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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①一文中，哈贝马斯对于张江教授倡导的“公共阐释”理论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阐释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一理论所

强调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也是欧洲阐释学所包含的 ；另一方面，在与伽达默尔阐释学的对照中，哈

贝马斯也追问，理性在阐释学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是张江还是哈贝马斯，都对伽达

默尔的阐释学提出了批评意见，在思考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时，进一步思考和检讨哈贝马斯的这一

追问，显然不会是多余的。

通常而言，人们对于“阐释”的探究，需要关注三个维度 ：阐释主体、阐释活动和阐释对象。

当前的中国阐释学研究，对于阐释主体和阐释活动都有着深入的思考。阐释的主体，不仅是具有

自知和自省的主体，更是交互的主体，构建合理的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是阐释的前提。而

“阐”“诠”之辨，其核心即在于对阐释活动本身及其目的的检讨。②相对来说，作为“阐释”之

第三维的阐释对象受到的关注比较少。文本或语言被视为当然的阐释对象。而哈贝马斯想探究的

“阐释”阐释了什么
——兼论作为现象学的“深层阐释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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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 ：“为了理解一句话的意义，我们必须探寻文本背后的理性，即为何一个作者或一个人会

选择某个被说出的句子。”③换言之，我们可以追问，阐释对象是不是单单只是文本或语言？“阐释”

阐释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于阐释对象做更进一步的探究，是否有可能基于阐释对象的维度思考

阐释的有限和无限？

“阐释”阐释的仅仅是文本吗

根据帕尔默的概括，阐释学在现代有六个主要的界定，分别为圣经注释的理论、一般的语文

学方法论、所有语言理解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存在和存在论的理解之现象学以及把

握神话和象征背后意义的阐释体系。④如果涉及阐释的对象，西方的阐释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

的脉络 ：一个是以圣经等宗教文本、法律文本、神话文本乃至语言本身为阐释的对象 ；另一个则

是以生命、体验以及存在理解等作为阐释对象。这一区分在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中就已经存在，以

至于人们可以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区分“语法的阐释”和“心理学的阐释”⑤，后世的研究者们也

将这一区分规定为“语言为中心的阐释学”和“主体性为中心的阐释学”。⑥这一规定也构成了狄

尔泰、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阐释学思考的出发点。

同施莱尔马赫追求一门不同于诸种特殊阐释学（如历史的、语文的、法律的阐释学等）的

普遍阐释学一样，狄尔泰也发展了一门作为理解的艺术的普遍阐释学。在其《阐释学的起源》 

（1900 年）一文的相关手稿中，狄尔泰对阐释学有一个界定 ：“我们把对用文字书写固定下来的生

命展现的理解的技艺学称作阐释学。”⑦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狄尔泰对阐释学的阐释对象的规定。

特殊阐释学针对的始终是各种各样的“文字书写”，无论是历史文本、法律文本、艺术作品或文

学表达等。而普遍阐释学关注的是这些“文字书写”背后的“生命展现”，阐释即是对这些生命

展现的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狄尔泰的阐释学可以被称作“生命的阐释学”（Hermeneutik des 

Lebens）。狄尔泰还更进一步地将生命的阐释学视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基础。

狄尔泰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他不仅强调了生命体验或生命展现对于阐释学的独特意义，而

且还勾勒了生命体验或生命展现之所以可以被阐释的意义关联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被简化为“体

验－表达－理解”（Erlebnis-Ausdruck-Verstehen）的三联公式。所谓“体验”乃是构成精神历史世

界的基本细胞，“主体在体验中发现，他与他的环境结成了一种生产性的生命关联体”⑧。体验是

生活中各个部分因某种共同的意义而联系成的一个统一体，可以说，体验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

知识、对他人的理解、对共同体的历史认识等一切的根本前提。⑨而“表达”则是对“体验”的

传达，它是创造性的。表达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表情、姿态等身体性表达，以及艺术作品、

自传、诗歌、文学等文字书写性表达。“理解”的根本，就在于借助“表达”去把握生命“体验”

的意义。所谓“阐释”（Auslegung）就是“在一定规则指导下的、对持久固定的生命展现所做的

理解”。⑩因此，文本或语言之所以成为阐释的对象，究其根本，是在于文本或语言是固定下来的

生命展现，是生命“体验”的“表达”，阐释主体对于文本或语言的阐释，最终指向的是对文本

或语言背后的生命体验的意义的阐释。

狄尔泰的这一突破被海德格尔进一步推进。海德格尔赋予“理解”以存在论的意义。“理解”

