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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历史上对爱有各种不同理解，根源是人们未将爱与欲、爱与恩、爱与喜、爱与美等

概念作细致的区分，而且讨论的爱之对象及爱之方法各不相同。从符号现象学角度看，爱是表示“肯

定他者在”的情感模态，与欲、恩、喜等基础情感乃至美的概念都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爱还可以与其

他单纯情感组合成各种复合情感，包括恩爱、喜爱、同情、爱欲、敬畏等。爱建立了自我与他者的连

接，被赋予了天然的正义性，与爱组合的各种情感也因此被赋予正义性。通过教会人们 “爱什么”

和“如何爱”，可以引导人类行为、培养公民人格和价值观、完成人类合作。只有明确了爱的原理，

才能找到一个人类情感的基点，人工智能才可能以此为起点完成对人类情感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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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 “爱”的复杂理解

及其概念纠缠

对于爱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从小到大可

能听到过不下一百个答案。特别是千百年来经

久不衰的文学主题———爱情故事，不断演绎人

们对于爱的不同理解，造成人类这一基本情感

的内涵变得极其复杂。不论是中国哲学还西方

哲学，都极其重视 “爱”这个话题。 《论语》

中不断提到“爱”，诸如 “节用而爱人”“泛爱

众，而亲仁”“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等

等。孔子不断强调 “爱”的作用，强调以仁爱

治天下，成君子之美德。与孔子相似，柏拉图

也非常详细地讨论过爱。 《会饮篇》的主题就

是讨论爱的，它不但是柏拉图写得最美的文章

之一，而且是奠定了西方哲学和艺术学的重要

基石。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很多都

强调爱的作用，比如墨子谈 “兼爱”，朱熹说

“仁者爱之理”，新文学初期冰心弘扬 “爱的哲

学”。多数宗教也以爱为立教之本。基督教以

“博爱”为其基本教义，佛教以爱众生、慈悲

大爱为其基本教义。从一开始，爱就被赋予了

美好的品质，既代表了人类美好的德性，又能

救世人于水火，甚至可以使天下走向大同。

古往今来对爱的各种不同理解，差异主要

来自以下方面。第一是各家切入角度不尽相同，

第二是各家讨论的爱的对象不同，第三是爱的

层次不同。 《会饮篇》中的讨论，就已经显现

了这三种不同。苏格拉底之前的几位发言者:

斐德罗、鲍萨尼亚、厄律克西马库、阿里斯托

芬和阿伽松，他们讨论问题的重点就各不相同。

斐德罗谈的主要是爱情带来的强大力量，主题

是爱的作用; 鲍萨尼亚认为有天上的爱和地下

的爱两种，谈论与爱相伴的道德，主题是爱的

目的; 厄律克西马库追溯爱的生物起源，认为

爱就是达成和谐，只有通过爱才能取得快乐;

阿里斯托芬通过神话故事讨论爱的本质，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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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是为了使被分割了的、残缺的人获得原初

