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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在批判“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与“解释学转向”密切

相关。他立足于语境方法之上 ,对意义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 ,不再承认理解的唯一确定性

和客观性 ,主张理解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 ,是在诸多要素相协调一致的系统中的意义创造活动 ,

从而展示了认识与真理的丰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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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达默尔是新解释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

其学说继“语言学转向”之后 ,试图给哲学指出一个

全新的研究方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的解释学开

启了后现代思想之先河 ,而他所运用的语境分析方

法铸成了后现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坚实基底。

1 　“解释学转向”与语境方法的关联

20 世纪上半叶 ,许多分析哲学家们为了拒斥形而

上学 ,他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 ,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

构和语义结构进行逻辑的分析 ,企图把握隐含在语词

背后的经验意义。这种基于逻辑实证和语言形式分

析上的“语言学转向”,把哲学的研究引向了经验基底

的句法层面 ,期望将科学理性重新奠立于“不可置疑

的感觉材料”上 ,以便坚持中性的观察 ,排斥主体的意

向选择和价值趋向以及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理论

的等诸多因素对意义的影响 ,反对语境分析方法 ,认

为“语词”与“世界”具有映射关系 ,从而建立了以逻辑

主义和形式理性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

主义 ,从语形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

这种僵化的形式与严格的界限限制了语义的多

层深入 ,抑制了语用的多变性和灵活性 ,从而把语形

或句法结构教条化了。更重要的是 ,由于这种框架

的刚性和狭小 ,无法容纳意义的整体性、具体性和多

层次性。它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与非理性、

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静态的规范标

准与动态的语境变化严重割裂开来 ,否认影响科学、

真理、意义等发展的特定的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 ,排

除科学自身论述的语境 ,从而使“意义”的意义成为

不完备的。这种方法的机械性和教条性成为“语言

学转向”不可克服的顽症。

“解释学转向”正是对“语言学转向”的挑战和修

正 ,它是 20 世纪哲学发展中的又一大转向。站在语

境基点上 ,它从整体论的视角出发 ,主张建构各种复

杂要素之间的关联 ,使人类的理性既不完全受语形

的约束 ,也不仅仅由逻辑规定 ,而是依赖于语境历史

地被决定的 ,以境遇理性代替形式理性 ,在更广阔的

时间序列上和社会空间上为语形、语义、语用的结合

提供保证。

这一转向试图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

历史时期作为文本来阅读 ,强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

的协调与互补 ,从而在一切文本的意义上超越“语言

学转向”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可以说它是一种“反对

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

绝对划界的实践运动。”〔1〕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

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文本的方式 ,冲击了传统的认

识论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 ,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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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

念 ,以及认为“科学认识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

证实的主张”。它以“反对科学主义”为宗旨 ,力图在

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 ,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

间的关联 ,以及文本与语境的联结 ,从而推进科学主

义与人文主义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消解单纯形式理

性的权威 ,把科学理性融入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

和心理的现实中。在理论上 ,它表现为不断由单一

转向多元 ,由绝对转向相对 ,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 ;

在实践上 ,表现为由逻辑转向社会 ,由语形转向语

用 ;在方法上 ,表现为由形式分析转向语义分析、解

释分析、心理意向等的分析。而这所有的转换 ,均是

在生动而又具体的语境中发生的。

语境的外延极其广阔 ,它不仅可以指词语的上

下句、上下文或一个特定的文本 ,也可以指一个解释

理论、范式 ,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背景 ,甚至可

以囊括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政治

的、心理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的全部实在。其内涵简言之就是为意义确定某种

特定的语言环境。狭义地讲 ,将意义的理解与语境

联系起来的最早思想起源于弗雷格 ,而后 ,达米特又

对他的思想进行了重解 ,认为“一个词只有在特定的

句子语境中才有意义”。〔2〕也就是说 ,一个词处于什

么样的位置 ,与什么样的指称有关 ,都要根据语境来

回答 ,这就将意义与语境本质地联系在一起 ,语境成

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基底。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正是在“解释转向”的宏观背

