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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构成了阐释学内部一个巨大的理论漩涡，各种紊流错综交织。张江教授

的《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勇敢地闯入，对于种种积存已久的难题发出了挑战。从古希腊色诺芬、

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不同传承到春秋战国孔孟与老庄不同的阐释路线追求，张江教授充分

意识到漫长的理论故事遗留多少疑难的节点。他力图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航路图。这篇论文的严谨

表述不仅显现出全神贯注的思想姿态与特殊的理论密度，同时还表示了综合性概括的意图——这

篇论文并非单向论证，而是全面地考察了一批问题的复杂关系。对于中国阐释学而言，这种考察

意义非凡。

尽管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哲学家完成了一场思想革命，但是，所谓

的“现代阐释”在解决了某些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些新的问题——后者甚至不会比前者少。

抽离了社会历史范畴的π还有效吗
——与张江教授对话

 南　帆

【内容摘要】　张江教授采用正态分布描述各种阐释观点获得接受的概率，很大程度上，正态分布肯

定的概率默认了公共理性的前提。然而，数学语言的抽象性滤掉了社会历史范畴——

数学语言擅长的是表述各种超历史的现象。因此，概率无法说明为什么另一些偏执的

文本阐释可能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突如其来地成为正统，并且形成特殊的效应。阐释

的有限与无限构成一个巨大的理论漩涡，剧烈地冲击着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必须穿

过数学语言的帷幕持续地追溯社会历史范畴 , 探寻何种历史土壤促成了现代阐释的急

速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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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阐释领域的接受美学可以视为“现代阐释”的产物，那么，人们很快就会顾虑到，

接受美学的“读者”会不会拥有太大的权力？当作家的尖锐探索超出了读者视野的时候，读者为

中心的评判是否隐藏了埋没杰作的危险？如果读者抛下曹雪芹的《红楼梦》而垂青金庸的《鹿鼎

记》，文学史必须下调《红楼梦》的经典等级吗？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逐渐从作者、作

品转向读者——古往今来，如此三个因素始终并列存在，为什么读者在这个时期成为主角？由于

现代阐释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许多问题的解释不知不觉地依赖机智的新颖想象而缺乏深

思熟虑的气质，例如阐释的限度。接受美学破除了文本阐释的独断，但是，破除了独断之后是否

再也没有限度？“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许多人熟悉的名言，然而，没有多少人愿意

如同张江教授那样持续追问 ：“一万个读者，会不会是一万个哈姆雷特，一百万个读者，会不会

是一百万个哈姆雷特”？①

尽管如此，《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意图不是聚焦某一个问题的精耕细作。张江教授似乎

力图搭建某种相对宏观的理论模型 ：无论是重大问题的阐述还是边缘问题的消化，这种理论模型

配置了一个统一的考察视野，并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应答。

评价这种理论模型之前，有必要简要地复述架构与组织理论模型的一批概念及其意义——这

些概念显现了有限的阐释与无限的阐释隐含的不同理论方位 ：（1）“文本开放”意味着允许各种阐释，

但文本并非拥有无限的意义 ；（2）“阐释开放”意味着阐释者拥有自由理解文本的权利 ；（3）阐释

不存在边界 ；（4）有效的阐释存在边界 ；（5）“蕴含”指文本包含和显现的本来意义 ；（6）“可能蕴含”

指不为作者所知、可能为阐释显现的意义 ；（7）“蕴含可能”指阐释者对于文本自在意义的发挥 ；（8）

“诠”主要指文本原意的阐释，为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 ；（9）“阐”主要指衍生义理，重在阐发。根

据这些概念构成的理论模型，《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论证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指向。作为阐释对象，

文本的固定不变是一个基本前提。无论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还是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 Q 正传》，交付阐释的文本具有固定的字数和段落排列方式。

许多经典作品可能存在多种版本，但是，外部形式的差异并未带来意义表述的差异。因此，出现

多种阐释的原因源于阐释主体，而不是文本。《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首先从理论上肯定了这种可