的完整性; 阿伽松通过讨论爱神的正义、节制、

勇敢的特征和创造性能力，总结了爱神创造的

各种美德和带来的各种幸福，继续讨论爱的本

质和功能。苏格拉底首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否定

了前述论者的假定，认为爱既不是美的也不是

善的。然后转述一位曼提尼亚妇女狄奥提玛对

苏格拉底的谈话谈了对爱的理解。爱者和被爱

者不同，被爱者会被当作全美、全善、文雅、

有福的，而爱者本身是不完美的，爱的行为就

是在身体和灵魂中孕育美，一切可朽者都在尽

力追求不朽，而生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

径，美主宰生育，爱不是对美本身的企盼，而

是在爱的影响下企盼生育，所以爱就是对不朽

的企盼，这就是爱的原因。与生育繁衍后代一

样，有智慧和美德的心灵也企盼找到另一个美

的心灵播下种子，这个有美好、优秀、高尚的

心灵的人就会成为他的恋人，生下他们多年孕

育的结果。更进一步说，爱有一个逐渐上升的

过程，从肉体之美到心灵之美，到法律和体制

之美，再到各种知识之美，最后抵达终极启示

———美本身。 “这个美不是可朽的血肉身躯之

美，而是神圣的天然一体之美。” “当他在心中

哺育了这种完善的美德，他将被称作神的朋友，

如果说有凡人能够得到不朽，那么只有像他这

样的人才可以获得。”① 苏格拉底的发言，核心

问题是爱的对象在逐步变化上升。而爱的基础，

是生存繁衍，与进化论的观点保持了高度一致

性，因而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柏拉图

开启了赞美爱神的源头，之后对爱的研究长盛

不衰，爱可能是被人类谈论得最多的一种情感。

《会饮篇》讨论爱的时候有两个比较明显

的特点，第一是把爱与美联系得非常紧密，第

二是爱与欲没有被分开，专用词是 Eros，既表

示爱又表示欲，准确译法是 “爱欲”。参与讨

论的人都承认，爱的对象一定是美的。狄奥提

玛谈话与其他人谈话的不同在于，他没有简单

地把美的东西作为爱的对象，而是认为美主宰

生育，而爱追求不朽，美的东西更适合生殖繁

衍，更有利于达成不朽。但是随着谈话的继续，

爱与美又逐渐合一，“当原先那种对美少年的爱

引导着我们的候选人通过内心的观照到达那种

普世之爱时，他就已经接近终极启示了。”② 最

终，她从开始关于 “爱”的话题，得出了一个

关于“美”的结论。另一方面， 《会饮篇》基

本上把“爱”和“欲”视为一体。有的时候二

者略有区别，比如鲍萨尼亚的发言中说阿佛洛

狄忒的爱 “统治着下等人的情欲”，在阿伽松

的发言中则有 “控制我们情欲和快乐的爱神就

可以视为节制本身”③ 等; 有的时候爱和欲就

是一回事，在厄律克西马库的发言中，爱和欲

就是混用的，比如 “医学可以说成是一门研究

身体爱什么的学问，或者说 医 学 研 究 的 是 欲

望”，在狄奥提玛的发言中则有 “爱这种人人

皆知的、能迷倒所有人的力量包括各种对幸福

和善的企盼”④ 等; 在笔者看来，不论是上文

提到过的对不朽的企盼，还是这里所说的对幸

福和善的“企盼”，都是一种 “欲”，而不仅仅

是“爱”，因为“企盼”“欲”促使情感主体行

动，而“爱”仅仅是一种判断。爱常常是欲的

原因，但爱并不是欲本身，因为恶 ( wù) 、怨

也可以是欲的原因，只不过它们常是破坏欲和

仇恨的原因，恰如 《论语》所言: “爱之欲其

生，恶之欲其死。”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很可

能是词的偏义现象。 “欲”在多数情况下被理

解成“想要得到”之意，而 “想要破坏”的欲

望，则需要加上限定词。这种偏义现象，从古

有之。 《论语》中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如果换成 “己所不爱，勿施于人”似乎

也说得 通，而 孟 子 所 说 的 “鱼，我 所 欲 也”，

似乎也可以很自然地解释成 “鱼，我所爱也”，

这里的“欲”，与 “爱”所要表达的意思差不

多。在汉语中，这两个词都可动可名，做名词

用的时候，表示欲和爱的对象，而这个对象，

往往是我所爱的，因为爱而想得到，所以又是

我所欲的，于是就产生了混淆不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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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爱”的符号现象学解释

