消费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以及其他影响消费的种种社会文化因素）则制约着文艺产品这一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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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向现实客体的生成可能和实现状况，使同一个文艺产品在不同的具体条件影响下生成为不尽相同
的现实客体，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且，
潜在客体与现实客体也都是流变的。今日的潜在客体可能成为
明日的现实客体，在今日还不成为客体的事物和现象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新展开和新充实，在明日则
可能进入人类生活的视野，成为现实的客体。今日的现实客体也可能因其中的某些层面和某些属性在
明日以新的功能和用途被开发而刷新自身，成就为新的、扩展了的现实客体。作为客体的具体事物是有
尽的、
感性的存在，但作为过程和范畴，客体又不断变换，表现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抽象存在，具有无尽性
[1](P291)
。
另一方面，随着关系系统的变化，存在于一定的关系系统中的客体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在相对于人
的客体中必须区分作为人类活动对象的潜在客体、现实客体和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动对象的潜在客体和
现实客体。对人类而言的现实客体对具体的某个个体的人而言却可能是一种潜在客体。对此人成为现
实客体的对象，对彼人则可能是潜在客体。同一种客体中也可能既有可以作为人类共同的现实客体的
层面和属性，也有因人而异，对此人成为现实客体，而对彼人不成为现实客体甚至也不可能成为潜在客
体的层面和属性。
客体的复杂性和流变性还在于客体并不是凝固的整体，而是一个内部各要素动态不居，不断促使
自身转化的生生不息的系统。一方面，要素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处的结构和系统，
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组织
[1](P320)
，系统作为有着复杂
方式或结合形式，
对象只有在结构中才成为要素。结构和要素又都从属于系统
关联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与其各组成部分（要素）有着有机的联系，规定着诸要素的作用，
相互关联的诸要素在整体中形成自己的作用和角色，组成一个整体起作用。另一方面，要素及其相互关
系的改变也会影响整个客体系统的性质变化。客体不是封闭的，它总是要在与外界的动态交互关系中
从外界得到能量、
维修或成分的替换，获得新质，实现自身的演化，防止自身的衰败。但在与外界发生关
系时，
客体内部的诸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极不平衡的。一些要素失去活力，而另一些要素则与外界形成新
的关系，由此会导致客体性质和状况的新变化，使客体呈现出新的状貌和属性[3](P31)。
文艺消费的客体
文艺消费的客体是一种复合客体，文艺消费的客体常常不仅仅是文艺产品，一定的文艺产品、与一
定产品相关的服务、设施、氛围、环境都可以成为文艺消费客体的组成成分。文艺消费兼有精神消费和
物质消费、文化消费的多重性质，从微观上说指向的不仅是文艺产品的精神文化意韵，而且包括对其物
质载体、外在包装及相关的物质环境、文化氛围、技术设施等的消费。埃斯卡尔皮（Robert Escarpit）曾指
出文艺书籍的物质构造和排版、装帧等与消费的社会形态状况、哪个阶层消费常会形成对应关系，历史
上，帛布、羊皮纸、草纸书籍的变迁不仅是书籍制造技术和造纸业发展的结果，更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必
然结果，是基于文艺消费的主体队伍从达官贵人、教士、中产阶级到普通市民的变化而产生的，文艺书
籍从以豪华典藏本为主到侧重于平装本，从手写体到印刷体的转变和主从倒置适应了文化普及、文艺
受众主体转向市井大众的新形势[4](P126)，就具体的文艺产品说，它既包含着艺术性的内涵和价值，也包含
着物质性的内涵和价值，造纸者、印刷者、包装设计者提供的服务也凝定在了文艺产品中，它构成了文
艺产品价值含蕴的组成成分，会使文艺产品增值，文艺产品的插图、印刷和装帧设计格式、载体形式等
本身具有着客观的价值，
也是文艺消费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的物质外观常常成为艺术情趣、
文化
社会地位的表征[4](P141)。就包括文艺产品、文艺服务等在内的整个文艺消费活动说，同样也既包含艺术性
的因素，也包含着物质性的因素。与一定产品相关的服务、设施、氛围、环境、机制如影剧院大厦、茶座、
艺术沙龙、图书俱乐部、艺术节、灯光、音响、摄像技术设施、电子传播技术、促销广告、评奖机制、宣传创
