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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缘起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自尼采而陷入萎顿。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也是对形而上学

的宣言。后来的战争灾难使得对于理性大感失望的西方人进一步把这种失望转入对形而上学的批

判。尽管如此，经由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光彩使那些试图反叛者没有勇气投身光照之外的

茫茫黑夜。不过之后，由柏格森、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阿德诺，乃至后来被称为后现

代主义哲学群体的相继发力，终使形而上学碎片化的工程现出规模。这种情况被布鲁姆经典地表

述为“如今学界是万物碎片，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蔓延”。①哈贝马斯则是无奈地提出，

西方黑格尔之后所有思想流派立足的根本，即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至今“已经变得暧昧难懂”②。

西方理论的这种哲学碎片化的解构倾向，在 20 世纪末以后现代思潮涌入中国，并以西律中地引

起中国理论研究包括阐释论研究的理论碎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江教授在《论阐释的有限与

无限》论文中对阐释学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探索，就有了整饬碎片进行哲学阐释学总体性建构的重

要学术意义。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呈示，即对于阐释这一概念本身的反思。

论有限与无限的共时性
——重思“阐释”

高　楠

【内容摘要】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一文是在西方理论碎片化及中国文学理论实用主义问题化倾向

的理论态势中，进行哲学阐释学建构的一篇重要论文。它是继《强制阐释论》及《公

共阐释论纲》之后从更高层次的普遍性角度对中国阐释学的系统建构。其中开创性地

提出的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共时性，是阐释的公共理性的过程性运作；阐释有效性则

是阐释无限可能性见于具体阐释有限性的公共理性的验定。由此，阐释这一阐释学的

核心概念，以其深刻的问题求索性引起了进一步的关注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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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关注

对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论文进行读解，并对其阐释论意义进行阐释，文中体现的

哲学普遍性视角，及对理论碎片化现实所表现出的批判意识，是需予强调的。哈贝马斯曾提出

哲学解释学的概念，强调它的批判性、反思性及语言的交往性③。基于此，本文认为《论阐释的

有限与无限》体现了哈贝马斯对解释学所作的哲学特征的建构性强调，因此也可以将之称作哲

学阐释学建构。哲学阐释学，并非对哲学的阐释，而是从哲学普遍性角度，对阐释的阐释。阐

释的有限与无限问题，是哲学阐释学的基本问题，这是对阐释的时间与空间属性的具有反思意

识的探索。就阐释学问题域而言，它关系阐释的规定性、构成性、合法性、有效性、公共理性

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且，它由阐释的具体层面进入哲学层面，使得阐释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必然性与应然性、个性与公共性及融通性与共识性这类更为抽象的问题域，在现实具体的阐释

中凸显出来。因此可以说，这是西方哲学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形而上学解构，在观念与实

在的抗争中，在理论碎片化已然成势的情况下，中国阐释学做的向更高层次的阐释普遍性收敛

与复归的努力。

阐释论需要在更高的哲学层面求解阐释问题，也唯有在更高的层面求解这类问题，规定着

阐释的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才能获得真理性求解。当然，这里从西方形而上学碎片化的背景反思

性地提出问题，《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所要复归的并不是西方那套传统的形而上学态度及形而

上学方法。西方那套理论的片面与僵化，尤其是多个世纪沉积下来的形而上学观念化，确实已

难以为继，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逐渐演进的批判形而上学的趋向，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碎片化的阐释论研究就是具有合理性的研究。近些年来，西方阐释论研究

流派纷呈，各执一端，彼此攻讦。它们常常为证明各执一端的合理性，而使自己这一端封闭起

来，以求城墙的不可逾越。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批评、解释理论、

解构主义等，这些辉煌一时的理论陆续走向暗淡，走向消沉，与它们各执一端的理论封闭脱不

开干系。这也是理论碎片化的后果。西方阐释学因此进入理论杂陈的时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特雷萨·德劳瑞蒂斯应美国著名的跨学科理论杂志《批评探索》之约，就“理论的危机”阐述