被视为“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始终关涉此在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建构，此在正

是在对世界的理解中一道理解了生存。⑪跟随海德格尔的“此在阐释学”，伽达默尔发展出一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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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阐释学”，理解在根本上同样是“人类生命本身原始的存在特质”。⑫只不过伽达默尔又往前走

了一步，提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阐释学是通过语言而与存在照面。

可以看到，无论是狄尔泰的“表达”，或是伽达默尔的“语言”，它们可以成为阐释学阐释的

直接对象，但它们却不是阐释学的唯一或最终的阐释对象。狄尔泰借助“表达”试图通达的是“生

命体验”，伽达默尔借助“语言”试图照面的是“存在”。

回到哈贝马斯的追问，我们会发现，他同样关注了阐释对象的不同层面，即文本和文本背后

的理性。对于西方的阐释学思想家来说，阐释对象始终可以是两个层面的 ：一个是文本或语言 ；

一个是文本或语言所关涉的东西（生命体验或存在等）。当然，哈贝马斯与狄尔泰、伽达默尔都不

相同，因为尽管他提出了理性在阐释学中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看上去他和狄尔泰或伽达

默尔一样在追问文本背后的理性，但是哈贝马斯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文本背后的理性成为人们

理解文本的手段。后面本文还会提到，哈贝马斯对于语言本身的歪曲会有自己的批判。

 对阐释对象的“阐释”

如果我们在狄尔泰的阐释学三联公式中来理解“阐释”本身，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阐释的

有限与无限？张江教授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一文中指出 ：阐

释的开放与收敛、有限与无限是阐释学的基本问题。20 世纪以来，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主要看法 ：

一是坚持阐释的绝对开放性，文本具有无限意义 ；二是坚持阐释的约束性，阐释的目的在于把握

文本原本固有的意义。通过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该文强调阐释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收敛的，标准

正态分布展现了阐释之“阐”的有限与无限关系。⑬可以说，这一探究对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之间

的相互包含和相互决定关系做了清楚的说明。在这一分析中，阐释对象被明确地界定为文本，文

本的阐释可以是无限的，但最终阐释须约束于文本的有限之中。

如果阐释对象不单单是文本，而是文本所关涉的东西，那么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可以得到怎样

的理解和展开？

（一）阐释的有限

如果按照狄尔泰的想法，我们是借表达来理解生命体验，那么生命体验这一阐释对象对于阐

释而言，是否具有约束性？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阐释”在狄尔泰这里得到了保留，但正如利科

所说 ：“与施莱尔马赫的工作相比，狄尔泰的工作更好地提出了阐释学的核心疑难，这一阐释学

让文本的理解服从于对进行表述的他者的理解的法则。如果这个举动最终仍然是心理学上的，这

是因为它指派给阐释的最后目标是进行表述的人，而不是文本所说的东西。同样地，阐释的对象

也不断偏离文本、它的意义以及它的指涉，而走向进行表述的生命体验。”⑭一方面，狄尔泰跟随

着施莱尔马赫在追究文本背后的东西，即生命体验 ；另一方面，这一追究使得人们对文本的理解

最终要服从于对生命体验进行表达的他者的理解，而后者仍未能摆脱心理学。

换言之，如果我们把阐释的对象聚焦生命体验这样的对象之上，对其进行理解的心理学是否

对阐释具有约束性？或者说，生命体验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因为阐释对象的客观性正可以对阐

释活动产生约束性。利科敏锐地指出 ：“客观性问题在狄尔泰那里一直是一个既不可避免又不可

解决的问题。”⑮“不可避免”是因为狄尔泰想用生命阐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亦即发展一门

与自然科学相对，但同样具有其独特客观性的精神科学 ；“不可解决”是因为狄尔泰始终把阐释



争　　鸣   二 O 二 O 年  第六期

73Jun.   2020

学的问题归为认识他者的纯粹的心理学问题，所以客观性的根据最终并不能在阐释学自身找到。

这正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超出狄尔泰生命阐释学之处。胡塞尔在总结其《逻辑研究》的突破

