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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确保交往行为者们达成相互理解的背景假设，在形式语用学和交往行为理论中居于重
要地位。目前关于哈氏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谱系学认识误区，即认为他的思想渊源仅限于现象学
的生活世界理论而无关其他。实际上，将思辨的欧陆哲学与分析的英美哲学融入一炉的哈氏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他的综合性，生活世界的谱系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哈氏生活世界理论的思想源泉来自以下五个方面：现象学
的生活世界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的生活世界理论；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论；米德的自我理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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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文化是储存起来的知识，交往参与者通

一、引言：关于哈氏生活世界理论研
究的一个误区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降，学界关于哈贝马斯生活
世界理论的研究主要依循以下三个视角：一是从社会
批判理论的视角分析交往行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二
是从社会构成理论的视角评析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
系；三是从形式语用学的视角阐释意义与生活世界的
关系。虽然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
的理论成果，但目前，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谱系学研
究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即认为他的思想渊源仅限于
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而无关其他。其实，哈氏思想
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他将思辨的欧陆哲学与
分析的英美哲学融入一炉，将其作为共同的思想源泉
吸纳到社会批判理论之中。哈氏生活世界的谱系学也
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本文从分析哈氏生活世界理
论的特征与来源入手，以试图纠正这一误区。

过相互就某事达成理解，而用这些知识来支持自己的
理解。”[1](82)社会是由制度或法律等规范手段所引导的
某种秩序性。
“社会表现为制度秩序、法律规范及错综
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实践和应用。”[1](84)个性结构是使
交往主体获得言语和行动功能的某种能力和资格，也
就是说，凭借这种能力和资格，交往主体获得了参与
相互理解过程的功能。
“一切促使主体能够言说并且行
动的动机和能力，我都把它们归入个性结构。”[1](83)
文化、社会、个性结构不应当被理解成为帕森斯式的
用以调节行为的各种系统，而应当看做不同表现形式
的交往行为得以成功进行的意义语境。作为背景知识
的生活世界为交往行为者达成理解提供必要的知识储
备库，这种知识是一种非主题化知识，这个意义世界
也只能穿透不能超越。生活世界的三个特征是绝对的
明确性、总体化力量和背景知识的整体论。[1](79)总之，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具有自明确然性、非对象性、奠
基性、主体间性、主观性和相对性[2]。
需要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明确区别了“生活世界”

二、哈氏生活世界理论的特征

概念和“世界”概念。他认为，交往行为有一个三重
的世界关联网络，即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交往行为反思地与上述三个世界相关联，因此世界是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文化、社会和个性结构的
统一体。文化是交往行为主体进行理解的知识储备库。

一个形式概念。客观世界指实际存在的事态世界[3](85)，
也就是人之外的物理世界，通过真实性命题予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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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指受规范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世

以直观到的事物的总体，具有直观性和主观性。直观

界。
“社会世界是由规范语境构成的，而规范语境则明

性在于它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

确了哪些互动属于合理人际关系总体中的一个方面。

予的、被经验到并且能够被经验到的世界”[5](58)；主

有效规范所适用的行为者(有效规范也被他们接受

观性在于它能随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

[3](87)

社会世界通过

化。但胡塞尔又反对仅仅将“生活世界”视为纯粹客

断然性命题予以表达；主观世界是有能力的言语者的

观给予的东西，而应该将其纳入先验现象学的视域。

意图、愿望、感情等内心经验世界，通过经验性命题

二是先验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意指前科学的、前概

予以表现。
“我把这种主观世界定义为主体经验的总体

念的和前理论的先验的原发境域，具有非主题性和奠

了)，同样也属于这个社会世界。”

[3](91)

因此，世界是交往行为主体从事活动时的外

基性。非主题性是说生活世界是一个毋庸置疑和不言

在环境因素的总和，可以主题化，具有经验论色彩。

自明的前提，不能将其视为主题进行论证。奠基性是

而生活世界是相互理解得以可能的必要要件，是“言

指生活世界是我们的经验由此出发的基地，以此为基

说者和听者相遇的先验场所”，具有先验论倾向。

础，一切经验才得以可能。由此，我们可以将胡塞尔

性。”

的“生活世界”定义为“非主题性的、奠基性的、直

三、哈氏生活世界理论的思想来源

观的、主观世界”[7]。
胡塞尔对哈贝马斯的影响在于生活世界的核心内
容。他承接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核心内容而否定了胡