为了说清楚到底什么是爱，有必要用符号

现象学的思考方式对人类的基本情感进行还原

性理解。笔者借鉴格雷马斯对情感的分析方法，

大胆提出了人类基础情感的模态理论，尝试对

人类的基础情感进行重新描述，得出了如下八

种基 础 情 感 类 型: 喜、悲、欲、惧、爱、恶、

恩、怨。其中爱是对他者的存在进行肯定的情

感类型，其叙述模态是 “肯定他者在”。①要拥

有爱这种情感，首先必须有自我意识，然后要

有他者意识。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才具备

了爱的基本条件。低等生命不一定具有他者意

识，所以至今不能确定低等生命是否有爱的能

力。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相信，爱是人类乃至其

他高等生命拥有的一种基本情感。休谟把爱和

恨作为一组对立的情感，而且认为这两种情感

“没有任何混合或组合”，所以给它们下定义是

不可能的，其对象永远是他指性的: “我们的爱

和恨永远指向我们以外的某一个有情的存在

者”，“爱和恨的对象显然是一个有思想的人”。②

虽然本文并不认同爱的对象必定是一个 “有情

的存在者”，但本文同意他对爱的他指性方向的

判断。也正是由于爱是单纯的基础情感，所以

休谟认为爱 “没有任何混合或组合”，本文完

全赞同。

“欲”的叙述模态是“肯定主体做”，表示

主体想有所行动的情感，与爱的差别挺大。与

“爱”对应的情感模态有两个，第一个是 “肯

定主体在”的情感 “喜”，第二个是 “否定他

者在”的 “恶”。爱与恶是矛盾情感。爱与喜

是可以同在的互补情感。对他者的爱很可能导

致主体对自我存在的肯定，他者的存在可以有

助于自我的存在感的获得，这就是 “喜 爱”。

如果对他者存在的肯定 ( 爱) 导致主体想有所

行为，这种情感就是 “爱欲”。爱和欲混淆的

主因，就是没有分清主体和对象的区别。爱，

强调的是对象; 欲，强调的是主体。爱，强调

的是存在; 欲，强调的是行动。几乎没有人认

为爱是恶 ( è ) 的，而大概有一半的理论认为

欲是恶的。常规情况一般都是主体想要得到所

爱之对象，揉在一起，于是便分不清哪部分是

欲，哪部分是爱。 “爱”这种情感呈现的仅仅

是对他者之“存在”的肯定态度，我们需要从

日常表达的含混中脱身出 来，才 能 把 问 题 说

清楚。

另一方面，爱也特别容易与美混淆，因为

如果我们觉得对象美，则已经包含了我们对该

对象存在的肯定，所以柏拉图在 《会饮篇》中

就不能很好地区分美与爱。这是因为他预设了

这样一个前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假

定，对终极之美，我们除了爱它，还能有什么

别的情感呢? 但是美与爱并不是一回事，因为

所爱之对象，可能一个方面美，另一个方面不

美。比如一个心灵恶毒的美女，我们可以肯定

她的形体而觉得她确实很美，但因为她不善而

并不爱她。爱是对整体的综合评价，而美是对

部分品质的评价。更极端情况是，即使我们认

为应该爱的终极之美，在撒旦看来，似乎也不

应该是他爱的对象吧?

爱与恩也容易混淆。爱与恩的区别是，爱

是对对象存在的肯定，而恩是对对象行动的肯

定。对于没有行动能力的物，我们对它们只可

能产生爱的情感，而不可能产生恩的情感。对

有行动能力的人，我们既可能产生爱的情感，

也可能产生恩的情感，而恩情产生之后，往往

随之形成对他者的全部肯定而生爱，所以也容

易混淆。但是很多爱情故事都在教育我们要分

清这两种情感，不能把恩情当作爱情，不然可

能会给双方带来痛苦。

三、与爱相关的组合情感

及其正面价值

在人的情感现实中，单纯的爱并不常见，

复合的情感才是人情感之常态。常言道，世界

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是说，多数的爱，都

是有原因的。而造成爱的原因之中，常常掺杂

·28·

云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19 卷·第 4 期 文学艺术

①

②

谭光辉: 《情感分析的叙述学理论和建立情感模态的新尝试》，《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第 167 － 176 页。
［英］ 休谟: 《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361 － 362 页。



着其他情感，所以单纯的爱少之又少。另一方

面，爱与其他基础情感可以组合成一些常见的

情感类型。在一般观念中，爱似乎具有天然的

正义性，受爱的这种品质之惠，与爱组合的情

感也大都带有正面价值或正义性。

爱可以与单纯地指情感的组合，比如与恩

组合成恩爱。恩爱的对象只能是人而不能是物，

因为恩的对象只能是人。恩爱是喜欢和感激的

复合，是对另一个人存在和行动的双重肯定。

恩爱常被用来描述夫妻感情，夫妻双方都愿意

给予对方双重肯定，是最难得的夫妻组合，也

是人寻找配偶的最佳标准。与单纯的自指情感

组合，爱可以与喜组合成 “喜爱”，与悲组合

成“同情”，与欲组合成 “爱欲”，与惧组合成

“敬畏”。喜爱和爱欲，都是一半自 指 一 半 他

指，自指部分强调了对主体自己的肯定，所以

其正义性有一定程度的削减。而同情和敬畏，

其自指情感部分是否定性的，所以其正义性又

有一定程度的增强。

同情 ( 怜悯) 因对他者存在的肯定而起。

首先，同情的对象被我们认为有价值，不希望

他被毁灭或遭受痛苦，所以克维特曼认为 “同

情最坚实的形式之一就是爱，因为当我们爱着

一个人，就 能 够 用 这 个 人 的 视 角 来 看 世 界”，

“当同情在一个群体中死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将受 到 威 胁”。① 一 般 说 来，同 情 有 两 个 意