景下 ,吸纳了语境分析方法的天然优势 ,融多种语境

因素于一体 ,形成了其独特的理解语境观。

2 　伽达默尔“理解”现象体现的语境思想

解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 ,其最初的含义是解释

上帝的旨意与圣经的方法、技能 ,尽量做到完全忠实

于原文。随着近代科学方法论概念的产生 ,十九世

纪初 ,施莱尔马赫首先使解释学摆脱了一切教义方

面的偶然因素 ,将它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

般学说确立起来。但他受传统解释学的影响 ,认为

解释学本身的任务是揭示文本的原初含义 ,“我们必

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的理解作者”。〔3〕必须返回

到文本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中去理解本文 ,以消解

理解者的偏见与误解 ,达到对文本完全准确、客观的

理解。追求绝对的客观性 ,消解理解者自身的主观

成见成为旧解释学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这意味

着 ,在旧解释学中 ,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截然二分 ,

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

影响。借助于旧解释学发展起来的“客观方法”似乎

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了同等地位。“如果解

释学的核心问题是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传

统 ,从逻辑上讲 ,这个问题也就是关注普遍与特殊

(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解就是将某

种普通的东西运用到特殊情境中的一个例子。”〔4〕理

解对象是一般的、不变的 ,而理解者则是特殊的、不

确定的 ,旧解释学要求将一般与特殊统一于一般的

基础上 ,理解的客观单一性完全由对象来决定。尽

管旧解释学看到理解情境与理解者的差异性 ,但它

根本无意于追问这些不同与差异给解释效果带来的

任何影响 ,反之 ,却把这些因素当作是在理解过程中

干扰客观正确性目标的纯粹消极的东西而予以清

除。认为只有扫清这些纷繁杂多的差异 ,才能恢复

文本最初的原貌和本真的含义。

这种基于以往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之上

的理解学说 ,始终有一个坚定的哲学信念或哲学共

设 ,认为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

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诉诸的永恒

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在这一信念的统慑下 ,它

为自己设定的理想当然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一般性和

客观确定性。它以客体为中心 ,树立了对象在理解中

的绝对地位 ,抹杀了从事理解活动的主体。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反其道而行之 ,他认为每一

次与一种旧传统的新相遇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占用问

题 ,这种占用不自觉地为自己添加着合适的东西 ,甚

至当它吸收旧东西时也如此。他同样认识到“理解

就是将某种普遍的东西运用到特殊情境中的一个例

子”,但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阐释 ,成为海德格尔之后

新解释学派的集大成者。

在他看来 ,理解是在特定语境中进行的 ,理解主

体具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 ,有

它自己的个体性 ,这种主体性的内在趋向始终决定

着理解活动的整个过程。理解是理解者对理解对象

的理解 ,而理解对象同样具有历史性 ,二者都内在地

镶嵌于特定历史语境中。不考虑历史语境追求纯粹

的客观性根本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理解不

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所“污染”,“偏见”(prejudice) 也必

然要参与到理解活动中。“这就是历史理解开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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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起点。要克服所有的偏见 ,这个启蒙运动的