己见时说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批评话语的流动中，自然对文化、理论对实践、本质论对

社会构成主义的争论以及相关的‘二元对立’争论，那些看似关键的时刻，都只是暂时的停顿，

很快都被一种新的关注和另一种争论所超越。”④德劳瑞蒂斯的这种对于理论因碎片化而流动不

已、难以伫足状况的描述，总体上合于几十年来西方理论及阐释论的实际情况。对这种情况带

来的理论研究的茫然不知所措，德劳瑞蒂斯表述为“最终我也无法讲清最初是什么使树枝和树

叶纠缠在一起”。⑤

19 世纪 80 年代后，在西方思潮的大力冲击下，中国文学理论与阐释论，在接力式的迅奔中，

快速地传递了西方百余年的理论接力棒，那一个个里程碑式的西哲名字，在逐一传递中，建构着

中国的理论之体，理论碎片化的倾向也随之传递开来。这种倾向以走马灯式的问题流转方式展示

开来。固然，问题式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问题式研究的理论目的是在问题求解中进行理

论建构。然而，这几十年来问题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少问题研究并没有进入理论建构层面

便不了了之。其中的原因离不开对于西论的非语境转用⑥，以及中国自身理论研究没有或在一段

时间里尚没有能力坚持在更高理论层面的普遍性提升。这便助长了中国理论研究的两个倾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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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论碎片化倾向 ；二是理论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

当理论研究缺乏哲学层面时，理论碎片化与短视的实用主义会在所难免。在中外阐释论均已

理论地对哲学阐释论形成吁求的情况下，张江凭借中国阐释论建构的经验，对于理论研究走势的

把握，以及必要的理论积累，推出《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这篇论文，由此便获有了对于阐释本

身予以关注的重要理由。这一理由正如他在论文开篇所概述 ：“一些重大成果影响巨大，一些努

力和探索渐为共识，但从总体看，依然未有定论，概念混淆不清，证词流于空泛，倚重权威言论，

少有确立论断，问题讨论仍停留于无休止的混沌之中。”⑦这是当下阐释研究有待进一步向更高的

阐释普遍性提领与提升的理由。

有限阐释的无限性及无限阐释的有限性

从有限与无限这个哲学层面进行阐释思考是在进行哲学阐释论的建构。它论及了两个具有

更高普遍性层位的哲学范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更高层次的阐释学视野、阐释学态度及阐释

学方法。立足这个层位进行阐释问题的发问与追问，被召唤而至的东西，便是阐释理论基础性

的东西。这一召唤关注的，不只是阐释如何、阐释怎样及阐释何为何用这类可以具体阐发、描

述及求证的问题，而是更关注隐藏于这类问题背后并对这类问题予以规定的更深层的东西，亦

即作为众源的那个何所为。何所为亦即为什么要如此的那个原因。通常说，阐释即对于文本未

明确说出的意义的阐释，这是阐释要如何。当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阐释就是对文本意义的阐释，

也就是阐释为什么要如此阐释时，阐释本身便退居为追问背景，而阐释背后规定着意义阐释的

那个生成着阐释、展开着阐释的东西，即阐释何所为，就被推至追问的正面。这就是对更深或

更高层次的普遍性的哲学追问。亚里士多德曾专门谈到这种追问，他称此为目的追问 ：“还有个

何所为，就是目的，它不为任何其他东西，而其他东西却都为着它。如果事物有了这样一个终

点，它就不是无限制的，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也就没有何所为了。”这里便涉及有限与无限。就

事物不断发展说，一个目的接着一个目的，这是无限的，但每一个目的又是一个终点，在终点处，

一个实现目的的阶段结束了，这便是有限。无限在运动中，有限在实现中，亚里士多德进而说 ：

“必须把质料理解为运动着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作为无限存在。若是这样，那么作为无限而是

或存在的东西，便不是无限的。”⑧即是说，如果不能从运动角度理解质料，则没有任何东西是

无限的，无限存身于无休止的运动中。

把文本质料理解为语言，则阐释的开放是语言向阐释的开放，亦即语言的无限运动。而作为

质料的语言又是有限的，因此，阐释便在这种有限中收敛。对于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这种转换关

