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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先验的概念由杜夫海纳提出，但其理论存在诸多未决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对情感先
验的构成因素进行讨论。情感先验并非绝对是先天的，它是情感经验建构起来的一种情感认知模式，其本质

是人的自我意识及在自我意识参与下的符号叙述能力。情感经验是人在情感先验参与下与他人交往过程中

形成的情感体验与情感叙述进行对接的实践。情感先验与情感经验有相互建构、制约对方的互动机制。情感

特质不是对象本身的特质，而是在自我意识参与下的叙述文本的特质；情感范畴不是天生的范畴，而是在情感

经验的参与下形成的关于情感的类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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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情感先验的观念史

情感先验问题的提出者是杜夫海纳，启发他

灵感的是康德和胡塞尔。但是，杜夫海纳的情感

先验论的主要目的是证明情感先验的存在，并没

有对情感先验的构成因素进行足够具体的分析，

因而它是抽象的、不清晰的。张微认为，杜夫海纳

存在两个方面的理论失误：“第一，杜夫海纳的‘情

感先验’能解释审美认识中的‘同化’现象，而不能

解决更加重要的‘顺应’问题”；“第二，即使就‘同

化’而论，杜夫海纳的‘情感先验’也忽视了情感范

畴与情感特质的异向性的一面”。①这两个问题的

解决，有赖于对情感先验的构成因素进行讨论。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开宗明义地说：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

怀疑的”，“按照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

于经验的”。②所以，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就是

一种“固有的知识能力”，是一种认识的特性，表

示的是一种构成因素，它是认识的一个结构。以

此推之，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某种情感体验，需要一

种情感的认识结构，也就是先验的情感能力。情

感的获得，起源于经验，但是可能并不是从经验中

发源的。人必须具有一种情感能力，对情感的体

验才是可能的。然而，康德本人曾否认情感先验

的存在，可能因为他认为情感并非一种知识。康

德认为：“一切情感都是感性的”③（安倍能成说

“康德对感情的看法总是这样的”④）。在讨论

“敬重”这种情感的时候，康德说：“想要揭示出这

愉快（哈滕斯泰校正为‘这情感’，原文注）与任何

一种先天理念的关联就会是白费力气了。”⑤实际

上，康德并没有明确地否定情感先验，而是将情感

分为几种，他明确否认的是“道德情感”的先验

性，纯粹实践理性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将欲求能

力的一个客体（质料）预设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

一切实践原则，全都是经验性的”⑥。通过下文分

析，我们将会看到，康德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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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能力都是由经验建构的。但是他也有局限，

