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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宗教艺术观的多维视野

聂 清

马克思对于宗教艺术问题给予很多关注，从青年时代直至后期都对此专题有所阐发。在他对

宗教艺术的论述当中存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主要包括人本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人类学和掌握世

界方式四个维度。这四种思考宗教艺术的维度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印证和补充，共同构成马克思

宗教艺术观的丰富内核。
关键词: 辩证唯物主义 人本主义 人类学

作者 聂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人本主义视野

青年马克思对于封建制度的批判，主要从宗教批判入手。这种倾向在其博士论文中已经有明

显呈现: “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

说明。”① 马克思将宗教归结为人自我意识的投射，是接受了布鲁诺·鲍威尔青年黑格尔派思想

的影响。这一时期马克思与鲍威尔交往密切，1841 年 8 月至 9 月，他参加了鲍威尔 《对黑格

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的写作。随后马克思的宗教批判逐渐集中于对宗教

艺术的分析，与鲍威尔合作《末日的宣告》续篇《信仰者的宗教、艺术学说》的写作。
后来马克思决定独立撰写其中内容为 《论基督教的艺术》，并建议卢格收入 《轶文集》。他

对卢格解释了这篇文章的风格转向: “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 (现已改为 《论宗教和

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 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我诚心诚意追随过的 《末日的宣告》式的笔

调……这种《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

因而也更实在的叙述方式。”② 尽管青年马克思非常重视这个主题的写作，但 《论宗教和艺术》
最终没有发表。此时马克思被现实中的法律、政治问题所吸引而没有完成最终修订。

尽管《论宗教和艺术》没有发表，其手稿也尚未被发现，但马克思为此所摘录的读书笔记

尚存。其中包括了克·迈纳斯的《宗教批判通史》、巴尔贝拉克的 《论教父的道德》、德·布罗

斯的《论物神崇拜》、伯提格尔的 《艺术神话观念》、格隆德的 《希腊人的绘画》、鲁莫尔的

《意大利研究》等著作。这些摘录连同 1942 年马克思与卢格的信件，还有同期为 《莱茵报》所

撰写的稿件，共同构成分析青年马克思宗教艺术观的重要材料。
德国很多浪漫主义者认为，艺术中蕴含的宗教力量是对抗工业化世俗倾向的基础，因此对精

神自由的追寻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马克思基于人本主义立场，对浪漫主义的这种宗教艺术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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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批判，着重强调宗教与艺术相对立的一面。他摘录格隆德《希腊人的绘画》道: “丑和怪异对

艺术抱有一定的仇恨，想吹一口气赶走它。因此，古代各民族的神像，就其艺术价值来看，永远

是一样的。……由于恐惧压迫着心灵，因此在恐惧中教育成长和保全下来的人民，永远不能使心

灵变得宽广和崇高; 相反，天生的模仿本领和在这之上养成的艺术感觉在他们那里几乎完全是被

压制的。”① 这段论述认为古代各民族的神像之所以丑陋怪异，其目的是通过恐惧和压迫来控制

民众的心灵。而艺术则反之，其目的是为了呈现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和美好。虽然后来宗教也利

用艺术来达到控制民众心灵的目的，但是其表现方式总是表现出对艺术规律的背离。如中世纪建

筑担负着宗教使命，寻求过分巨大的外表和感觉上的崇高，使其整体淹没在野蛮的壮丽和大量的

细枝末节之中，“整体受到这种多余的东西和豪华的挤压”②。尽管中世纪建筑也具有某些艺术

上的合理性，但其承担的宗教功能弱化了这种艺术效果。
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传统宗教艺术中宗教对于艺术效果的抑制，却并没有因噎废食，而是指出

了宗教艺术在艺术领域的正面成就。他自鲁莫尔《意大利研究》一书中摘录道: “如果我们去接

近古希腊艺术的英雄和神灵，但是不带宗教的或美学的迷信，那么我们就不能领会他们身上那种

在自然界共同生活范围内未得到发展的、或至少能够在其中得到发展的任何东西。因为这些形象

中属于艺术本身的一切，是具有人类美的习性在美好的有机构成物中的映像。”③ 马克思此时的

基本思路是将艺术从它所附属的宗教中剥离，排除宗教对其内涵的遮蔽。纯粹从艺术本身的角度

来理解，它的内涵无外乎是人自身之本性在外在生命现象中的映射，古典英雄和神灵形象反映的

不过是人自身所蕴含的美德。青年马克思在希腊艺术中看到的不是幻想的宗教王国，而是充满创

造力的人之国度，他引述格隆德的论述道: “荷马认为描绘的能力主要是人。”④ 在马克思看来，

虽然希腊艺术采用了宗教的形式，但它的内核是将人性之自由与美好作为追寻目的的艺术，这就

使它同贬抑人的东方宗教艺术区分开来。
从青年马克思关于宗教艺术的摘录来看，他同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已经有了不同。他不再从