能 ：阐释的无限。阐释对象锁定之后，张江教授列举了种种可能出现的状况 ：不同的时间与空间

可能使同一阐释主体对于文本产生相异的理解 ；不同的阐释主体也可能对于文本产生相异的理解 ；

时间与空间的无限、阐释主体的无限以及各种状况的叠加重合必然形成阐释的无限。

然而，阐释的无限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可能。事实上，在既定的历史区域，阐释实践始终

遭受种种条件的约束。首先，阐释的文本独一无二，这规定了一个文本必定存在异于其他文本的

内容。逻辑的意义上，相异之处即是边界——甲文本的阐释不可能与乙文本的阐释完全相同。其次，

阐释主体置身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必须接受当时语境结构以及公共理性的考核。其三，只有获得

公共理性的认可才能成为有效阐释，另一些散漫、零碎的阐释只能停留于“聊备一说”的边缘状态，

甚至贬为可笑的无稽之谈。

这种理论模型的积极之处在于，以上众多特征并非描述为固化的结构，而是具有历史与辩证

的意义。“一些当下不被承认的边缘化的阐释，可能跃迁于中心，而成为新的更有普遍意义的公

共阐释。”②

闭合与敞开，有限与无限，当下与历史，主流与边缘，张江教授描述的理论模型从各个方面

协调文本与阐释之间的多种张力，从而构想一幅既稳定同时又富于弹性的理论图像。

①② 张江：《论

阐释的有限与无

限》，《探索与争

鸣》2019 年第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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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想这一幅理论图像的时候，张江教授保持了理性主义的稳重。尽管阐释的无限占据了充

分的理论空间，但是，他显然倾向于站在“阐释的有限”这一边。所谓的“现代阐释”带有冲

击传统观念的强烈效应，以至于“阐释的无限”时常以激进的革命姿态先声夺人。然而，现代

阐释的意义毋宁是打开了关闭的闸门，而不是提供一个无可争议的阐释制高点。后续追问是，

无限的阐释即是理想状态吗？事实上，一道题目有无数个解相当于无解。无限的阐释犹如没有

阐释——任何一种阐释均可替代另一种阐释。因此，张江教授的论文转向了另一种意图 ：破除

文本阐释的独断仅仅是一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蜂拥而至的众多阐释之中圈定某些有

效的阐释。何谓“有效的阐释”？张江教授列举了若干必要的条件，从固定的文本、公共理性到

文化传统和历史语境。《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引入了一个论证的特殊策略 ：数学。张江教授以

圆周率 π 和正态分布分别形容文本阐释无限延伸的范围和众多阐释的概率分布。方法论的意义

上，试图以数学的精确澄清、分析和覆盖人文学科的某些模糊领域。这再度显示出张江教授对

于理性主义的敬意。

显然，理性主义的稳重必将在日常生活领域获得大范围的支持。通常意义上，一种符号体系

的设立即是制造沟通与交流的不同形式。从语言、绘画、音乐、电影、建筑到旗语、密码、手势、

表情、交通信号以及种种象征性仪式，各种符号体系共同组成严密的社会交流网络。很大程度上，

这些符号体系乃是联结和指挥社会躯体的文化神经。符号体系的失灵可能导致社会的大面积瘫痪。

某些时候，符号发出的信息可能遭遇种种障碍，以至于无法获得接收者的正确领会。这时，阐释

的弥补功能至为重要。阐释的首要意图是修复符号的接收与破译机制，保持信息的流通，重新将

社会成员组织为文化共同体。这个意义上，阐释与理解构成了基本生存的组成部分。所以，阐释

的意图不是提供莫衷一是的解读制造混乱，而是谋求符号、文本、信息与读者的接收、理解之间

的光滑衔接。所以，张江教授认为，“确定性”是阐释学的首要目标 ：“独立主体的阐释目的是确

定的。阐明主体自身对文本的确定性理解，并企图将此个别理解固化为可以被历史所承认的提法、

观点、结论，进而上升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普遍知识并嵌入人类知识体系，这是阐释的基本追求。”