因为多数情感看似感性的，实则是有因果关系的，

“任何情感的产生，并非无缘无故，与认识、理解

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二者互为因果”⑦。世界上没

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杜夫海纳的重要功绩，是将先验论扩展到情

感领域，并认为情感先验由情感特质和情感范畴

组成。首先，他认为“先验本身具有情感性质，正

如知性的先验具有理性性质一样”。⑧由于这个原

因，可以顺利地推导出第二个观点，因为感觉是情

感的，所以“它的特点就是认识情感，而这种情感

乃是对象的第一特征”⑨。他进一步以有诱惑力

的女子为例，说明：“感觉就是感到一种感情，这

种感情不是作为我的存在状态而是作为对象的属

性来感受的。情感在我身上只是对对象身上的某

种情感结构的反应。”⑩杜夫海纳不仅与康德分道

扬镳，而且将情感先验从主体转移到客体身上。

情感不仅是“主体的某种态度”，而且是“对象的

某种结构”。瑏瑡

杜夫海纳所说的情感特质，“是一种具有客观

性的情感存在，同时还是一种‘遮蔽性’的存在，需

要借助某种显现方式把它揭示出来”，“情感特质只

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只有在情感范畴的参与

下才能把现实性变成可能性”。瑏瑢这样，他就把情感

先验视为主客体的融合，情感是主体对客体特性的

符合，是客体性质对主体结构的唤醒。

杜夫海纳的这一论断同样带来诸多疑惑点。

就拿杜夫海纳所举的“有诱惑力的女子”来说，他

认为不论观看者接受不接受她的吸引力，她的吸

引力都是客观存在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她身上

如同她腰肢的灵活或眼睛的颜色一样明显”，而

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个女人的吸引力，“那就是他

拒绝感觉，就像拒绝观看一样武断”。瑏瑣杜夫海纳

这个看法似乎也有点武断，至少他没有考虑物种

之间的差异。一个对男人而言有吸引力的女子，

在其他动物眼中不一定是有吸引力的；对雄猩猩

而言非常有吸引力的雌猩猩，对人类而言恐怕就

不会有任何吸引力。再有诱惑力的女子，对幼儿

和其他物种而言，这种诱惑力可能都不存在。所

以，“有诱惑力的女子”身上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

“情感结构”的属性，而是可能存在一种对某些人

类而言才会产生的叙述诱导力。康德将愉快和不

愉快的情感看作只能被经验性地认识，对其发生

原理存而不论。杜夫海纳将情感视为对象的情感

结构对主体先验情感的唤醒，这是对康德的重大

突破，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在杜夫海纳之前，舍勒就已经强调了情感先

验，弗林斯认为“舍勒的实质伦理学是一种情感

的、先验的客观论”瑏瑤，关子尹认为“除了海德格尔

外，当代哲学中最直接地申明人类情感的先验性

的当数舍勒”瑏瑥。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

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中专辟一篇共５章讨论“形
式主义与先天主义”，讨论“究竟有没有一门质料

的伦理学，它仍然在此意义上是‘先天的’”这一

重大问题。瑏瑦黄裕生撰写长文对此问题加以阐述，

认为“质料”是先验的，情感则是经验的：“价值级

序在本根上是基于感受、偏好与爱这类意向性情

感行为的秩序。”瑏瑧其基本逻辑关系是：“作为意向

性感受活动（价值感受活动）的情感先于所有其

他作为感受活动的情感（喜悦、愉快与忧伤、悲痛

等等）且构成后者的基础。”瑏瑨“爱奠定了一切意

向性情感行为与认识行为的基础，而情感行为与

认识行为则奠定了欲求行为、厌恶行为以及意志

行为的基础。”瑏瑩由此可知，在舍勒的哲学体系中，

存在一种先验情感，它奠定了一切情感的基础，这

种情感就是爱。但是，什么是爱？爱本身是否有

某种结构？舍勒的哲学就无法解决。

情感先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已

经不必再讨论，现象学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进步

已经将此问题揭示得相当清晰。从神经科学的角

度看，如果人脑没有处理某种感觉的能力，不能形

成相应的感觉，也不会产生有关这种感觉的概念。

所谓先验，其实就是人脑具有的一些认知结构。

神经科学的研究是从外部进入意识的，而先验哲

学是从内部进入意识的。神经科学处理原因，先

验哲学处理结果，神经科学解释机理，先验哲学处

理现象，二者不可相互取代。神经科学至今仍然

不能进入的地方，先验哲学却可以轻易地通过心

智本身的反观抵达。所以，对情感先验的研究，至

今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思辨与逻辑，但是可以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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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神经科学的某些研究成果。情感先验，不但不

可否认其存在，而且应该具体化和细化。

　　二、情感先验之一是符号叙述能力

在我们承认情感先验的存在之后，接下来的

问题就更为复杂，情感先验到底是什么？且不说

情感先验，即使情感是什么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

哲学家对其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也令人沮丧。

比如莱辛认为：“替人类情感定普遍规律，从来就

是最虚幻难凭的”瑐瑠。黑格尔更加绝望，认为“情

感是心灵中的不确定的模糊隐约的部分”，“情感

就它本身来说，纯粹是主观感动的一种空洞的形

式”瑐瑡。这种论调很多，原因可能是神经科学不发

达造成了认识的盲区。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
们对情感的认识都还一直处于不可知的状态，直