综合来看，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思想源泉并

塞尔先验回溯的理论方法。
“我在这里不想使用胡塞尔

不仅限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除此之外，给予哈

的方法和他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的语境，但我吸收了胡

贝马斯启发的思想动力还包括：现象学社会学的生活

塞尔研究的核心内容。”[1](73)所谓“核心内容”是指哈

世界理论；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论；米德的自我理论；

贝马斯所接受的生活世界的非主题性和奠基性。一方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

面，非主题性表现在哈贝马斯也将关于生活世界的知

(一) 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

识称之为“非主题性的知识”或“背景知识”。“和一

虽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早在《笛

切非主题性知识一样，生活世界的背景也是潜在的，

卡尔的沉思》之五中就已经首次提出了“生活世界”

通过前反思才能表现出来”[1](79)。另一方面，奠基性

这个概念[4]，但直到《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

表现在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视为“意义的基础”，“胡

象学》才对其进行了最系统化的阐释。生活世界概念

塞尔用非主题性知识的概念已经指明了一条揭示这种

是胡塞尔为解决“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表现的科

意义基础的路径”[1](73)。

学危机”而提出来的。何为欧洲科学的危机？简言之，

(二) 现象学社会学的生活世界理论

当时欧洲盛行的实证科学用客观化和数学化的思维方

现象学社会学的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裔哲学家阿

式扼杀了普通人的人性化和世俗化的思维方式，不仅

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他对生活世界理论的

人的世俗生活受到技术理性主义的宰制，更重要的是，

系统阐述对哈贝马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舒茨的生活

实证科学完全忽视了人的生活价值和意义。
“现代人让

世界理论也明显受到胡塞尔的影响。舒茨视域下的生

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

活世界也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

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

主体间的文化世界，但他舍弃了胡塞尔的先验性。所

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

以，舒茨的学生那坦森才将生活世界的含义概括为“包

[5](5)

问题。”

被剥离了生命意义与生命价值的人被科学

主义所事实化了，成为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
“只见事

含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8]。
舒茨生活世界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

。危机的根源何

面：首先，生活世界与自然态度和主体间性具有关联

在？一言以蔽之，科学世界的自然主义和客体主义遗

性。在自然态度视角下，人们认为生活世界是理所当

忘了作为人的意义基础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现象学的

然的实在领域，生活世界对于成年主体来说是毋庸置

根本任务就在于重新揭示科学的性质及起源，恢复科

疑的，人们的所有社会行为，都是以这个确定无疑且

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结合关系，从而克服“现代科学

自我确证的生活世界为基础。
“在自然态度中，我发现

[5](5−6)

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

的危机” 。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具有双层意蕴。一是自然态度

我自己所在的世界总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且自我确证

中的生活世界。意指直接朝向我们发生的、原则上可

在 我 的经 验中 所 给予 的一 切 事物 的未 经 检验 的基

[6]

为‘真’，我生于其中且我认为它先于我而存在。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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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9](4)在主体间性视角下，生活世界在一开始就具

化[11](130)。② 主体间的有效性。哈贝马斯认为，生活

有主体间性。
“我们已经证明了生活世界在最初就是主

世界主体间的有效性不能仅仅建立在社会的先在性之

在这个主体间的世界中，人们理所

上，生活世界应该先于任何可能的分歧且不能成为主

当然地将他人作为存在而予以接受。他人与我经验着

体间共享知识的争议主题，最多只能碎片化[11](131)。③

同一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视角互换来达成相互间的

哈贝马斯赞同舒茨生活世界具有的总体性、非决定性、

彼此理解。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人也存在于我的世

渗透性和界限性的特征并做了更加明晰的阐释[11](132)。

界中，这种存在不仅在身体上和其他对象上相同，而

此外，舒茨的知识储备库理论也成为哈贝马斯生活世

且在意识方面也与我的意识具有本质性的相同。起初，

界的结构要素(文化)的直接来源。
“在我看来，文化是

我的生活世界就不是一个我的私人世界，而是一个主

储存起来的知识，交往参与者通过相互就某事达成理

体间的世界。
”[9](4)其次，生活世界的结构。舒茨早在

解，而用这些知识来支持自己的理解。”[1](82)

[9](59)

体间的世界。
”