笔者很愿意认可这种结论。而且，那些促成现代阐释的众多思想家也没有理由贸然反对。如

果海德格尔下午两点半举办哲学讲座的海报出现了一千种解读方案，这种状况肯定令人恼火 ；如

果德里达手中的欧元被阐释为一张病历证书，他的生活必将遭遇重大的困扰。总之，文化的传播

与传承是以符号、文本与阐释的彼此合作为前提。

当然，维护这种结论的时候，笔者与张江教授的聚焦略有差异。张江教授始终如一地关注作

者在阐释之中的主导功能。他曾经反复地为作者意图对于文本的特殊意义进行辩护。《论阐释的

有限与无限》之中，他再度清晰地重申这个观点 ：

文本具有自在意义，这个意义由文本制造者赋予。无论他表达的是否清晰与准确，我们目及

任何文本，包括阐释者的阐释文本，皆为有企图和意义的文本……说作者死了，文本与作者无关，

意图无法找到或找到也无意义，可以是一种趣味，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没有。①

除了少量超现实主义写作之外，否认作者意图的存在不啻于强词夺理。宣称“作者已死”的

主要涵义是，否认作者意图对于文本阐释的限制 ：当文本阐释逾越了作者意图的时候，作者没有

理由依赖文本之父的身份给予否决。当然，作者权利的捍卫始终是一种强大的势力。这不仅证明

① 张江：《论阐释

的有限与无限》，

《 探 索与争 鸣》

2019 年第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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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于作者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存在的一个隐忧 ：抛开作者意图的限制，阐释主体——

亦即读者——是否可能进入为所欲为的状态？张江教授的《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表示 ：“阐释

者对文本的任意理解以至误读，皆为阐释主体的权利。”①

然而，在笔者看来，阐释主体远非如此自由。“新批评”的“意图谬误”，尤其是罗兰·巴特的“作

者已死”无不强调，语言的内在结构——巴特指的是“文本间性”——遏制了作者表述的独特性。

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主体来自语言的建构。作者所谓独一无二的经验或者想象仅仅是一

个幻觉，这些经验或者想象更像是语言借助作者之手显露自身。与多数人的观念相反，语言并非

作者得心应手的工具，作者充当了语言结构自我展示的平台。与其阐释作者的意图，不如阐释语

言的结构——包括交错的“文本间性”。不论这种观念拥有多少合理的成分，阐释主体并未获得

为所欲为的许诺 ：阐释主体毋宁是以语言结构的限制换取作者意图的限制。

尽管阐释主体拥有无限阐释的权利，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多数读者对于一个文本

的评判仍然彼此相近。信马由缰乃至南辕北辙的混乱场面十分罕见。可以想象，貌似自由的读者

实际上身陷重围。语言建构制造的前提之外，民族文化、地域传统、意识形态、审美观念以及教

育程度、开放或者保守等各种因素无不介入文本的阐释，共同参与阐释结论的修订。事实上，张

江教授的《公共阐释论纲》曾经从人类的共在、集体经验、语言的公共性、确定语境几个方面描

述了阐释主体无法摆脱的束缚。②无限阐释的权利仅仅相对于无限历史，这个事实似乎是一个定

心丸——即使阐释的结论与作者意图相左，阐释主体并未获得为所欲为的授权 ；读者的历史身份

决定了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

即使聚焦读者，笔者并未产生与张江教授相异的结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对于这个

结论的稳固程度不如张江教授那么乐观。《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论证的特殊策略并未增添笔者

的信心——数学语言的说服力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三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引用圆周率 π 和正态分布分别形容阐释之中的“诠”与“阐”。“在

诠释之诠的意义上，我们认为，所谓诠的展开和实现，如同于 π。”③引入数学语言的目的是追

求一种精确的、逻辑的理性主义再现，可是，这个设想并未成功。如果说，著名的“黄金分割点”