系，张江教授指出 ：“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轭变量，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决定的积极关

系，而非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开放与收敛平衡，无限与有限相融，无限在有限中展

开，有限约束界定无限。”⑨为此，在哲学视域中，阐释获得了更高普遍性的理解，在这种理解

中，多有争论的文本本意问题，成为在文本有限与阐释无限的关系中具有关系属性的问题。本义

是有的，是在阐释中无限生成的本义，阐释把文本本义投入无限，文本本义又把阐释收敛为有限。

面对文本本义因阐释而生成的无限，任何有限的封闭或自我封闭都是不合阐释的封闭，因此任何

确定的以及既定的阐释，都是不合理的阐释 ；而面对阐释因文本本义而收敛的有限，任何不确定

的，无端或无理由的阐释，也都是无意义的或强制性的阐释。这里的关键是张江提出的“共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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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它所表达的有限与无限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在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延续中实现的历时性的有限

与无限，而是一种共时性的有限与无限，即有限中共时共在地存有着无限，而无限也共时共在地

存身于有限。这种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共时性理解，可以在古希腊阿那克萨哥拉那里找到哲学史根

据。阿那克萨哥拉提到万物相聚的混沌状态——这也是精神把握的世界初始状态，他认为在这个

状态中“万物聚在一起，数目无限多，体积无限小 ；因为小也是无限。万物聚在一起时，由于微小，

是不清晰的”。⑩万物相聚，既是有限物的无限多与无限小，又是无限多与无限小的有限物。有限

与无限共时存在，存在于万物相聚的“整体中”⑪。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不断强化的形而上学思

维中逐渐失去了活力。但有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却一直活跃，由此形成的对于

世界有限与无限的整体性把握也一直被传承。

这是一个极性关系体的理论带入。这一带入不仅展现了有限与无限这个关系体共时而在的两

极，而且，这两极的共时互构同时又是历时延续的。对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相互关系，《论阐释

的有限与无限》分别从无限、有限、无限经由收敛而进入有限及阐释由无限进入有限的有效性方

面进行哲学阐释学层面的概述。这类概述均建立在感性实体存在的基础上。这些感性实体存在均

发挥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流动的作用，所以在其无止境的发展与变化中，它才是无限的。它

无限地通过释者的切生体验、理解及反思，形成着阐释。对阐释的有限性，《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

讲了三个要点，即确定对象的阐释、对象文本的确定意蕴的阐释、释者用于阐释的确定意图的阐释。

这三种确定性在具体阐释中虽然都是相对的，但它们确定地存在着，又确定地发挥着作用，就像

每天早晨的特征是相对的，但每天早晨又都是确定的一样。

导向两极共体的范畴辨析

在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这一两极共体关系中，具体与普遍、或然与确然及敞开与收敛，成为阐

释的过程性运作的现象学特征。由此，对于两极运作的逻辑范畴的辨析，便成为随之而来的阐释

论要题。

如前所述，古希腊的有机整体性思维方式，使他们发现了有限与无限相依相在的共时特征。

至亚里士多德，虽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日益走出有机整体性，但作为思维延续，仍使他成为有限

无限共时互在关系的关注者。亚里士多德把无限置于有限，认为无限总是有限的无限，而有限又

是无限的有限。他认为“无限绝不是一种分离的自身存在”，“无限显然不以现实方式而存在，如

若这样，不论取来它的任何部分也都是有限”。⑫即是说，无限存在着，但不是自身地存在着，而

是依附地存在着。它本身不可感，但却依附于可感物因而可感，而这可感物必是有限的，“既然

地点不可能是无限的，物体也不可能，在地点上总有个某处，或是在上，或是在下，或是在其他

某个地方，这些东西每一个都是某种界限”。⑬亚里士多德对有限与无限关系属性的这种互依互在

的解释，由于他的形而上学奠基者的身份，因此也便为后来西方形而上学地理解有限与无限关系

奠定了基础。不过，随着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倾向的展开，主体与客体、此时与彼时、此在与彼在，