意等都可以在精神内涵和物质形式方面成为文艺消费客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成分。从宏观上说，它
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还是一种商业行为、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实践。因此，文艺消费的客
体远较文艺接受的客体要复杂，在不同的参考系、
不同的关系系统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
在现代商品社会，文艺消费既然是一种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的活动。那么，
作为商业消费的文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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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作为文艺接受活动的文艺消费必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具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和运行规则。二者
既对立又统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使得文艺消费在不同的参照系统和体制关系中呈现出不同
的面貌。从经济关系角度看，在作为商业消费活动和商业体制关系的文艺消费中，产品作为客体与消费
者的关系更多的呈现为商品消费关系。不同的文艺产品对相同的文艺消费者，相同的文艺产品对不同
的消费者具有着不同的意义、内涵、价值、功用，与之会形成不同的消费关系，因此，文艺消费的客体也
必然是极为复杂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不同类型的交换关系中物品根本不具有我们赋予它们的所
谓“客观性”，物品转化为何种符码完全依赖于物品的使用者使用物品的目的[5](P132)。原初的文艺产品与
在实际消费活动中作为消费客体出现时其面貌、内涵、性质都不可能是始终同一的。对特定阶层来说特
定的载体形式、服务设施与文艺艺术内容的复合客体会成为消费对象，而对另一些阶层则不成为对象。
首先是由于经济的、信息的（信息原因也常常是经济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原因，普通农民常常无
力消费大型交响乐，也难以经常性地收购大型豪华典藏版文艺名著，更不可能及时购买和欣赏当红的
文艺产品。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它只能是一种潜在的消费客体。再则，面对同一文艺产品，由于不同社
会地位、不同经济收入、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关注点、使用方式、感受理解和评
价会大为不同，该文艺产品也呈现为不同的现实客体，如收藏者以之为收藏、炫示、装饰、增值的手段，
它是作为文化财富被消费的，产品成为客体更多的是因为它的版式、纸张、印行量、价格、包装设计、作
者名望、丛书类别、时尚性或文物潜能等因素，因此它可能成套地购买或大量收藏，对于他来说它只是
一种特殊的投资商品或装饰用品。普通的市民则可能以之为阅读观赏、审美陶冶、休闲消遣、扩展生活
视野的手段去购买，把它作为自己的常备藏品或一次性消遣用品，决不会大量购买。这时它是作为一种
特殊的日常生活用品出现的，是市民日常消费中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随着日常经济收入状
况和机会成本权衡状况的变化而加大或缩减消费投入。它也可能是被作为送给朋友、长辈、孩子的一件
有意义的礼品而被购入，
作为特殊的礼品而存在。对于文学从业者，
它也可能是被作为再生产文艺工作
能力，
出于文艺创作、教育或批评职业等的需要而进行的必备“职业投资用品”而存在。在商业消费中，
文艺产品在转化为现实的文艺消费客体时还受到特定时代整个商品生产机制的性质、状况的深刻影
响，因此，昔日的古典的、先锋的、叛逆的作品一旦作为消费品被再生产出来，其性质、面貌和功能、效果
都会发生巨大改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曾指出，在大众文化时代。巴赫的音乐变成了厨房背景
音乐，这并不意味着古典作品的重新苏醒，因为此时“它们却成了不同于自身的东西；它们被剥夺了它
们的对抗性力量，
丧失了作为它们真理性之向度的外化。因此，这些作品的意图和功能已根本改变了。
如果它们一度同现状是矛盾的，那么现在这种矛盾已被克服了”[6](P55)。在消费主义文化甚嚣尘上的商业
语境中，甚至贫穷、“对贫困的斗争”、革命也会被时髦地转化成一种文艺消费、娱乐的对象，一种仅供猎
奇、赏玩、消遣的消费品，在这种可以轻易地在大城市的“卡芭莱”酒吧中找到市场的消费客体中，贫穷、
“对贫困的斗争”、
革命原初显示的政治意义已被耗净[7](P922-923)。随着现代社会中文艺产品被大量复制、成