的 0.618 是对于造型美学的一个正面数学描述，那么，如同“如同”这个词显示的那样，π 仅仅

是一个不那么精确的隐喻。隐喻的意义上，“诠”对于文本意义无限追索的区间是在 3.1415 与 3.1416

之间还是在 3.1415 与 5.1416 之间无关紧要，只要表明某一个区域之内的“诠”不可穷尽即可。当然，

指出圆周率 π 仅仅是一种隐喻并非本文的主旨 ；这里更想说明的是，“诠”不是笛卡儿所推崇的

理性主义语言，对于数学语言的精确与前后一致敬而远之。

为了更为充分地展开论述，必须首先区分“真理”与“共识”。“真理”具有明显的客观性质，

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即使联合国决议阻止一次地震的发生或者增加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真理”

所显示的结论不为所动。尽管人类的视觉结构以及科学仪器的水平可能影响实际观测的结果，尽

管“波粒二象性”这种现象可能挑战人类的认识逻辑，但是，通常的意义上，“真理”的客观性

质拒绝各种人类意志的干扰，“真理”的描述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任务。作为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 

数学语言——譬如数学公式——是表述这些“真理”结论的特殊符号，例如几何图形之中的勾股

①③ 张江：《论

阐释的有限与无

限》，《探索与争

鸣》2019 年第10

期。

② 张江：《公共阐

释论纲》，《学术

研究》2016 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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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或者物理学之中的重力加速度。圆周率 π 虽然是一个无理数，但是，圆的周长与直径之

比不可能任意伸缩——圆周率仍然属于“真理”范畴。

相当一部分“共识”与“真理”的认知相互重叠，认知“真理”的一致结论即为“共识”。然而，

另一些“共识”无法纳入“真理”范畴。“足球是最伟大的体育运动”“乌鸦代表了不祥”“再也

没有比小提琴演奏更好听的音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观念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

是“共识”。社会科学的大量内容实质上属于“共识”，例如语言、法律、社会制度。许多时候，“共

识”的内容不是准确地描述客观自然，而是获得各种社会共同体的支持。因此，“共识”不依个

人意志为转移，但是“共识”可能因为各种社会共同体的意志而改变。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任意修

改汉字“水”的字典涵义，或者调动“A”在 26 个英文字母之中的位置，然而，当使用汉语或者

英语的语言共同体做出一致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即可发生。法律条款的修改即是众所周知的例

子。哪些行为称之为“罪行”、各种“罪行”的量刑标准以及是否保留死刑等无不取决于特定社

会共同体的意志。“真理”不存在前后不一的矛盾状况，500 年前加减乘除的答案无异于现今 ；相

形之下，现今的法律体系已经与 500 年前迥然不同。人们无法以“今是而昨非”或者“昨是而今

非”的标准衡量古今的差异，每一种法律体系分别针对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治理理念。文化传

统的延续很大程度地左右“共识”的承传，但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对于“共识”

的形成、延续、修正、更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真理”与“共识”的区分并未附带褒贬的评价，许多“真理”与“共识”以相同的方式维

持和巩固社会文化的稳定。当“真理”与“共识”二位一体的时候，“共识”背后的社会共同体

往往泛指人类。尽管如此，二者发生革命性裂变的原因和时期远非一致。自然科学的演变与社会

科学的演变构成了两条错落起伏的历史曲线，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主导第二条历史曲线的轨迹。

根据上述区分，“诠”显然属于“共识”。结构主义语言学曾经以特殊的术语表述了符号的基

本构成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而是来自约定俗成。这个事实的扩大意味着，文本的

意义阐释是更大范围的“约定俗成”——社会共同体的认可。摆脱任何社会共同体的接受与理解，

文本的固有意义是否如同一个尚未开采的煤矿始终存在，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命题。无论是多种

叠加的阐释制造的博弈，还是众多社会条件对于阐释主体的约束，“诠”的“共识”性质并未改变。

换言之，不存在某种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构造作为“诠”不得不遵循的刚性指标。

现在，笔者必须对张江教授信赖的“公共理性”稍做推敲。在笔者看来，约束阐释主体的意

义上，“公共理性”这个概念的重点是“公共”，而非“理性”。某些时候，公共关系的基础并非

理性。由于舆论的裹挟、穿凿附会、崇拜学术权威、惧怕权势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一些违逆理性