到杏仁核等脑功能被发现。科学家发现杏仁核参

与了多种情绪，瑐瑢在情绪环路是关键调节中枢。瑐瑣

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神经科学解决了什么问题，

而是神经科学如何解决问题。

从神经科学对情感研究的实验过程看，向大

脑输入的情绪信号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

都是某种符号或叙述。在情感实验设计中，实验

人员可能要求被测试者经历一些事情，看起来似

乎情感的刺激源可以是行为，但是如果受试者不

能将其转化的叙述，情感就不可能产生。另一部

分实验可以只让被测试者经历某些叙述。即是

说，几乎所有实验设计，都要利用叙述，将人置于

叙述的因果链之中。因此，任何情感的产生一定

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对一个与己相关的

叙述的反应。叙述是因，情感是果；叙述是本质，

情感是现象。情感是符号性的，因为情感是意义

的价值；情感也是叙述性的，因为情感处于因果关

系之中。刚出生不久的幼儿，将之置身悬崖而不

知恐惧，这是因为幼儿还没有叙述能力，不能叙述

掉下悬崖的后果。

情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特林布尔总结说：

“在哺乳动物进化的过程中，大脑结构发生了很

多根本性的改变，变化特别明显的是增强情感表

达方面的神经核和神经束。”瑐瑤进化使人具有了比

其他动物复杂得多的大脑皮质，影响了面部表情

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可以更加自由地控制自己的

情绪表现，进行更为复杂的社会交流。情感作为

处理现实的对象、现象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客

体和主体之间关系———的功能性存在，是人作为

群居动物的需要而进化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的

核心，就是叙述个体与他人、与事物的关系，通过

叙述逻辑判断个体将会面临怎样的结果，从而避

免可能的伤害，做出更有利的选择。“因为情感

的参与，人们才能对复杂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正常状态下，情感能帮助我们区分最重要和次

重要的事情，没有情感就没有理性。”瑐瑥所以，情感

不仅有叙述的因果结构，而且它本身又是理性的

前提，是生存因果链中的重要环节。

正如一定波长的波通过眼睛的处理在大脑中

呈现为颜色，一定的叙述结果在大脑中也呈现为

情感或理性。叙述可能导致主体发生两种反应：

理性反应和情感反应。理性处理叙述内部的关

系，情感处理叙述结果与主体自身的关系。情感

使大脑发出指令，令人做出相应的表情，采取相应

的行动。人能够感觉到激烈的情感刺激，然而情

感只是一个对某种叙述判断的应激，比如叙述文

本中的“刺点”，“刺点一般只是文本中的一部分，

但它却时常可以给人带来惊喜”瑐瑦，惊喜就是对一

个叙述解释的结果。“物体本身并不具备颜色，

颜色产生在观察者头脑”，“不同的观察者对于同

一物体会感受到迥然不同的颜色”。瑐瑧同样的道

理，叙述本身不具有情感，情感只是大脑对叙述的

应激反应。对于同一个叙述，不同的接受者会得

到迥然不同的情感。就这一点而言，杜夫海纳所

论的“情感特质”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外在事物

对象（比如一个有诱惑力的女人）并不具备情感

特质，有情感特质的只可能是一段叙述。叙述能

力是情感先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夫海纳关于情感先验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

“情感范畴”：“情感范畴表示向一个世界自我开

放的某种方式，即某种‘感’：我们有一种悲感或

滑稽感，就像有一种鼻感或手感一样。”瑐瑨本文部

分赞同这个看法，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确实需要

有一些固定类型的基础情感，以便人能够形成某

种反应机制。杜夫海纳又明确地否定了制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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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范畴表的可能性。瑐瑩本文认为，虽然我们不能