总的要求 ,将会证明它自己也是一个偏见。”〔5〕

于是 ,偏见成为理解赖以发生的条件。伽达默

尔进一步分析道 :“与其说是我们的种种判断 ,不如

说是我们的种种成见 ,构成了我们的存在 ⋯⋯我们

存在的历史性需要种种偏见为我们全部的经验能力

指定最初的方向。偏见乃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先入

之见。它们简直就是我们借以经验某些事物的条件

———凭借它们 ,我们所遭遇的才向我们诉说某种东

西。”〔6〕偏见总是悄悄地不自觉地起作用 ,只有当它

与文本相遇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在这里 ,

“偏见”并不是“谬误”,而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主体

意向性所要表现的某种可能趋向性。离开偏见 ,理

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并不属于我们 ,而是我们属于历史。”理解

的历史性是实在地语境化的。如果我们试图从理解

情境的一个特征 ———历史距离去理解一个历史现象

时 ,我们就已经被历史所影响。被历史影响的意识

首先是理解情境的意识。语境的思想意味着我们不

能站在对象外面 ,从而也不能对它具有任何客观知

识。理解者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情境中 ,在这种

特定情境中 ,他发现自己与努力去理解的传统相联

系。语境的阐明 ———有效历史的反映 ———永远不能

完全达到 ;这一事实不是由于反思的不充分而是由

于我们是历史存在的本质所造成的。“如此 ,历史地

讲 ,这就意味着对自身的知识永远不是全面的。”〔7〕

至此 ,解释学已不再是简单地解释文本 ,它所关

心的不再是把世界表征成“它所是”,而是关心在特

定语境中的理解实践和意义的重构或创造。从这个

角度讲 ,给出语境就等于确定了意义。理解的对象

是语境化了的对象 ,而语境则是对象化了的语境 ,对

象不能超越语境 ,语境不能独立于对象 ,二者是相互

依存的、一体的。因此 ,语境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

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性的地位 ,一切意义的形成均

有赖于特定的语境。

3 　伽达默尔理解语境的结构和本质

由于理解和意义处于诸多语境要素的结构关联

中 ,对语境整体结构的把握就等于接受相关意义的

可能性条件 ,没有对结构的理解也就没有对意义的

可能接受。语境的实在性就体现在这种结构的现存

性及其规定性之中 ,并通过结构的现实规定性展示

它一切历史的、具体的动态功能。

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理解”现象也正是在理解

语境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中展示出意义的多元性的。

他的理解语境至少包括以下要素 : ①特定的理解主

体 ; ②特定的理解对象和本文 ; ③产生理解对象的背

景关联以及主体自身具有的背景关联 ; ④理解对象与

理解者以及它们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整合等。根

据以上分析 ,可将其理解语境的结构作如下示图 :

　　由上图可以看出 ,理解本身是一种动态活动 ,是

理解主体和理解对象在一定理解条件下相互作用、

相互融合趋于整体一致的过程。在理解现象背后 ,

理解主体与本文处于历史的、空间的交往实践中 ,不

是主体完全用自己特有的概念框架、信仰去规范理

解对象、客体而形成完全主观的、相对主义的认识结

果 ,也不是像传统基础主义所认为的那样 ,完全摈弃

了主体的意志、情感等非理性、个体性因素的束缚 ,

才能充分认识不受经验世界变化干扰的纯客体、对

象 ,获得普遍、客观的本质 ,求得“正果”。意义的形

成、选择是在二者以及它们背景之间的协同、交融中

得以实现的 ,理解活动在各要素相协调的过程中形

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依赖于特定语境结构的系

统目的性。在这个结构中 ,意义不再与指称相对应 ,

不再等同于真值的确定性与符合性 ,它超越本文、理

解主体各自具有的历史局限和不完善性 ,达到了对

象与主体意向、所指与能指的统一。

从另一方面讲 ,这种理解语境的结构性是一种

关于意义的最强“约定”,只有在这确定的语境结构

中 ,一切语形、语义、语用的法则才能合理地生效 ,理

解者才可以通过特有的约定形式对可能的意义进行

不同意向的说明、重构和筛选。特别是当一个理解

对象从一种时空向另一种时空变换时 ,其指称和意

义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 ,就是由语境结构的这种具

体性所给定的 ,这种具体性要获得时间、空间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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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整个系统的集合。这种具体化创造了一种确定