《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就对生活世界的结构进行了

(三) 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理论

系统阐述。他对生活世界的结构持有一种形式化区分

涂尔干(Emile Durkheim)集体意识理论对哈贝马

的观点，认为社会世界包括四个相互区分的领域：直

斯生活世界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体意识是指“社

接经验的世界、同代人的世界、前人的世界和后人的

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12](42)。集体意

世界[10]。他也将这种区分称之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分

识具有普遍性、趋同性和遗传性。普遍性是指集体意

层”[9](35)。在后来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中，舒茨依

识是全体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互动中，通过相互作用

然坚持这种观点[9](59−92)。再次，知识储备库(the stock of

而形成的一种散布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信仰和感情。
“严

knowledge)问题。舒茨十分重视生活世界中的知识储
备库问题，他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
的考察。一方面，静态分析是指探究知识储备库的构
成要素。舒茨认为，知识储备库由基本要素、中级要
素和特定要素三部分组成。基本要素是指关于所有经
验的限定条件的知识，包括我对内在绵延的认识，对
个别情境在世界时间内历史性和有限性的知识，对肉
体的限制的知识，对经验的空间、时间和社会结构的
知识[9](135)。中级要素是指关于例行的知识或习惯的知
识，包括技巧、有用的知识和诀窍知识[9](105)。特定要
素是指在特定经验中沉积下的且被作为经验的核心而
主题化的知识[9](135)。另一方面，动态分析是指探究知
识储备库的形成过程。这个形成过程主要包括知识获
得的历程，知识获得的持续、知识获得的中断以及知
识获得的限制。
哈贝马斯将舒茨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基本特征总结
为三个方面：① 生活世界是一个被朴素地熟悉的、给
定的不成问题的背景世界；② 共享的这个世界具有主
体间的有效性；③ 生活世界具有总体性、非决定性、
渗透性和界限性的特征。[11](128)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
舒茨对生活世界的定性是不全面的，应该进一步深化
对它的认识。可取的路径是把生活世界放在交往行为

格地说，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
[12](42)

。趋同性是指每个人由于集体环境的大致相同所

导致的集体意识的近似性。
“在较小的社会里，每个人
所面临的生存条件都大致相同，本质而言，他们的集
体环境也是比较具体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社会
范围内，他们的意识状态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
[12](244)

遗传性是指集体意识的代际承接关系，即当前的

集体意识是前代人长期积累与传承的结果。
“它并不会
随着世代的更替而更替，而是代代相继，代代相传。
”
[12](42)

集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在于它的社会整合。由于它

所具有的普遍性、趋同性和遗传性等特征，决定了它
对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功能，从而起到保持社会秩序，
维护社会团结的社会整合作用。“无论范围是大是小，
它所具有的一般的社会整合功能显然是建立在包含着
某种共同意识同时又受到这种共同意识规定的社会生
活的基础之上的。”[12](71)集体意识的社会整合作用在
不同的社会也发生着变化。在“机械团结”的社会里，
集体意识驾驭着大部分个人，也可以说，集体意识是
维系社会的唯一因素。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里，
集体意识的作用明显弱化，但弱化的只是范围的缩小
和作用的减弱，其本质并没有改变。
哈贝马斯从涂尔干集体意识理论中吸取了以下两

理论的视域中，将其作为交往行为的互补概念来看待。

方面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社会整合功能。涂尔干将

因此，哈贝马斯进一步扩展了舒茨对生活世界基本特

社会群体的生活世界视为群体聚合的粘合剂，从这个

征的界定。① 生活世界的不成问题性。舒茨认为，
“除

观点出发，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不仅仅为交往行为提

非得到进一步的注意，否则朝向我们的任何事态都不

供了一种背景，而且担负着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认识并不彻底。他

个人社会化的功能，进而确保了主体间有序的人际关

认 为 生活 世界 永 远都 不能 问 题化 ，最 多 只能 碎片

系的稳定，从而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其表现形式是

[9](4)

能问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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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法调节的人际关系协调人的行为和稳定群体同

(五)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

一性，这种方式在社会整合受到干扰的情况下看得更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1](140)

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的结构特征。从生

开始侧重研究本体论，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

活世界的形式化概念来看，涂尔干将生活世界的区分

波普尔把世界上所有的现象，依据各自的存在方式划

化进程理解为文化、社会和个性的分离。在哈贝马斯

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指物理世界，是由客观世

看来，文化、社会和个性不应该从生活世界的更新进

界中的一切物质及其各种现象构成。第二世界是指人

程来看，而应该从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要素角度来理

的精神世界或心理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

解。
“涂尔干将生活世界的区分化进程理解为文化、社

主观经验等，即第二世界就是指人的主观世界；第三

会和个性的分离过程。我们现在必须从生活世界的结

世界是指客观思想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产物或

加清楚。

[11](133−134)