穷尽情感范畴，但是常见的情感范畴还是可以列

举分析的，毕竟人是能够遗传的，可能也正是处理

这些基本情感类型的能力，这一点正如眼睛有对

三原色的视椎细胞，只能感受三种颜色。但是情

感范畴又异常丰富复杂，有多少种叙述逻辑类型，

而人又能感受到它并激起情感反应，就有多少种

情感范畴，这一点正如三原色的不同组合，可以产

生无比丰富的色彩感觉。

因此，对引起单纯情感反应的叙述形态的研

究，可以揭示某种叙述形态激起某种情感反应的规

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情感先验研究的

着手点，是叙述能力与叙述类型。或者说，我们通

常所说的情感先验，其实就是人的符号叙述能力。

没有形成符号叙述能力的生物，不可能有情感。

　　三、情感经验是塑造情感先验的途径

情感先验只是人可以获得情感体验的可能

性。要获得情感体验，必须有经验的参与。经验

是形成符号叙述能力的关键步骤，所以情感先验

又是由情感经验塑造的。

首先，多数情感必须有丰富的情感经验作基

础才能够体验。几乎所有情感都不是生而具有

的，必须在出生之后很久才会形成，比如幽默感、

幸福感、宗教情感、羞感与耻感、荒诞感、烦、悔、忌

妒、敬畏、轻蔑，等等。跟某种年龄的幼儿谈这些

情感，基本上不能被理解，幼儿也基本上感受不到

这些情感。有一些基础情感可能产生得要早一

些，比如恐惧、悲伤、高兴，等等。从儿童心理发展

的角度来说，情感的产生有一个顺序，儿童的情感

发展都是“由喜怒哀乐等一般情感到理智感、道

德感、美感等复杂情感的顺序发展”瑑瑠。皮亚杰认

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

主义紧密地连续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

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

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

（或较复杂的）结构。”瑑瑡缪斯将其概括为：“知识

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学习的，而是通过经验建构

的。”瑑瑢情感亦是如此，我们常识中认为是情感先

验的东西，其实是经验的积累。从情感本身的形

态来看，莱辛发现：“自然界从来就没有任何一种

单纯的情感，每一种情感都和成千的其他情感纠

缠在一起，其中任何最细微的一种也会使基本情

感完全发生变化，以致例外之外又有例外，结果那

个所谓普遍规律就变成只是少数几个事例的经

验。”瑑瑣既然没有单纯的情感，也就没有简单原始

的情感范畴。情感范畴在人的意识中并非生而具

有，而是通过叙述经验不断地被建构起来的。可

能只有快感和痛感是天生的，这两种情感是建构

其他一切情感的基础，其他情感的解释最终也要

落实到这两种情感之上。

其次，叙述能力越差的人的情感类型越空泛

单薄，情感丰富的人一般都有很强的叙述能力。

《小二黑结婚》里的于福，老实巴交，不多说一句

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他叙述能力差，情感当然也

就单调。三仙姑爱热闹，喜欢和人交往，叙述能力

极强，情感自然丰富。于福理解不了三仙姑，三仙

姑也瞧不起于福，为了让丰富的情感得到理解，三

仙姑就摆起了香案，红杏出墙在所难免。刘勰说：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

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瑑瑤至少有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山海本无情，是人赋予其情感；第二，文人墨

客情感丰富，才能让山海也满溢情感；第三，“才”

之多少决定了情感的丰富程度；第四，“与风云并

驱”的“才”其实就是叙述，情感随叙述而产生。

要成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就要积累丰富的情感

经验，就要做到“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

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瑑瑥。要表达这些情感经验，

只要掌握运用恰当的叙述方式，不必再调动情感，

“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

也。”瑑瑦这就说明，情感经验的积累与表达情感方

法的训练，关键都在叙述能力的培养。从这个意

义上说，杜夫海纳将情感范畴都看作情感先验也

存在一定问题。除了一些基础的情感范畴可以诉

诸先天因素外，大部分的情感范畴是由情感经验

塑造的，情感经验是在叙述过程中获得的。

再次，自体是通过情感经验建立并发展起来

的。当代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理解和调节情绪对

于自体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情感首先是通过

母亲调节的”，“最初的自体是躯体的自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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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事情发生的自体，接着是更多地为愿望或意图