的意义环境 ,而这种环境必须能够突破逻辑、形式表

征、甚至人类理性的局限。语境的结构保证了意义

由现象到本质、由一般到特殊的飞跃 ,从而克服了以

往仅仅把意义与句法规则相联系的语形分析法 ,或

把意义仅仅与游戏规则相联系的语用分析法。

在伽达默尔的语境结构中 ,所谓“正确地”进入

循环不是旧解释学理解的主观达到客观的程序化过

程 ,循环乃是传统的运动与理解者自身运动的相互

作用 ,真正的历史对象不再是一个客体 ,而是自身与

其它因素的统一体 ,或者说是一种联系 ,在这种统一

体或联系中 ,语境结构的实在性与理解的实在性是

一致的。理解活动本质上是意义的创造活动 ,而非

对本文内在意义的还原 ,从而合理地处理了“心理实

在”的本质、特征及其地位问题 ,承认实在地存在着

具有意向特性的心理状态 ,以及这种心理状态对意

义理解的影响。理解语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解

对象与理解主体直接当下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

空情景相关的真理对话 ,否认了所谓真理绝对对应

的客观特性。这是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理解 ,它

标志着二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真理、认识

符合论的解构 ,更喻示着维持根斯坦之后在语言哲

学内部后现代趋向的又一次崛起。

总之 ,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作为一种横断的研

究方法 ,其实质就是要高举反现代本质主义、基础主

义、表征主义的大旗 ,以分离、消解绝对本质为特征 ,

从整体系统性出发 ,在语境的特定结构中看待意义 ,

展示了意义的多种可能性 ,而非其本质存在性。它

旨在消解传统认识中将逻辑与心理、事实与价值、精

神与世界、语言与非语言等进行机械二分的方法论

途径 ,从语境结构的统一性上去解决认识的一致性

难题 ,打破了在人们的理解、认识活动中长期占支配

地位的两种僵化模式 ,把主 —客关系范畴的对立逐

出解释学的领域 ,代之以“对话”、“视界融合”、“协同

性”等前所未有的概念 ,使“理解”在语境本体论中获

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它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它是

一种系统的、相对的、动态的、实践的、普遍的结构分

析方法 ,而不是僵硬的、教条的、片面的形而上学分

析方法。语境的结构性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一个

“阿基米德点”,它开启了后现代哲学这一历史趋向 ,

成为后现代哲学最经济、最便捷的分析方法 ,并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构造哲学 ,为科学主义与人文

主义、理性与非理性、主客体的相互渗透及融合提供

了一个特定的“时空网”。

4 　理解语境观的内在特征

从上面对伽达默尔理解语境的阐述、结构及其

本质分析中可以看出理解语境的几个基本特征 :