思，第一个意思是指站在对方的角度体验对方

的情感，第二个意思是怜悯，这里用的是第二

个意思。弗朗索瓦·勒洛尔如此描述这种情感:

“您也可能在自己没有缺失的情况下感到悲伤，

而您悲伤的原因也许仅仅是由于您目睹了他人

遭受缺失。这种情形叫作怜悯 ( compassion ) ，

或同情 ( sympathie) 。”② 同情由爱和悲伤构成，

但是其中悲伤的形成，又需要情感主体站在对

象的角度去体验其悲伤，所以又使用了同情的

第一个意思。同情不仅是复合情感，而且有一

个情感转化的过程。同情一般被视为正面的，

但是人们不喜欢 “廉价的同情”，因为 “廉价

的同情”者往往不能将其中 “爱”的部分化为

有帮助的行动，不能改变对象存在的境况，因

而不能对现实有任何改变。爱虽然只是一种判

断，但它召唤行动，这大概是人们对这种情感

的期待，也是人们对爱存在不同理解的重要原

因。人们并不以内心情感体验来判断是否有爱，

而是根据爱者的行动来判断。所以，爱与欲，

总是相生相伴，不可分离，爱需要行动来表达。

敬畏是由爱和惧组合而成的情感。杨峻岭

认为: “敬畏感是行为主体对道德权威性的畏惧

感与道德崇高性的尊敬感的融合统一。”③ 他说

的是道德方面的敬畏感，对其他对象而言，道

理相同。首先，敬畏的对象必定是我们肯定其

存在价值的对象，不论该对象是人还是神，是

规则还是知识，敬畏的对象首先是我们爱的对

象。其次，敬畏的对象是令我们恐惧的，有促

使我们停止行动的力量。刘小枫有一本著作，

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正是对敬畏感的呼唤。没有了怕，人的行动就

没有了约束，社会的规则和禁忌就无法实现。

敬畏跟单纯的恐惧不同，恐惧仅仅让人停止行

动，而敬畏是用人的爱心让人停止行动，既保

留了对生命的尊重，又通过约束人的行为使生

命得到保护，所以敬畏是为所有生命提供保护

的冲动，而不是单纯的对危险的规避。敬畏既

是利己的，又是利他的。在古代汉语中，“畏”

表示的不仅是恐惧，还表示敬服，所以孔子所

说的君子 “三畏”，实际上是敬畏。天命、大

人、圣人之言，本就不是单纯为了使人害怕，

而是要求人通过信服而肯定其价值，由肯定而

生爱意，由爱意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

敬畏之心，则是小人，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不畏天命，是无

知; 对“大 人”态 度 轻 佻 而 不 知 敬 重，是 无

畏; 对圣人之言轻侮、怠慢，是无耻。小人无

知、无畏、无耻，因而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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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究其根源，是因为他们心中无爱，所以遑