驱使事情发生的自体，之后自体有了叙述的能力。

最终，最成熟的自体的本质是对一个自传性自体

的自省认识”，自体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渐被

储存的记忆。瑑瑧情绪成分和语言之间是整合的、相

互促进的，情感范畴的形成也是与语言紧密相关

与互动的。人的自我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情感范畴

不但可以生长与发展，而且随着语言叙述能力的

增强而不断完善。李泽厚以“仁”为体，得出这样

一个关于情感的论断：“作为历史积淀物的人际

情感成为‘宗教性道德’的律令根基，但它并不是

当下情感经验以及提升而已。它是一种具有宇宙

情怀甚至包含某种神秘的‘本体’存在。”瑑瑨他的

意思是，情感本身是“宗教道德”的基础，但是情

感并非完全由情感经验塑造，“宗教性道德”还包

含情感经验之外的东西。李泽厚这个看法实际上

与情感现象学无关，但是他默认了情感必然是

“情感经验”的提升和情感历史的积淀，情感经验

在情感的积累和人类的形成与完善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最后，情感是一种解释。情感是对叙述的解

释，没有解释就没有情感，解释必须在经验中进

行。人之所以喜，是因为将某事解释为喜；之所以

悲，是因为将某事解释为悲。克劳斯因此认为：

“基于情感的解释并不纯然是情感性的，它并非

没有反思性。”瑑瑩但是，人们可能因为“感情—表

情”被视为“人类共相”而被忽视其差异，因为人

类共相被看作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基本特征，

是“人类共同的一些意义方式，在人类存在的岁

月中不会变化”瑒瑠。无论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

由于情感是人类的一种意义方式，而意义是需要

解释的，所以情感就是解释。又因为“符号文本

的解释需要一个规定的方向”瑒瑡。情感既可能使

解释选择某个方向，也可能因不同的解释方向而

产生不同的情感。这样，情感经验与情感先验就

成了互相建构对方的途径。

　　四、情感先验之二是自我意识

上文说过，情感处理叙述结果与主体自身的

关系。如果没有关于自我的意识，即使有叙述能

力，也不可能产生情感。因此，情感先验的第二个

要素就是主体的自我意识以及将叙述与自我进行

关联的能力。情感主体必须将自我“代入”叙述，

让作为叙述者的自我与被叙述的人物产生“同一

性”，从叙述中引发叙述者自我的某种后果。

辛德勒认为：“人的所有行为、感情、举止，甚

至才能始终与自我意识息息相关。”瑒瑢也可以这么

说，自我意识影响了情感，情感影响人的行为举

止，行为举止影响人的才能。概而言之，人的自我

意识与人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卢卡奇说：

“人的情感或许可以把上述情况普遍化为一种与

人的存在的基本结构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现

象。”瑒瑣他所说的“上述情况”包括审美主观性的

规定与人类自我意识之间的确证关系、极端的唯

我论的主观性的个体性、个人带有的强列情感倾

向性导致的相互理解的不可能性等。瑒瑤这是从情

感的功能方面谈的，意思是说情感与自我意识及

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然而心理学家劳拉·Ｅ．贝
克却将人的情绪分为基本情绪和自我意识情绪两

种。自我意识情绪是人类的第二套高级情感，包

括羞怯、窘迫、内疚、嫉妒和自豪，“这些情绪涉及

对自我意识的伤害或加强”瑒瑥。他把快乐、好奇、

惊讶、恐惧、愤怒、悲伤和厌恶纳入基本情绪之中，

认为这些情绪“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中普遍存

在，具有促进生存的长期进化历史，并且可以从面

部表情直接推理”。瑒瑦由于这个论断预设了一个

“除人之外的灵长类动物没有自我意识”的前提，

所以看起来似乎是不错的。然而为什么不认为其

他灵长类动物因有这些“基本情感”而有自我意

识呢？这似乎有人类中心主义在其中主导。

另一方面，人们又反过来认为：“人的情感意

识构成了自我意识的核心内容，而自我意识又是

个性主体据以建构和操作其他意识的认知基

础。”瑒瑧情感与自我意识就这样被看作一种相互作

用、相互成为对方的内容和基础，进入了解释的循

环。由于我们无法确认动物是否有自我意识，所

以无法确定动物是否有情感。但是此解释可以反

推：由于我们可以确认动物有一些基本情感，所以

可以确定动物在某种程度上有自我意识。自我意

识是情感的发源地，是一切情感产生的根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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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德拉·索尔纳多用他诗性的语言对此加以描