乃至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等也便被置于分立甚至对立之中。由此，有限与无限的共时互在关

系也便难以维系了。有限在后来的形而上学中便逐渐被理解为直观、感性现实或感性实在 ；无限

则被理解为普遍、一般或超验。在这样的范畴转化中，有限中的无限被推升为抽象的历史无限，

从而观念地抽身于有限，成为无限的观念 ；而有限失去了共时互在的无限，它也便自我封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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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观念化的感性实在。从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可以看出他在哲学阐释论建构中对于

古希腊哲学的汲取，及对于后来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否定。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重点辨析的阐释论范畴被分为四组。这四组辨析均围绕有限与无限

的共时互在关系展开。第一组，文本开放与阐释开放。这是此前阐释研究中经常被模糊运用的一

对范畴。文本开放，是文本向接受的开放。阐释开放，则是接受向文本的开放。前者因接受获有

无限，接受可以无限地运用可能的接受机会，接受方式及接受资源，但这都是文本有限规定中的

接受无限 ；后者使文本获有无限，文本赢得了来自接受的无限机遇，因此有了被无限阐释的可能

性，但这又是在接受有限中的文本无限。第二组，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有效边界。边界与有效边

界的区分，是张江继《公共阐释论纲》之后对于“阐释如何才是正当”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在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哲学层面上，他开掘了赫施（又译赫什）的阐释有效理论。阐释的边界是

阐释对于阐释无限的边界，因此是阐释对于阐释的边界，亦即阐释在怎样的阐释中方为合理的边

界。由此也可以看到，哲学阐释论中有限与无限关系范畴的导入对于阐释学的普遍性意义，以及

对于阐释与正当阐释标准进行求解的意义。第三组，蕴含、可能蕴含、蕴含可能。蕴含即文本显

现的本来意义，这是作者的意图赋予 ；可能蕴含，也是文本自身的，是在文本中可以揭示的 ；蕴

含可能，是文本被释者接受过程中，文本与释者所可能共生的。前面提到的赫施所捍卫的，当属

蕴含与蕴含可能，哲学阐释论的有限与无限关系则综合地见于蕴含、可能蕴含及蕴含可能三个方

面，它们都是蕴含无限与有限，又是见有限于无限。第四组，诠与阐。诠与阐这两个范畴，是承

前三组而来的，对差异鲜明的两种阐释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此前被阐释研究者普遍忽略。张江

所以特别强调这种区分，是因为从有限与无限的哲学层面而言，它们具有不同的极向意义。诠，

张江借助古汉语语义训诂，指出这是对于文本确证本义的方法 ；阐，则是开门纳客，围绕文本引

经据典、广为交流的方法。诠的极向意义是有限中无限，阐则是无限中有限。这一辨析可以做这

样的理解，即诠是使文本中既有的东西自己站出来的阐释方法，站出来即从文本中澄明出来，它

原来就在文本中。而在阐中站出的则不是文本本义，而是释者与文本共生并与之共同站出，这便

是蕴含可能。在这一共生共站中，双方也都有无限的可阐释性。

搭建于阐释 π 的两极通路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大胆地并且非常重要地引入了 π 这个来自数学的关键词。π，即圆

周率，是任意一个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这个比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即介于 3.1415 与 3.1416 之间。

然而，如此微小的数字差之间，却横亘着一个无可逾越的无限。张江引入这一关键词时介绍，π

的位数已达 30 万亿以上，其结果仍为除不尽的、非循环的无理数。

π 的引入，其效果不仅是一个来自异域的数学概念所唤起的新鲜感，其中更为深刻的意义是，

π 带入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就哲学的思维设定而言，最容易谈论的是无限，因为它可以是个无指代而又自我完善的概念，

并最终在观念化中终结 ；同时，最难谈论的也是无限，因为它唯有获得现实实在的论证，才有理

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一难题，在黑格尔对于康德“物自体”的自然概念批判中便已提出。黑格