批生产和消费，“成倍增加了的作品，作为系列物品，实际上变成了和‘一双长袜及一把花园扶椅’同质
的东西”，文艺产品的灵性遭到了销蚀，其物性则日益凸显，它变得越来越平庸，“它们再也不是作为作
[8](P110)
品和意义载体、作为开放的含义而与其他成品相对立，它们自己也变成了成品，”
混同在整个商品的
洪流中。可见，在商业消费活动和商业体制关系的网络中，文艺产品及服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消费
商品出现的，它隶属于文艺商品生产的经济系统，内在于文艺商品生产的经济周期中，但由于消费语境
的制约和影响以及消费者从这一产品或服务中消费的是产品的不同意义、内涵、价值、功用，作为潜在
消费客体的产品或服务在转化为现实消费客体时会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
在作为文化意义消费的文艺消费中与作为商业消费的文艺消费中，文艺消费的客体大为不同。在
文艺的意义消费中，消费的客体不是作为商品存在的，而是作为文化意味的承担者和具象而呈现的。从
文化关系方面看，
在作为文艺接受或欣赏过程的文艺消费中，文艺产品（文本）自身也同样不是先在的、
稳态化的客体，作为潜在客体它要转化为现实客体才能为消费者（受众）消费（接受、欣赏），因此，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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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地说文本是消费客体，因为由于受众接受观念、趣味、动机、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年龄、种族、性
别等的不同和消费所处文化语境及当时传播技术、消费规模等的不同，同一文艺产品（文本）也会在接
受、欣赏中呈现为不同的“客体”，受众所消费的实际上是一种经过自身人生经验、趣味、动机与作品文
本交汇化合而生的中介客体，它既不同于作家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涵义，也不同于受众的主观文化情
趣，而是在二者的遇合中途生成的新质。文艺产品作为潜在客体只是为文艺的意义消费、文化消费提供
了契机，消费者从文艺产品中消费的不单纯是作品文本提供的文化涵义和价值判断。同一个文本在不
同消费者的消费中会生成多种多样的中介客体，会被不同的受众引申开发出不同的意义和快感。“当狄
更斯的作品被下层资产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阅读的时候，狄更斯就成了不同的狄更斯”[9](P140)。费斯克
（John Fiske）也指出“节目设置难以避免的单一化(由于利润的问题)意味着一件经济商品被出售给尽可
能不同的观众，这并不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会导致文化统治。”纵使节目是单一的，阅读仍可以是多元
化的，
并会由此带来亚文化身份的多元化[10](P153)。这种文艺消费的客体同样也不是文艺消费者主观情趣
的简单对象化，而是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环境总情势的深刻影响，是一种社会文化对象化的符号化客体，
它正是经由作为特定文化承担者、内在化了特定文化习尚的消费者的现实消费活动而生成的。“产品的
[11](P104)
。因此，
前代的和异域的文艺产品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中会
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
重新语境化，生发出新的艺术生机和活力，这时作为消费客体的也不单纯是这一古老的作品本身，而是
它与新的时代文化语境化合后生成的新的中介客体。可以说此“
作品”
已非彼“作品”。在文化意义消费
中，文艺消费客体的复杂还在于一定文艺产品随着生产、流传、传播状况的变化，其作为客体的面貌也
变动不居。这不仅仅是指生产、传播技术的变化催生了形形色色新奇的文艺客体，如小说的产生和大规
模消费就与印刷这种高度社会化的交流媒介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12](P230)。而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等则
是网络科技、移动通讯技术等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且是如豪泽尔 （Arnold Hauser）、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指出的，“艺术作品开始被传播和评价以后，其美学价值、社会功能会处于变化之中。在传
[9](P139)
播方式如音乐会和录音业普及的影响下，肖邦的‘
贵族’
音乐就有了广为传播的评介文章。”
这一方
面导致了文艺产品的“脱域”化、无根化、中性化、共时化，使文艺产品脱离了它产生的特定原初文化语