构成分角度来介绍和解释它们。”

精神产品的世界。
“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

(四) 米德的自我理论

世界；第二世界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

作为符号互动理论的奠基人，米德(Mead)的自我

世界是概念东西的世界，即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

理论对哈贝马斯的启发甚大。自我理论的基本内容主

——它是可能的思想客体的世界：自在的理论及其逻

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进化论视域下的自我形成过

辑关系、自在的论据、自在的问题境况等的世

程。米德认为，通过语言媒介，个体得以由生物个体

界。
”[14](164−165)依据波普尔的观点，三个世界不仅具有

转变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心灵有机体，这是一个不断进

上述所言的各自的客观实在性和独立自主性，而且三

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模仿阶段、

个世界之间也有相互作用的关系。第一世界与第二世

游戏阶段和“泛化的他人”阶段。
“自我是逐步发展的；

界相互作用，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相互作用，第二世

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

界能够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的任何一个相互作

产生的。”

[13](120)

其次，自我的二重性。米德把个人区

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不能相互作用，除非通

分为“主我”和“客我”。自我是“主我”和“客我”

过第二世界的干预。[14](165)在三个世界中，波普尔特别

的有机统一，二者互为依存，共同构成完整的社会个

强调第三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在科学哲学中的地

体。“主我”是机体对他人的态度的反应，“客我”是

位[14](166−167)。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约克大学贾维

有机体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13](155)

(I. C. Jarvie) 教授第一个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引

最后，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米德以一个客观的社

入社会学行为理论之中，并根据第三世界的模式来分

会过程为起点，借助于语言把社会交往过程输入个体

析社会生活关系。
“我们已经证明，社会是一个介于坚

内部，由此个体把社会行动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在这

硬的物理世界和柔软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独立领域。这

个互动过程中，社会不是一种客观实体，而是相互作

个领域、实在或世界，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它都具

用的框架，它以自我和心灵的本性为前提。社会制度

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15]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贾维所引入的行为理

乃是一套特殊的相互联系的角色，一个制度便是一套
群体或社会的行为的组织形式。[13](309)
哈贝马斯从自我理论中获得了如下启示：第一，
生活世界的进化论倾向。依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米德
互动社会的进化论倾向，其实就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
理化[11](107)。由此，哈贝马斯将米德的社会进化论观点
纳入到交往理论之中，生活世界具有了重复再生产的

论视域下的社会世界(第三世界)概念给哈贝马斯的形
式世界概念(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提供了原
初思路。哈贝马斯批判地承接了波普尔和贾维的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贾维的理论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抹
杀了对待文化传统的表现立场与假设—反思立场之间
的差别；二是忽略了文化传统中不能还原为“思想”
或真实性命题的内容；三是不容许把文化价值与价值

维度。第二，个人的社会化。哈贝马斯将米德个人社

在规范中的制度体现区别开来。[3](79−80)为了解决贾维

会化的观点揉入生活世界的结构要素之中，从而使人

的上述问题，哈贝马斯作出了以下修正：一是用构成

的个性得以不断更新，维持生活世界的进化与稳定。

论的世界概念来取代本体论的世界概念，并把“世界”

第三，语言的媒介作用。哈贝马斯也承接了米德将语

和“生活世界”这对概念区别开来；二是用根据不同

言视为社会互动的媒介的观点，特别是语言对生活世

的有效性要求而区分开来的文化知识概念来取代被认

界的再生产的作用。
“正如我们从米德处所学到的，语

知主义搞得片面化的“客观精神”概念；三是把世界

[11](137)

言媒介实现了生活世界的再生产。
”

概念从它的有限的本体论内涵中解脱出来[3](8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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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出版社, 1994: 1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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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and origin of Habermas’s life world theory
——Based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aspect in the study of it
LIU Zhidan
(School of Marxism, Liaoning Shihua University, Fushun 113001, China)
Abstract: The life world is the background assumptions by which Habermas guarantees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ommunication actors. I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formal pragmatic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At present,
there is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genealogy in the study of Habermas’s life world theory, that is, Habermas’s source of
ideas just stems from the phenomenological life world theory. Indeed, synthes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his
thought which integrats speculativ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with analytical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which the
genealogy of Habermas’s life world reflects. Therefore, the source of ideas of Habermas’s life world theory lies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 phenomenological life world theory;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ical life world theory;
Durkheim’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ory; Mead’s self theory; Popper’s three-world theory.
Key Words: Habermas; life world; life world theory;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ory; self theory; three-worl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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