尔说 ：“康德指出，思维本身是具体的，具有先天综合判断，而这种判断并不是从知觉中创造出来的，

这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伟大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于这个思想的发挥却停留在十分普遍的、



116     总第三六三期

粗糙的、经验的观点之内，不能说是有什么科学性。”⑭从自然概念，黑格尔对康德进行了三点指

责，其第二点指责便是就其中的无限而来，即由于康德确认的那个无限与善没有关系，因此便只

能“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不知道的神”⑮，“它要求内容为完满的理念所充实，亦即要求内容本身

为概念和实在的统一”⑯。黑格尔对康德批判的深刻性，在于他看到了康德从自然的科学名义出发，

却转入经验的思辨并最终落入先验的主观规定之中。要走出康德经验的、思辨的无限论怪圈，使

哲学阐释论的无限论不至于落入文本有限与阐释有限的外设的观念之中，而是提供其客观的历史

实践根据，张江必须拿出一个既是观念且又是感性现实，既经验且又具有科学性的关于无限的证

据。π 的引入，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π 就在眼前，那样的现实具体，像眼前的一棵树、一棵草，但同时它又是在现实具体中展开

的无限。π会向更深入的方向探索，以求证更精准的π值。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π的方法论意义，

在于为阐释设立了一个客观的维度，无论是文本，是接受，是释者，还是在此三者中延续的历史，

都具有各自的客观性，它就像 π 那样的客观，而且就在 π 那样的客观中，客观地存在着它们各

自的无限展开。

在导入 π 的同时，在区分诠与阐这两个范畴的同时，阐释的开放与约束如何对待，有限与

无限如何表达，阐释的有效性及所体现的理性的公共性程度如何验定的问题便突出出来。因为

显然，具体阐释只能通过释者的个人阐释完成，个人性或个体性是具体阐释不言而喻的形态特征。

而且，每一个具体阐释，只要释者在认真做这件事，这件事就一定体现着他的智力水平，包括

选择阐释对象的水平、展开思维的水平、运用与组织证据材料的水平以及运用语言进行表述的

水平，等等。因此，释者对自己的阐释自然会有一个面对自己的自我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不

会因为他对阐释的交流性、敞开性乃至无限性持肯定的态度而有所改变。于是，有多少具体阐释，

就有多少释者的自我认可。为此，赫施提出了有效性如何验定的阐释学的普遍性问题，但他对

这一问题的解答却令人无奈。他说“在此前所涉及的一些数量范畴，如‘更多’‘更少’‘很多’‘很

少一点’，都是含糊的概念”，但他随即申明，即便在这种判断中缺乏数量上的精确性，也“不

会以任何一种方式影响到判断的正确性”。他以面对两堆沙子来说明这种“正确性”：“人们无需

严格地确定两堆沙子中所拥有的具体沙子总数，而只需去定两堆沙子间相对的比例，就可以轻

而易举地而且正确地去断言，这堆沙子比另一堆沙子更大一点。”⑰这样，赫施便把阐释是否有

效这一事关阐释命运的大事，交付给了估堆式的经验直觉。这对于哲学阐释论，也同样是一个

严肃的问题，因为在有限与无限这种极性追问中如果没有客观的、科学的根据，黑格尔对康德

哲学的观念性批判就仍然有效。为此，《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给出了一个阐释有效性验证的新

的概念——阐释的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如该论文所概述，是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规律性表达。就阐释的总体性与历史

性而言，它是众多具体阐释的聚合，这是交织的束状聚合，因此这必然是体现为数字的。而且，

不同的阐释意见，是可以进行意蕴分类，并且在阐释中也自行进行意蕴聚合，这里有追随、有争论、

有对立，也有不同程度的融合。当对意蕴进行类分时，众多具体阐释所形成的数字聚合，便也

随着类分而形成数字分布，这便是概率分布。于是，概率分布的规律性便发挥作用，并且量化

为数。对正态分布，《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将之描述为钟形对称曲线，“依曲线最高点向下横