论其他。心中无爱，天地便小了，因为在他的

世界中值得肯定的，唯有他自己。

总之，在大多数有关人类价值观的论断中，

爱以及与爱组合的情感都具有正面价值，爱的

作用被理论家们通过各种方式放大研究。爱不

但可以使爱者与被爱者达成沟通、理解、合作，

而且可以消除其他负面情感，比如妒忌。弗洛

伊德举过一个有关一群女性崇拜一位歌星或钢

琴演奏家的例子，她们并没有相互忌妒，而是

以联合的群体去共同行动，对她们崇拜的英雄

表示敬意，“原先她们是竞争的对手，现在通过

对同一对象相似的爱而成功地把自己与其他人

认同。”① 就是说，爱同一个对象，可以标明爱

者同属一个群体。有了相同或相似的爱，就能

够把一群人凝聚在一起，完成合作。然而情况

或许并非完全如弗洛伊德估计的那样简单乐观，

比如爱上同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女

人成为第三者的可能性极大，男女之爱情，往

往有自私 的 成 分 在 内，而 这 可 能 有 “种 族 意

志”的原因。

恋爱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爱，混合了肉体享

乐与精神愉悦、个体意志与种族意志，而且还

可能伤害其他情感。叔本华举出的例子包括殉

情自杀、牺牲生命健康乃至财富、使一向正直

的人忽然谎话连篇、使秉性忠厚的人变得忘恩

负义等等，而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恋爱中

的人会变得极其盲目。一方面，对个人而言，

“恋爱的主要目的，不是爱的交流，而是占有，

即肉体的享乐。”但这只不过是种族意志对个人

的欺骗，如柏拉图所说: “肉欲! 你欺骗了多少

人!”另一方面，对恋爱对象的年龄偏好、健康

选择、身体条件、性格优劣、美丑标准的选择，

都是以种族的意志为核心的，因为 “唯有种族

才有无限的生命，所以它才有无限的愿望、无

限的满足和无穷的悲痛”，“种族意志远较个体

意志强烈”。② 以叔本华的逻辑推演，人类的其

他爱，可能也是如此，个人自以为崇高的、充

满高尚品质的爱，很可能就是人类生存意志对

个人意志的欺骗。这恰如舍勒所说: “爱是倾向

或随倾向而来的行为，此行为试图将每个事物

引入自己特有的价值完美之方向，并在没有阻

碍时完成这一行为。换言之，正是这种世界之

中和世界之上的营造行为和构建行为被我们规

定为爱的本质。”③ 换言之，爱总是导向一个比

爱者的个人目的更高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往

往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规约与秩序。

爱不仅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许多高等

动物的基本情感。任何情感可能都产生于需要。

“情绪和情感是以人的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过

程，它反映了客观事物与主 体 需 要 之 间 的 关

系。”④ 这是从个体情感的角度来看的。从人类

群体的角度看，爱也是进化过程中因为群体生

活之需要而进化出来的一种情感类别。单性繁

殖的或雌雄同体的生物，只需要充足的养分、

水分、阳光等必须条件就可繁衍，不需要群体

对自己提供照料与保护，不需要相互之间的合

作，所以也不需要爱这种情感作为生存之保障。

而以人类为代表的群居性动物，则有相互帮助

与合作、照顾子女等需要爱的行为。帮助群体

内其他成员之生存，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不

朽，所以爱对这些生物群体就是必需的，“爱是

社会性基因用以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凝聚力的情

感形式。”⑤ 尼采认为，包括思想、情感及内心

活动等在内的意识，“只是在沟通需要的压力下

才产生”，“意识的敏锐和强度总是与人 ( 或动

物) 的沟通能力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又与沟通

需要成正比”。⑥ 即是说，任何情感均产生于沟

通的需要。爱，不仅是沟通的需要，而且是生

存的需要。爱是有用的。

大多数讨论爱的理论，爱的对象往往都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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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之间的爱，并赋予爱天然的正义、善和美的

特征。与其他几种基础情感相比，爱可能是唯一

极少有负面评价的情感，不论爱者和被爱者是善

是恶，爱都被视为善。善的人爱恶的人，被视为

“博爱”或 “大爱”。恶的人爱善的人，被视为

心灵向好而在。哪怕是恶人爱恶人，也可以给人

带来一种温馨，一份善意，一丝感动。其原因比

较好理解，因为从定义上看，爱就是对存在物的

肯定态度，而肯定态度有助于一切存在物找到自

己的存在感，所以爱就是一切生命和存在的动力

源之一，所以爱是善的。就像阿伯拉尔 ( Pierre

Abélard) 《伦理学》中的观点一样: “爱是善的

主题和关键，爱也是全部的德性。”① 所以，爱就

成了基督教伦理学的核心主题。上帝爱一切人，

所以上帝就是至善的，这个道理被普遍接受，正

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符号叙述学的原理作为基础。

斯宾诺莎甚至这样评价过各种不同情感的善恶:

“对敌人的爱是善的，而憎恨、愤怒、复仇、妒

忌和蔑视都是恶的。谦卑、克己、悔恨和希望都

是不好的，虽然这些情感可能有助于意志软弱的

人过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② 原因也比较好理

解，在上述情感中，只有爱唯有肯定，而其他情

感，除了“希望”值得讨论，都包含了否定。纪

德 ( Andre Gide ) 则 用 诗 意 的 语 言 如 此 描 述:

“绝不要同情心，应有爱心。”“要行动，就不必

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要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