述：“自我意识是最邪恶的恶魔。自我意识告诉

你什么是物欲，告诉你要为满足物欲而战”，“自

我意识不停吼叫，打乱大脑里的秩序。自我意识

让你在限制与恐惧中颤动”。瑒瑨这是因为，只有自

我意识才能让自我与对象发生关联。没有自我意

识，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也就不存在自我与对

象的关联。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

论述“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

既是一个自我，也是一个对象”，所以“意识在自

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找到它

的转折点，到了这个阶段，它才从感性的此岸世界

之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之

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进入到现在世界的精神的

光天化日”。瑒瑩所有意识的转折点，都在自我意识，

只有在自我意识之中，精神才可能将对象转变为

自我，也才能将对象与自我自然地缝合在一起，这

也就是情感产生的根源。因此，费舍尔认为，自我

意识（元认知）“是我们进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世

界的通道”瑓瑠。关于自我意识的讨论极多，但是至

今没有一个科学理论能够完美地解释自我意识产

生的机制，我们只能将自我意识的产生看作一个黑

盒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的情感的产生与

自我意识密不可分，没有自我意识就不会有情感。

阿Ｑ被看作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典型。阿 Ｑ
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他极其善于调整自

己的情感，他能把一件于己很悲伤的事叙述成一

件让自己很高兴的事，其方法就是调整对自我的

定位与判断。陈宣良说：“阿 Ｑ的忘却，正是他缺
乏自我意识的一种标志。”瑓瑡忘却的是经验，所以

没有经验就没有自我意识，当阿 Ｑ的自我意识淡
化或被调整之后，他的情感体验也就变了，他就可

以把悲伤叙述为快乐。当然，这里的“没有自我

意识”是不准确的，应该说阿 Ｑ对自我意识的内
容进行了调整。

自我意识并非生而具有，而是随着年龄的增

加在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心理学家提出自我意识

发展的三个阶段模式：“人出生时，物我不分；七

八个月时自我意识开始萌芽；两岁左右的儿童，掌

握第一人称‘我’的使用；３岁左右的儿童，开始出
现羞耻感、占有心。”瑓瑢这就说明作为情感先验的

“自我意识”本身并非先天，而是由经验建构起来

的。萨特认为，只是由于他人意识的出现，自我意

识才会发生，“他人”是“自我”的先决条件，“‘被

别人看见’是‘看见－别人’的真理”。瑓瑣恰如刘勇
评《阿Ｑ正传》时所说：“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
其自我价值永远是以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来衡量

的。”瑓瑤对他人的认识只可能在经验中发生。陈宣

良认为：“回忆，正是人有自我意识的一个最基本

的标志”瑓瑥，而回忆必须以经验为基础。这种种迹

象都证明自我意识是在经验中形成的。自我意识

可能因个体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是“自我指向性”并

不因自我意识不同而不同，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又

是由逻辑结构决定的，仍然带有结构上的先天性。

综上所述，情感是情感先验与情感经验合作

的结果，是人脑对情感叙述文本处理结果的反应。

情感先验并非绝对是先天的，它本身又是情感经

验建构起来的一种情感认知模式，其本质是人的

自我意识及在自我意识参与下的符号叙述能力。

情感经验是人在情感先验参与下与他人交往过程

中形成的情感体验与情感叙述进行对接的实践。

情感先验与情感经验有相互建构、制约对方的互

动机制。情感特质不是对象本身的特质，而是在

自我意识参与下的叙述文本的特质；情感范畴不

是天生的范畴，而是在情感经验的参与下形成的

关于情感的类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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