(1)主体意向性 　既然理解总是处于具体历史、

文化、社会等大背景中 ,它就会具有一定的价值趋

向 ,每一个理解者对特定文本的理解都不会相同 ,正

如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早在 20

世纪初 ,奥地利心理学家 F. 布伦坦诺就提出了“布

伦坦诺论题”,其主题就是“意向性是精神标志”。他

认为心理意向是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本特征 ,所表明

的是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联〔8〕。本质主义

所拒斥的心理的、主观的东西在伽达默尔看来正是

需要重新加以肯定和发挥的东西。“解释学的探究

虽然充满了各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但同时也渗透

着各种价值论和目的论的趋向。”〔9〕语境成为展示主

体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的偶

时意向在对意义的理解、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相对

于具体语境而言的主体意向性 ,正由于它受深厚背

景的约束 ,就不会因为其偶发性而陷于“主体的任意

选择”和“心理主义”的幽灵中。说到底 ,理解尽管有

其意向性 ,但绝不是主体的随意发挥和任意想象。

(2)理解对象的自主性 　这一特征是理解得以

展开的重要前提。任何一个特定的理解对象都是在

具体环境中通过语言形式完成的 ,它有着不依赖于

理解主体而存在的客观性和自主性 ,但这些性质仅

仅是相对存在的 ,离开了主体的特定理解过程 ,就变

得毫无意义了。所以 ,本文所提供的语义图景、作者

的内在意向与理解者的价值趋向是有机统一的 ,这

种统一当然不是无差异的同一 ,而是有条件的一致 ,

是一个特定主体之间的转化过程。因此 ,把本文的

自主性与理解主体的价值趋向对立起来的态度是不

恰当的。在这个意义上 ,在理解主体的理解过程中 ,

“理解的要素和情境中的存在辩证地对应着。”〔10〕从

而使得带有主体价值趋向性的意义意向要求获得某

种可能的映射 ,以达到具体的“意欲语境”。在一定

条件下 ,这种意欲语境是特定认识主体的确定地可

选择的本文语境 ,只有经过这样一个主体意向的语

境转化 ,才能以本文的自主性为具体认识的起点 ,才

能真正实现“解释学的目的就是比作者自己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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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作者”的方法论要求。

(3)实践性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是关涉人、整

个社会存在的根本大法。其任务是要理解社会的整

个现实 ,并把各种知识并联到统一的社会意识中 ,达

到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正是解释学本身的这种使

命 ,有人把它定义为“捍卫了实践理性和作为一种实

践哲学”的理论 ,从而注重了其广阔的社会科学方法

论和认识论的意义。因此 ,理解所蕴含的实践性是必

然的 ,理解主体的心理意向性决定了它要将自己特定

的视角应用于对象 ,使被理解项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

自身的具体化。旧解释学认为一个文本讲给一个特

定的人与它“属于所有的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而新解

释学的要求是 :每个文本必须根据理解者的目的来被

理解。目的性内涵于所有的理解情态中 ,正是在这种

情态中 ,理解者内在地发现了其自身在进行理解。比

如 ,“一个命令只有在它被某人服从时才存在。理解

命令就意味着将它运用到它所适合的特定情境

中”,〔11〕从而使一个命令具有了特定的语境。

进一步讲 ,理解是要阐明一切知识对我们世界经

验的总体关系 ,因而它是存在的基本特性 ,而不是任

何一种方法或技能。在这里 ,“哲学的解释转向是一

种实践的转向 ,一种支持实践向心性的转向 ⋯⋯在大

陆哲学中 ,这种‘实践———解释’转向被看作是哲学的

解释学”。〔12〕解释的实践性决定了它与其背景语境的

一致性 ,是与“当前活生生的现实”相谐调的。

伽达默尔理解语境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通过语境

的环节 ,通过自身方法论功能的充分展开 ,去创造实

现社会理性的条件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真

正融合与平等对话。真正的社会理性是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技术理性与道德理性、政治理性等各个领

域中基于人类共同性之上相互协调的理性 ,它克服

了科学理性的独断性 ,以人类的实践为基底 ,运用语

境方法恢复人类逻各斯的共同性 ,从而为人类的认

识打开一个新的视界 ,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4)动态性　语境的不断生成、变化决定了理解