实体或者自我意识的发展轨迹来解释宗教现象，而更多地采用人本主义的立场进行思考。这种变

化无疑来自费尔巴哈 1941 年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基督教的本质》明确指出宗教的本质

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在致卢格的信

中，马克思明确提到《论宗教和艺术》的观点同费尔巴哈非常接近。当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

“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

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⑤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在费尔巴哈这里停留，费尔巴哈只是将宗教问题还原为人的存在，马克思

试图从人类社会分析来更为科学地解释宗教现象的生成和发展。《资本论》中对此观点表述道:

“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

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⑥ 马克思随后的

变化，在于从简单地将虚幻宗教与人本传统分离，逐步深入社会结构中去探究精神现象的物质

根源。

·2·

《世界宗教研究》2018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苏］ 里夫希茨: 《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33 页。
同上，第 135 页。
同上，第 132 页。
同上，第 13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43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10 页。



二、辩证唯物主义视野

自 1844 年以后，马克思逐渐摆脱基于人本的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而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的构建。尽管此间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并没有针对宗教艺术展开专门论述，但从马克思盛年时期

诸多文献中可知，他认为对于现实社会的历史性分析是揭示宗教艺术的前提和基础。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 “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

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者

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己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

的丧失。”① 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是人的异化和对象化，人将自身的品质投射到外在的上帝身上，

反过来对上帝顶礼膜拜并受其支配。“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② 越虔诚

的信仰对上帝赋予的德性越丰满，而人本身的所有就越贫乏。在费尔巴哈揭示出信仰领域的异化

之后，马克思将这种洞察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活动当中，揭示出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对

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影响。劳动过程的异化与宗教领域的异化类似之处在于———劳动者将自己的劳

动成果赋予生产资料占有者，他劳动得越多生产资料占有者所拥有的剩余价值就越多，从而形成

对劳动者更进一步的支配。
基于异化劳动所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指出宗教来自于人的异化，而且从具体社会劳动

过程中解释宗教异化的产生根源: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

的生产过程，并把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

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是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

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

们产生的过程。”③ 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用理念来解释现实，而是从现实出发去解释理念。
诸如传统宗教和道德等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用思想批判来消灭，更不可能将其归之于虚无缥缈

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理念。既然从异化劳动过程中产生了宗教以及其他哲学形态，那么最终消灭这

种理念的仍然是现实劳动。没有恰当的土壤作为依托，附着于其上的错误观念将不复存在。
与宗教的存在状况类似，艺术的产生也依托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

言》中，马克思专门提及了艺术与它发生时期生产力的关系: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

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

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

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

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关系中

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④

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艺术形态简单地由物质生产来决定，而是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 一方

面很多经典的艺术作品产生于物质生产相对原始的时期，它的发展与物质基础并不完全同步; 另

一方面当艺术本身成为生产性活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同整个社会的物质进步息息相关。
具体到宗教与艺术的关联，马克思同样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予以分析: “希腊神话

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基础、从而成为希腊 ［神话］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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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

吗?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因

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① 马克思用来说明希腊艺术的神话，不

是偶然出现的口述文学，而是根源深厚的古希腊信仰传统。希腊神话既为希腊艺术提供创作题

材，也是理解其内涵的文化背景。没有希腊古代信仰，就无法理解古代希腊艺术的产生，从这个

角度来说希腊艺术同当时的宗教传统密切相关。当作为传统信仰通过幻想所得到的力量，在近现

代工业社会中逐渐被取代的时候，依托于其上的艺术形态才随之失去根基。
但宗教艺术本身未必会随之失去价值，马克思指出: “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

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他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艺术的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还

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

真不使人感到愉快吗? ……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

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② 虽然希腊艺术产生于物质生产不发达的神话阶段，

但是这种人类文明初期的魅力却是后来社会所永远无法企及的，如同成人无法再回到自己的童年

一样。宗教艺术的产生固然有其时代局限，一旦产生之后却可能具有超乎时代的审美价值。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密不可分。具体到宗教艺术领域，他