性意义之前简单勾勒了狄尔泰“解释的与描述的心理学”之得失 ：“‘内在’经验的领域，意即

体验的脉络，这个体验脉络乃构成了我们内在流动的生命，或者这个脉络是对于纯然具体的人

来说以及对于直接的观看来说是可触及的，不是也应该带有一个形式的法则框架，也就是一个

颠扑不破的必然性或法则性的普遍形式，以便使得精神科学工作的解释性成就可以在方法上获

得回溯？”⑯相较狄尔泰的生命阐释学，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在于对意识生活（生

命体验）的意向性分析。胡塞尔通过揭示意识生活的现象学本质发展出一门“新的心理学”，即“现

象学的心理学”，先天性、本质性、直观纯粹描述、意向性等是这门新的学问的根本特质。正是

通过“意识－意识对象”或“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之间的“相关性先天”，胡塞尔赋予了生命

体验以客观性。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狄尔泰阐释学的三联公式，其中作为最终阐释对象而出现的“生命

体验”在根本上就是意识生活，意识则始终是意识着某物，这种具有意向性本质的“生命体验”

在根本上有其自身的先天性和本质性，因而对于人们对其“阐释”和“理解”的活动就具有约束性。

阐释的有限性恰恰就导因于阐释对象（意向性的生命体验）自身的先天性而产生的约束性。

（二）阐释的无限

如果阐释对象被标定为文本背后的生命体验，我们的阐释活动就意味着对他人（如文本作者）

的生命体验的理解，这是如何可能的？

施莱尔马赫曾将“心理学阐释”的任务规定为“把每一所与的思想复合物看成某个确定个

人的生命环节（Lebensmoment）”⑰，为了更好地进行心理学的阐释，人们可以使用“预期的”

（divinatorische）方法以直接地理解作者，这种理解的核心在于“我们使自身变成另一个人”。这种“预

期的”方法之使用得以可能，前提在于“每一个人除了他本身是一个有特征的人外，对其他人还

具有一种敏感性”，而这最终又依赖于一个事实，即“每一个人都分享了某些普遍的特性”。⑱施

莱尔马赫这里所表达的以“预期的方法”所进行的“心理学阐释”，核心在于阐释者要借“阐释”

去把握和理解他人（文本作者）的“生命环节”。这种阐释最终依赖的其实是我们共通的人性。

狄尔泰对此做了精当的概括 ：“普遍有效阐释的可能性可以从理解的本性中推出。在这种理

解中，阐释者的个性和他的作者的个性不是作为两个不可比较的事实相对而存在的 ：两者都是在

普遍的人性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这种普遍的人性使得人们彼此间讲话和理解的共同性有可能。”⑲

在此基础上，狄尔泰更进一步，将“理解”的最高形式规定为对于“生命展现”之内容或意义的

“再体验”（Nacherleben）或“再创造”（Nachbilden）。在这种“再体验”中，心理生命的总体整全

地活跃于理解活动之中。“一种充分的生命参与要求理解活动与事件的线索本身同向发展。它必

须一直与生活的过程本身一道前进。因此转换或转移的过程可以使理解者沿着事件的线索，再体

验到一种创造活动。”⑳历史学家或诗人能使我们获益，恰恰就在于这种“再体验”。狄尔泰搁置

了这种“再体验”与“同情”（Mitfühlen）和“同感”（Einfühlen）的区别与联系，因而也未能对“再

体验”本身做更为细致的描述分析。

同时受到狄尔泰和胡塞尔影响的现象学家埃迪·施泰因发展了对“同感”的现象学研究，并

将之视为精神科学的真正基础。同感在现象学上看是一种“对异己意识之把握”的行为，它在根

本上是一种“本原的”但“非本原给予性”的行为。说其“本原”，是因为这一行为作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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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下的现时的行为是“本原的”；说其“非本原给予性”，是因为在这一当下的现时的行为中直

接给予“我”的“异己意识”始终还是属他的。㉑

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他人生命体验的理解（“再体验”“再创造”“同感”等）行

为本质上是一种“本原的”但“非本原给予性”的行为。正因其“非本原给予性”，阐释或理解

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

概括而言，借助现象学的展开，我们可以对狄尔泰阐释学的三联公式“体验－表达－理解”做

更细致化的分梳。其中，表达是现象学阐释学的直接的阐释对象，理解则是阐释活动，而生命体

验是最终的阐释对象。意向性的生命体验因其自身的先天性和本质性对阐释本身有约束，阐释的

有限盖源于此 ；而理解或阐释本身尽管是当下的、现时的、“本原的”，但它同时是“非本原给予性”