境，使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产品的历史性、时代性色质极大淡化，使它们变得中性化、平面化、均质化。
另一方面则必然使文艺日趋“平民化”
，日益成为司空见惯的日用品，导致经典作品“品质的损失”和身
价的滑落。会由前代的所谓“高雅”文艺蜕化为“通俗”文艺，呈现为一种新的客体。“艺术作品摆脱了几
个世纪以来被人们当作唯一物品和特权时刻而被限制于其中的孤芳自赏的处境。博物馆，众所周知，还
是一种神圣殿堂。但是此后大众已经接替了那孤独的拥有者或内行的爱好者。而且令大众感到非常快
乐的并不仅是工业再生产。而是既唯一又集体的艺术作品：备份。……艺术作品进了猪肉食品店，抽象
派油画进了工厂，……再也不会有人觉得在获得一双长袜或一把花园扶手椅的同时获得一幅石版画或
铜版画有什么不正常的了。”[8](P108-109)再则，
可供受众享用的文艺消费品数量和品种的丰富化、完善化、精
良化也会直接影响到文艺消费客体面貌的复杂状况。西方经济学界的边际效用学派曾提出“效用递减
规律”
（也即“戈森规律”），它认为物品的价值是由其效用和数量构成的。边际效用量本身是“由需要及
其供应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一方面，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和越强烈，另一方面，能满足该需要的物品
量越少，则得不到满足的需要阶层就越重要，因而边际效用也越高。反之，需要越少和越不迫切，而能够
用来满足它们的物品越多，则更下层的需要也可得到满足，因而边际效用和价值也就越低。……有用性
[13](P176-177)
和稀缺性是决定物品价值的最终因素。”
“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
[14](P112-113)
每一次增加而递减”
。与此类似，随着同种类文艺产品数量的日趋丰富和不同种类文艺产品种类
的日趋繁多，随着产品工艺的日趋完善化、精良化，单位产品的文艺效用也必然呈现出递减规律。在当
代社会，文艺产品雅俗界限日趋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市场上供应的文艺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极大
丰富，
文艺产品司空见惯，形同俗物有关。可见，文艺产品作为文艺消费中的潜在客体只有在特定的文
化意义交流过程和关系中才会生成为客体，这种客体的状貌不是产品自身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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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艺推进人的和谐性生存

生态“
场”的效应。
文艺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既然是具备了精神生活及精神生态运行的上述特点，也必将完善精神格式
塔的构造，这就要求生态文艺要力主最大化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精神需要的满
足也意味着物质与躯体性需要的满足，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的物质欲望及躯体需要的无节制，实际是
体现了精神需要及精神生活的困乏，抑或是精神需要难以满足而造成的。生态文艺要致力于满足人的
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的需要，在激情涌动中提升人的生态性生存品位，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促合
精神生态的运行，
需要构建精神结构的整体有机性。由于文艺满足人的精神性需要是无法抛离现实的，
并且必然是以感性实在的形象来显现，但它又不是刻板、照相式的拷贝感性存在，也不是将生存体验始
终缠绕在感性躯体的快感享乐中，而是在虚实相间的条件下蕴聚精神审美能量，从而升华感性实在，用
以呈现人的生存魅力。艺术的精神性征还内存一种特定的本性，那就是逆向性、
反向性、警示性，甚至是
批判性，比如艺术个性、艺术自主性的展示本质上就不是随类的，或者不是顺向的，而在当下可能会被
人们视为是在另类状态中的艺术，但其总是在这逆向性中显示艺术的魅力。
生态文艺本身的精神体验性对当下人们对利益追逐的热望，对人类强势欲望的难以抵御现象的批
判性也表现了这种活动往往是带有逆向性，或者也属于一种另类性艺术存在。但它对生态现实的召唤，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向往，对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所支出的特殊能量，以及对精神生态体验给定的特殊魅
力，或许是能够有效地畅扬这种逆向性及非线性、
无序性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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