既从历史发展的视野来分析其产生转化和消亡的现实依据，也充分意识到宗教艺术本身具有相对

独立的存在价值。这种宗教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可以解释为何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和早期、在社会

物质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依托于宗教的艺术就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 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在传

统宗教影响已经消退的现代社会，为何宗教艺术仍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马克思对于宗教艺术既

具有历史局限性又具有超越时代价值的特征进行了经典性阐述，充分体现出他对宗教艺术现象的

辩证性思考。

三、人类学视野

在 1880 年到 1881 年中，晚年马克思对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约翰·菲尔的 《印度和锡兰

的雅利安人农村》和梅恩的 《古代法制史讲义》进行了集中研究。在他去世前，马克思还对约

翰·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作了许多摘要。这些研究本身的目的是探索初

期社会的本质以及社会的发展模式，但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早期文明中宗教与艺术的关联，原始

时期宗教和艺术是文明形态的核心内容。鉴于早期文明中生产作为简单劳动尚未形成剩余产品，

这种情况下的宗教和艺术不同于后来具有阶级色彩的意识形态。从马克思晚期的思考模式来看，

此时他对于宗教艺术的思考更接近于人类学的视野，与前期侧重阶级社会中人为宗教 ( 主要是

基督教) 的研究形成互补。
在归纳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之后，马克思指出:

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开始发展起来了。个人的尊严、口才、宗

教感情、正直、刚毅和勇敢这时已成为性格的一般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残忍、诡诈和狂

热。宗教中的对自然力的崇拜，关于人格化的神灵和关于一个主宰神的模糊观念，原始的诗

歌，共同的住宅，玉蜀黍面包，都是这个时期的东西。这个时期还产生了对偶制家庭和按胞

族和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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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①
在马克思晚期的人类学视野之中，文明形态是一种中性的生活方式，有缺陷也有成就，无法简单

地用正确或者错误来判定。宗教、艺术等人类较高的属性，在此期间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并且成

为激发创造力的推动元素。
在诸多早期宗教艺术形态中，马克思尤其注意到舞蹈对于宗教仪式的作用。对摩尔根所言

“美洲的印第安人是按照野蛮人方式信仰宗教的人民”，马克思专门注解为 “舞蹈形式的崇拜仪

式”②。恩格斯也指出，原始社会“各部落各有其定期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特别是舞蹈和

竞技; 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祀的主要组成部分”。③ 这种以舞蹈为中心的宗教仪式甚至渗透到

日常生活的重大决策之中，好比易洛魁部落就通过参加舞蹈的人数来决定对外战争与否。充满舞

蹈色彩的仪式分布广泛，屡见于原始宗教仪式当中: “弗吉尼亚的土著人在一圈竖立着的石头中

间跳圣舞，这些石头除上端粗糙地雕成人头形状外，同我们所谓的德鲁伊教神殿里的完全一

样。”④ 苏珊·朗格认为: “舞蹈是原始生活中最为严肃的智力活动: 它是人类超越自己的动物

性存在那一刹那对世界的观照。”⑤ 这种解释是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理解原始生活，其实从原始社

会本身来看舞蹈不外乎是降神的渠道，是神人交流的仪式。艺术形态和宗教仪式在早期文明密不

可分，当宗教权威衰落之后艺术才逐渐独立出去成为独立门类。
宗教艺术在原始社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生产过程的必备元素，不过随着后来生产能力提升才

退化为单纯的习俗。原始社会的生产，无论物质生产还是人类自身生产，都有宗教仪式参与其

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 “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

下进行的，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⑥ 这段

论述表明，初期人类社会会将神灵作为生产资料的来源。那么可以推知，向神灵祈求可以获得更

多的生产资料。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著作可看作是对此论点的辅助说明: “影响园圃工作最主

要的力量和信仰恐怕非巫术莫属。它自成一体，而园圃术士是村中仅次于酋长和巫师的人。……
在园恳之前，术士要举行一个大的礼仪，全村所有人都得参加。”⑦ 依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察，

越是重大而不确定的事件，宗教仪式所起到的作用则越关键。⑧ 关于人类自身生产的宗教痕迹集

中体现于史前时期的丰产雕像。马克思摘录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道: “偶像一

般都采取人形，同偶像崇拜紧密相关的是那种以祖先崇拜为内容的宗教。”⑨ 马克思对拉伯克的

这个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有些偶像是祖先崇拜，而更多的情况是基于丰产崇拜。马克思的这个