的阐释观点可能流行一时。从古代的“指鹿为马”到精神分析学无所不在的“阳具象征”，人们

可以见到许多案例。无论是宗教领域还是学术研究，少数个人或者个别机构对于公众具有特殊的

威望。他们的某些观点未经理性核准即已征服社会共同体，从而以“公共”的名义划定阐释的有

效边界。

相对于“真理”范畴，“公共理性”对于“共识”的约束远为脆弱。“真理”范畴之内，理性

的误判往往遭受立竿见影的惩罚——例如，一个微小的计算错误即可导致火箭发射的失败。然而，

“共识”范畴“公共”与“理性”的配合方式远为复杂。如果“理性”意义上的偏差由遥远的未

来承担，“公共”包含的安全感和利益可能构成巨大的诱惑——人们可能因为现世的个人境遇而

放弃理性判断。理性的后撤可能严重地削弱“公共”的稳定与深刻，从而为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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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的露面机会。

采用正态分布描述各种阐释观点获得接受的概率显然是一种创举。许多时候，数学语言可能

默默地传递各种结论隐含的惊人之处。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张 A4 纸可以对折，但是，数学语言告

知的是，由于宽度与高度之比，对折最多无法超过 7 次。如果进一步设想一张无限大的纸张允许

持续对折，那么，计算将会证明，30 次对折之后，纸张的厚度已经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100

次对折之后，纸张的厚度超过了地球与月亮的距离。这时，数学语言突然展现出模糊的想象不可

能具备的强悍说服力。正态分布引入的概率降低了人们对于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产生的担忧。《西

游记》隐喻的是几条蚯蚓遨游太空的感受——人们无法阻止阐释主体这种偏执的奇思怪想。正态

分布给予的安慰是，这种奇思怪想可能被采纳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很大程度上，正态分布肯定的概率默认了公共理性的前提。然而，数学语言的抽象性滤掉了

社会历史范畴——数学语言擅长的是表述各种超历史的现象。因此，概率无法说明，为什么另一

些偏执的文本阐释可能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突如其来地成为正统，并且形成特殊的效应，例如清

朝的某些“文字狱”。清朝翰林院学士徐骏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句，雍正皇帝认为

徐骏有意诽谤大清王朝，依法斩立决。如果没有意识到满汉文化的冲突背景以及清朝对于汉族士

大夫的长期忌惮，概率对于解释这种特例的前因后果无能为力。

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构成一个巨大的理论漩涡，剧烈地冲击来自见仁见智的多元阐释。在笔者

看来，必须穿过数学语言的帷幕持续地追溯至社会历史范畴 ：何种历史土壤促成了现代阐释的急

速发育？

四

事实上，阐释范畴一些激进的理论主张并未完整地转换为实践，例如“作者已死”。文学批

评领域，大多数批评家从未放弃对于作者的关注。他们的文学批评始终将作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

视为前提。即使在罗兰·巴特的文学批评论文之中，作者的身影仍然十分活跃。相对于日常生活

领域，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等人制造的阐释史转折仅仅是一个学术故事，这种学术

故事并未干扰人们遵守公共交通规则，或者津津有味地享用晚餐。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能指嬉戏几

乎是文化真空的某种语言学实验。解构主义认为，能指与所指始终无法合二而一，一个词的终极

所指永远处于延宕的中途。这个意义上，种种形而上学的论断迟迟无法锁定确切的意义。然而，

日常语境之中，绝大多数语言交流顺利完成，社会的交流系统并未由于意义的持续解构而崩溃。

然而，一个令人瞩目的迹象是，某种强大的势力不断地试图扩大文化真空的实验，诱导相似

的文化动向进入中心地带。笔者在另一个场所曾经指出，解构是 20 世纪一个明显的理论冲动，

各种解构的尝试超过了建构。①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理论广泛地开拓、调动和收集构成挑战的诸多文化资源。从意识流、解构主义哲学到现代阐释学，

不同文化根系的叛逆能量开始相互交汇。如果说，理性主义成为各个学派不约而同的打击目标，

那么，现代阐释的表现则是阐释的狂欢。作者的意图被抛开了，文本的本义被抛开了，完整的交

流模式被抛开了。无论是恋母情结制造的阐释代码，还是女权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眼花缭乱的解