活动也非静态的 ,语境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决定了理

解活动本身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传统的本质

主义和表象主义反对理解活动服从于不断的变化和

分解 ,认为变动不居的主体、语境不能成为真正的理

解 ,倡导以不可改变的、永恒的对象、文本为标准 ,使

得共相在绝对的方式上为理解提供客观意义。这样

一来 ,对一文本的理解完全可以是一次性完成的 ,无

须再次以不同的主体对它进行重新理解。但科学和

哲学的发展恰恰证明 ,对象的确立正是在变动不居

的世界中进行的 ,“一个对象应当在不同的条件或不

同的语境中表现出差异或展示出其未预料的属

性”。〔13〕我们不可能也无须求助于理解对象来消除

理解后果的差异性 ,丰富的语境本身已经为理解设

定了灵活的、生动的、可变换的可能世界 ,语境的动

态性决定了理解永远是在进行之中 ,理解活动永远

是开放的、创造的、永无止境的无限生成过程。

(5)相对性　与以上特征相联系 ,理解在失去其客

观性标准后 ,就摆脱了数千年来哲学思维的同一性模

式 ,变苍白单一的世界为丰富多彩的世界 ,变旧解释学

文本的封闭性为文本的开放性 ,体现了一种“文明的、启

示的、智力的、显现的”文化特征。理解语境表明“没有

一种合理的观点能证明世界可以呈现为一个绝对单一

的事实”。〔14〕一切都是相对自足的 ,都服从于它们各自

特定的轨迹 ,都有其自身的真理有效性条件。一言以蔽

之 ,“真理的标准是依赖语境的”。〔15〕

(6)整体性 　理解语境的结构性决定了理解各

要素的整体协同性 ,它消除了传统认识中那个泾渭

分明的界限 ,使理解活动呈现出立体的、涉及整个社

会不同层次的全方位的互补与交流的生动历史图

景 ,结束了“思辨”、“逻辑”、“客观性”等概念长期一

统天下的局面 ,代之以各种科学间相互交合的流动

的整合效应。

(7)普遍性 　早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 ,理解就已

经“不再是他人背后的思想行为 ,而是人的存在的根

本激动”。〔16〕伽达默尔继承了这一思想 ,认为理解经

验是人存在的本体 ,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赋予解

释学以本体意义。理解与人的存在是同一的 ,凡有

存在的地方便有理解和解释 ,而理解有语境就像它

有时间和主体一样实在。语境的本体论性导致了理

解的普遍性意义。

(8)消解性 　从理解语境的普遍性可以看出 ,理

解并非仅仅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联系 ,不是主体能

动地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客体的某种主观精神活

动 ,而是一种关系、一个过程 ,无所谓主客体 ,它是理

解者与本文、我们和传统相互交融的语境统一 ,这就

是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理解一开始 ,理解

者的视界就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界 ,随着理解

的不断深入、扩大 ,它们之间的不同与差异不断产生

磨合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视界 ,这个新的视界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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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者的视界也包括文本的视界 ,你中有我 ,我中有

你 ,已彼此分不清楚了。这一理论彻底排除了预先

设定主体在先或客体在先的先验主义 ,真理不再是

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符合 ,它不是被发现的 ,而是

被发明的。海德格尔曾说过 :“真理根本就没有认识

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17〕它是多元的、

相对完满的。

伽达默尔理解语境观的重大突破就在于它打破

了传统认识上的基础主义 ,反对独断与“思想霸权 ,”

恢复了理解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但他在批旧解释学

以及以往客观主义的流弊时 ,过分强调了理解语境

的方法论功能 ,使意义不免带有某种约定论的色彩。

事实上 ,语境的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完美的 ,它不能

离开其它方法而孤立地发挥作用 ,只有在与其它方

法的相互渗透和互补中 ,才能获得其恰当的地位。

　　同时 ,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作为一种全新的世

界观和理解方式 ,使人类的思想以较大的开放性和

灵活性去领会那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意义与真理 ,不

仅在哲学领域开一代风气 ,而且他把解释学方法应

用于社会的许多领域 ,重新刻划人与自然、人与人的

关系 ,倡导一种宽容的态度、谦逊的德行和开放的胸

襟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理性的重建。但他由

此把自己的解释学看作是一种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根本法则来指导人类的实践 ,就难免有失公允。

正如他在评价旧解释学时曾说 :“它们本身是一种有

限的真理价值 ,但是它们一旦想把握一切现象的总

体 ,想成为完整的 , 它们就立刻损失了这种价

值。”〔18〕这难道不也是对他自己解释学的评论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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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amer’s Contextual Vie w of Understanding
GUO Gui2chun 　L IU J un2xiang

( Philosophy Department , Shanxi University , Shanxi Taiyuan 030006 , China)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Gadamer’s hermeneutics is based on criticizing“The Lingual Turn”and connects

with“The Interpretive Turn”closely. Taking the contextual methods as his foothold , Gadamer understands mean2
ing with a strong postmodernistic tone. He does not accept the sole certainty and objectivity of understanding , but

holds that understanding occurs in a certain context and owns its meaning in a system in which many elements are

interacting and harmonizing. Thus , his theory shows the varieties of cognition and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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