观点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所证实，欧洲各地出土的原始石雕中以丰满女性的雕像为最多，东

方社会也存在大量的丰产崇拜雕像或者图案。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人自身的生产，对于早期社会

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事件，有大量的宗教仪式参与其中。而舞蹈和雕塑等相关艺术，就伴随着众

多宗教仪式逐渐发展起来。仪式、艺术和生产活动，在这个时期并没有明确的分界。
马克思从人类学角度对于早期宗教艺术的考察，深化和丰富的宗教艺术都起源于劳动的观

点。这使我们避免简单地理解从物质劳动直接产生宗教和艺术，宗教与艺术和初期劳动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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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是早期劳动生产的组成部分。脱离生产目的的宗教和艺术，是生产力发展到剩余产品之

后的产物。

四、掌握世界方式视野

马克思在 1857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段经典论述: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

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

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① 学术界普遍意识到这个观点的重要

性，一般将其概括为四种掌握世界的方式: 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的。
从思想渊源上来看，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中已经有所体现。黑格尔认为

绝对精神的呈现方式分别为艺术、宗教和哲学，相比较之下马克思更为强调实践对于掌握世

界的作用。这四种掌握世界的方式之间既有区别、也有关联。对于宗教和艺术而言其间具有

显著的相似性，都以形象为媒介来掌握世界。尤其是早期社会，宗教与艺术可以说是二位一

体的。黑格尔在他的 《美学》中指出，宗教中常常 “用图象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② 越

是初期的、大众的宗教与艺术关联越密切，对宗教的抽象思考仅适用于宗教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少

数信众。
这种宗教和艺术天然的关联来源于人的情感需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到: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

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③ 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的情感，

艺术对于这种情感的表现和包容就成为宗教兴起和传播的重要媒介。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绘

画、文学，宗教和艺术都从中找到有效的传播和感染途径。二者分别给予对方丰富的题材和方

法，通过结合而扩大双方的影响，共同构成人掌握世界的重要途径。
这种通过情感而将宗教和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在欧洲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非常典

型。但是在亚洲的很多宗教传统中情感并不是重要元素，甚至是被排斥和压制的对象。远东宗教

和艺术作为掌握世界的两种方式有着另外的思想背景。 《易传》中指出: “圣人设辞立象以尽

意。”“象”是客观世界隐含的启示，那么对这种启示的掌握就是 “意”。“意”在中国文化的语

境之中，既因为源自天道 (天垂象) 而具有确定性，也因为与类型相关而具有普遍性，同时还

因为同象征相关联而具有形象性。从整个认知结构来看，它处于日常世界与超验世界的衔接之

处，是沟通形而下器世间与形而上理念世界的途径。“意”由于它的象征意味而同传统艺术密不

可分，也因为其中蕴含的形而上维度而同宗教息息相关。其后中国艺术领域的尚意之风与道家和

禅宗对于真意的追溯有密切关联，理解 “意”之所指成为中国宗教艺术的关键所在。基于对于

“立象尽意”这一命题的理解，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宗教艺术都可以看作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而

不仅仅是众多作品的历史堆积。
马克思关于掌握世界四种方式的论断，虽然是基于对欧洲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反思而发，但

其中蕴含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以此为理论依据，可以帮助我们对东方宗教艺术展开深入分析，

超越具体的作品局限而获得更宽广的思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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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马克思基于多维视野对宗教艺术的考察，表现出他广阔的思考范围和包容性的思辨力，是其

辩证思维的具体表现。无论是宗教现象还是艺术现象，乃至二者的结合，都在不同时空而呈现出

不同面貌。马克思基于历史和现实，对其采用不同的视角来予以考察，体现出作为严谨学者对研

究对象客观性的尊重。
我们将马克思的宗教艺术观大致分为四个视野是为了论述方便，实际四个视野具有很多关

联性。辩证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是根本性的视野，是马克思宗教艺术观的基本立场。其他角度都

是在此基础上的生发或者补充，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人本主义视野不仅是青年马克思的

短暂经历，也同欧洲深厚的人本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

思考过程，并在他去世之后依然引发众多的共鸣; 人类学视野是马克思晚期较为注重的思考方

式，侧重于对原始社会的考察，从此出发可对欧洲基督教之外的宗教艺术现象展开更为精准的

解说; 至于马克思提出的掌握世界途径的观点，则是对宗教艺术现象的一个提升。这个视野虽

有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充满解释的可能性，对于宗教艺术的整体性掌握具有启发意义。

( 责任编辑: 李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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