的，因此对这些本质上属他的、非本原给予的生命体验的阐释可以是无限的。最终，有限和无限

的限度统合在阐释者的“主体性”（作为“交互主体性”的“主体性”）之中。

作为现象学的“深层阐释学”

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就围绕阐释学的普遍性问题展开了一场论辩。

论辩首先导源于哈贝马斯为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撰写的书评，其后伽达默尔撰专文回应，随

后哈贝马斯再次批评，论辩来回往复多次，双方的态度都表达得比较清楚。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哈

贝马斯通过批评伽达默尔而提出一个概念，即“深层阐释学”（Tiefenhermeneutik）。㉒

针对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的普遍性要求，哈贝马斯指出 ：“阐释学意识，如果不包含对阐

释学理解界限的考虑，那就不会完善。对某种阐释学限度的体验，涉及特别不可理解的表述。人

们天生获得的交往能力的运用，无论多么娴熟，也无法克服这种特别的不可理解性。”㉓这里所说

的“不可理解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出自巨大的文化差距和时间或社会的

差距而产生的理解困难 ；二是出于言语本身的组织缺陷而造成的不可理解性。哈贝马斯认为，阐

释学对后一种困难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阐释学对不能理解或理解错误的表

达方式的说明，总是要回到一种一致的意见，这种一致的意见是通过一种趋同的传统确立的。但

是哈贝马斯指出，这种看似以“合理的”方式取得的意见一致，很可能是无效交往或伪交往的结果。

只有通过“深层阐释学”才能说明这种被曲解的交往的特别的不可理解性。㉔

哈贝马斯对于“深层阐释学”的提出主要是借鉴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核心目的是要揭示阐

释可能具有的界限，特别是因言语本身的组织缺陷造成的不可理解性。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撇开

哈贝马斯对于“深层阐释学”的特殊界定，转而从一种现象学的视域来理解和拓展“深层阐释学”。

按照前文的讨论，阐释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具有普遍性的要求，如果人们对于文本或语言的

阐释无可避免地会带有一种特殊的不可理解性，那么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作为最终阐释对象的生命

体验或意识生活，我们对于意识生活的阐释本身就是一种现象学的“深层阐释学”，因为它关注

的是文本或语言背后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深层阐释学”可以说植根于施莱尔马赫以来的阐释学

传统，特别是发展了西方阐释学中宽泛意义上的“心理学阐释”一脉，进而借助现象学的方法，

可以最终为狄尔泰所强调的精神科学奠基。

如果说公共阐释学是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注疏、诠证等）之上的、有别于单纯的西

方阐释学的当代中国阐释学新建构，那么这一新建构的理论资源就不单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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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注疏（文本阐释），而是也可以关注作为文本阐释的经典注疏背后的或另外的传统。我们在

宋明儒者那里看到的借经典阐释而发展出的关注身心体验的“工夫论”传统，它实际上构成了中

国传统阐释学的另一个面向，或者说更深层的面向。

一般而言，宋明儒者对于诸多经典与文本的阐释与深究，核心不在于自立学说，而是在于自

家“工夫论”的实践要求。通过对经典与文本的一再阐释、体会，乃至与师友的切磋、论辩，宋

明儒者不断对生命本身进行活生生的价值领会与创造。文本阐释与身心体验的工夫践履必然存在

着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可谓“体验无经传则盲，经传无体验则空”㉕。在此意义上，宋明儒者

阐释圣贤之言的关键在体察圣贤之心，而圣贤之心根本上又勾联着圣贤之意或天理，阐释即是体

证。如果说，对于经典文本的注疏诠证构成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那么宋明儒者的身心体验－体

证之工夫践履就是一门“深层阐释学”，它关注的是圣贤之言背后的东西。

哈贝马斯试图借“深层阐释学”来解决言语本身的组织缺陷所带来的不可理解性，而一门扩

展意义上的现象学的“深层阐释学”何尝不能用来解决异文化、跨文化沟通中的不可理解性？

如果把意向性的生命体验或意识生活视为阐释的最终对象，构建中的“心性现象学”就可以

是现象学的“深层阐释学”。其以现象学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或“阐释”东西方心性思想，一方

面试图揭显人类共通的意识或心性本质结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另一方面则期待借

东西思想的互镜（Spiegeln）以寻求古今中西文明之“均衡”（Ausgleich）。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心

性现象学或现象学的“深层阐释学”是在“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和“传统思想的当代化”这两方

面进行着努力和推进。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到这一学问的切身的当下性，更可展望其未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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