读，误读、曲解、夸张的想象或者犀利、深邃然而牵强生硬的阐释更多地成为时髦。《文心雕龙》曰 ：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时至如今，“高山流水”式的阐

① 南帆：《文学批

评：开放的解读

及其边界》，《东

南学术》2019 年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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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理想被贬为死气沉沉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舞台上诸多学派门户森严，一套又一套面目迥异的

概念术语接踵而来，然而，人们仿佛可以从挑战式的理论锋芒背后察觉某种非理性的冲动正在隐

蔽地制造反抗的快感。

对于同一个文本持续地生产五花八门的阐释，阐释主体的动力从何而来？历史土壤源源不

断地制造了后续的情节。许多人认为，他们正在从事一场文化的革命。如同意识流或者解构

主义哲学，阐释的狂欢是瓦解资本主义文化秩序的革命行动。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性、统一

性和面面俱到的叙述正在合成一个总体，一个强大压抑体系构造的“同一性”封锁了所有反

抗的冲动。很大程度上，诸如“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者“历史的终结”这些观点共同将稳固

的资本主义文化秩序作为展开的基础。西方左翼理论家乃至不甘平庸的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保

持激进的批判姿态，阻挠乃至破坏那些面面俱到的叙述，提供各种合情合理的幻象。作为象

征性的文化想象，他们甚至将统一的文本视为“同一性 ”的共谋。例如，弗·詹姆逊就曾经

认为，叙事文本的统一观念映射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封闭的保守性。①阐释的狂欢能否承担凿

穿这种封闭与保守的使命？

源远流长的阐释学拥有独特的学科逻辑，从古希腊的阐释技艺、宗教经典的阐释到现代阐释

的崛起，从作者的原义、文本的原义到读者领悟之义，这个学科内部的理论思辨不断完善，许多

问题辨析愈来愈精细。然而，这个学科置身的历史环境愈来愈保守，文化反抗的火焰日益微弱。

这个意义上，阐释的开放乃至无序开始被赋予另一重涵义 ：种种异乎寻常的阐释能否解放出另一

个摆脱固有文化轨迹的、生气勃勃的灵魂？历史上的确屡屡出现这种文化事件 ：宗教经典、文学

经典或者历史资料的重新阐释带动了惊世骇俗的思想突破。这种气氛之中，阐释的原则无形地产

生了某种偏移 ：权衡激进与严谨、大胆与精确或者想象与科学的时候，阐释主体不知不觉地倾向

于前者。

阐释的狂欢仅仅是一种文化批判。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文化研究”还是嬉皮士

或者性解放，文化批判已经登台表演多次。文化批判当然产生了效果，但效果始终与预期相距甚

远。来自阐释学的动荡可能扰乱了传统的经典体系，然而，学院、学术刊物、科研基金以及教授

云集的学术会议很快吸收了思想骚动。更大的范围，一切仍然按部就班。阶级的起义、武装斗争、

夺取政权，这是另一些遥远的故事。阐释的狂欢波及的领域有限，学术事件只能是学术事件。当然，

这往往也是西方左翼理论家的苦恼 ：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秩序，文化批判不过杯水微澜，几乎没有

真正改变什么。他们的安慰是，杯水微澜总比寂静无声好一些。

不言而喻，这些背景资料贮存于西方文化之中，与中国阐释学的境遇格格不入。正如《论

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显明的那样，中国阐释学正在达成若干“共识”：垄断式的文本阐释已经

撤走，阐释主体可能对于同一文本提出不同的理解。这个理论的交叉路口隐含了不同的延伸方

向。不同的阐释意味的是无限吗？如果无限阐释的终点只能是传播与交流的彻底崩溃，那么，

阐释限度的设定是远为复杂的工程。公共、理性、有效边界，这些概念始终必须根据历史语境

提取真实的涵义。阐释主体不断地提供突破这些概念的动力 ；许多时候，突破意味的是另一种

历史语境的寄托与发声。如何积极地掌控几个方面的辩证与循环，这是中国阐释学必须持续面

对的问题。

编辑　张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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