轴作垂直线，以此线为中心，钟形曲线两边呈对称状态，平滑均匀下降，开口逐渐扩大，无限

趋近于横轴”。⑱从阐释学说，那横轴便是“现象或文本呈现”，也就是赫施所说有待阐释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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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提取意义的文本范型。这范型不是意义，却原本地据有并可以不断地生成意义，这种据有

的原本追问及生成追问，其求值是无限的。表述阐释意蕴的钟型对称曲线，像 π 一样，可以不

断接近那终值，却永远不会抵达终值，这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却又具体地体现为每一次有

效的具体阐释。不同具体阐释的有效性是相对的，又是存在差异的。阐释的正态分布的正态程

度即有效程度，以钟型的中轴线为凭，阐释的意蕴分类的统计数字以多少为标准，数字越大则

越近中轴。就钟型图示对于数字多少的明暗度而言，明则疏、暗则密，最密集亦即最暗的部分，

就是最切近于中轴的部分。一个不同阐释有效程度的统计图式便因此获得。该论文醒目地提供

了这一钟型图示，并对此进行了精要的 6 点阐发 ：概率密度函数的正态分布标准 ；有效阐释的

中轴呈现 ；差异阐释意蕴向正反两个方向展开的趋向中轴的差异性 ；向中轴汇聚的阐释的有效

边界 ；向中轴汇聚的意蕴阐释的有效面积随公共理性变化而变化 ；无论是底线横轴，还是垂直

中心轴都置于 π 的具体且又无限之中。

这一钟型阐释有效统计图式的提供，对于阐释学建构而言，是具有首创意义的。它置身于

有限与无限的两极关系中，它也不可能抵达那个象征着唯一正确性的 π 的终值，但这是接近

终值的过程，尽管阐释意蕴的两极分布可能尚显简单，因为可能还会有第 3 级、第 4 级的分布，

尽管对称的钟型曲线太过完美，因为还可能有不规则曲线，但就数据统计的科学性而言，它为

阐释有效性的验定，赢得了一个重要突破，即它可以使阐释评价在即时即地的阐释中走出沙子

估堆似的无奈，从而获得一个接近准确的标准，尤其是当下这个已进入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时代。

所以，张江在该论文中对于所提交的钟型图示的表述，正是见无限于有限的哲学阐释论的表述 ：

“与对自然现象的正态分布描述不同，阐释作为精神现象，其公共期望与方差很难定量，只能

定性地予以分析与认知。这种定性与分析，对于精神现象的描述而言，已经具有足够意义。”⑲

这也正是黑格尔所说的，这已经是可以像合理的酿酒，可以像合理的烧砖瓦一样运作的“具体

思维”了。

注释 ：

①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 ：译林

出版社，2011 年，第 1 页。

②③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19 页，第 133—134 页。

④⑤ 特雷萨·德劳瑞蒂斯 ：《理论立足于现实》，王丽萍译，

王晓群主编 ：《理论帝国》，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35 页，第 35 页。

⑥ 理论必然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但同时，理论的历史

延续性及理论创新必然要伫足现实。现实是以语境方式发

挥作用，任何理论都具有彼时彼地的语境性。瑞恰慈曾从

文章的上下文，话语环境及某段时期一切相关事情的综合

影响论及语境（瑞恰慈 ：《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冲突》，张

福德译，赵毅衡编选 ：《新批评文集》，天津 ：百花文艺出

版社，2001 年，第 333 页）。西方理论对于中国的传入，

难以把西方当时的语境带入进来，因此是非语境的，需要

进行中国现实语境的转换，否则，便难免以西律中。

⑦⑨⑱ 张江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探索与争鸣》

2019 年第 10 期。

⑧⑫⑬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5 页，第 233—244 页，

第 236 页。

⑩⑪ 杨适 ：《古希腊哲学探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第 257 页，第 257 页。

⑭⑮⑯⑲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贺麟、王太

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90 页，第 339 页，

第 283 页，第 341—342 页。

⑰ E.D. 赫施 ：《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北京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第 198 页。

编辑　张　蕾
特约编辑　李秋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