善是恶。”③ 爱是对他者 ( 人或物) 的存在价值

的肯定，因而爱既可以为他者的存在找到理由，

也可以为自我的存在找到依托。尼采或许说过，

所谓命运之爱，就是“对存在的肯定同对我所意

愿的存在的肯定态度的合一”。④ 对存在的肯定，

就是对生命的肯定，代表了生命的方向，所以不

容置疑。

四、爱的教育与社会发展轨迹

正是因为爱被天然地理解为具有正面价值

的情感，所以用爱来规训人类行为，就只能通

过正面引导的方式进行。理论家们要做的工作，

是正面教导人们应该爱什么、如何爱。“爱是什

么”和“为什么爱”可以暂时不讨论，而 “爱

什么”和 “如何爱”，则是可以通过教育引导

来完成的。

爱的教育，古已有之。古罗马的奥维德写

了一本《爱的艺术》，教育人们应该如何赢得

女人的芳心，如何获得和享受爱情的幸福，是

教人们“如何爱”。《论语》对爱的论述，则是

告诉人们应该 “爱什么”。19 世纪后期，意大

利作家亚米契斯 ( Edmondo De Amicis) 的 《爱

的教育》曾经全世界流行。小说通过一个小学

生日记的形式讲述他在一年中感受到的爱，包

括对祖国、人民、父母、师长、同学、劳动和

一切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的人们的爱，弘扬正

面价值观，其目的是把青少年培养成未来的公

民，其核心内容是 “爱什么”才是正确的，遂

成一代人的心灵鸡汤。以 “爱的艺术”命名的

著作有多本，在 20 世纪最著名的，当属弗洛姆

的《爱的艺术》。弗洛姆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

说明了写作该书的目的: “这本书要说服读者:

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

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

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

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性地爱他人，那么人

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他

论述的核心，就是 “如何爱”的问题。而在这

本书中，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五种爱的

对象: 博爱、母爱、性爱、自爱和神爱，他抹

去了叔本华强调种族意志、人类本能的色彩，

而是认为人类的爱超越了动物界，超越了本能

的适应性，脱离了自然的爱的基本属性。⑤ 如何

才能实现人类之爱，便成为培养人类其他优秀

情感品质的基本途径。

以“爱的哲学”命名的著作也有多部，包

括一本雪 莱 的 诗 集。叔 本 华 的 《爱 的 形 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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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一个译本也叫 《爱的哲学》。保加利亚

哲学家基·瓦西列夫的 《爱的哲学》全面讨论

爱情的问题，其局限也是其内容仅限于讨论爱

情问题。毕竟，爱反映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其内容是人对世界及其他存在物的态度，又反

过来表明了爱者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世界观。爱

还是一种意向性的活动， “爱”引导着人们的

行为，塑 造 着 自 己 和 世 界 的 未 来。罗 洛·梅

( Rollo May) 总结道: “在爱与意志的每一个行

动中，我们都同时既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世界，

又塑造着我们自己。”① 按奥古斯丁的说法，我

们之所以不可避免地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不

完满性使然，“正是我们的不完满性促使我们去

爱。人们可以选择的爱的对象具有一个很宽广

的范围，它反映了人们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成

为不完满的”。② 那么，我们爱的对象越多，越

说明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完满性的方面越多，人

就越是可能通过爱而使自己变得愈加完美。

总而言之，爱的教育，主要是通过我们应该

爱什么和如何爱的教育，弥补我们自身之不足，

正面塑造人成为应然之人或我们希望成为之人。

各个不同的社会，都是不断通过重新塑造我们应

爱之对象以及我们如何爱这个对象的途径，实现

对人的塑造和培养，使社会按照设想的方向发展。

匈牙利哲学家加波尔·鲍罗斯的《爱的概念》，系

统地梳理了伊壁鸠鲁式的爱的概念、经院哲学中

爱的概念、17 世纪爱的形而上学概念、笛卡尔的

爱的围产期视角到和狄德罗的自由之爱，以及休

谟对爱的自然主义解释，形象地揭示出这样一个

道理: 正是因为爱的对象和爱的方式的不同，彰

显了不同时代的观念变迁，完成了社会的改造，

恰如译者吴树博在序言中所揭示的: “这种爱已不

再单纯局限在情爱的狭隘范围之内，而是成为宇

宙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源，甚至人类社会的结成也

在很大程度上以爱为基础。”③ 人类社会的变迁，

简单地说就是爱的对象的变迁。或者说，爱的对

象的变迁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从符号叙述学的角

度看，爱的对象，就是主体肯定的对象，肯定什

么对象，即反映了主体的世界观指向和意识形态，

社会就会被这种意识形态塑造成什么样子。

公民的人格、价值观的养成，几乎都是通

过形成对该观念之爱的方式来完成的。或者说，

信仰的基础就是爱，对一个观念不可置疑的爱，

就是信仰。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对世界及其本

质的理解，以及人的思维观念的形成，都建立

在对爱的不同理解之上。徐飞龙非常系统地清

理了西方哲学史和宗教史中对爱理解的变化，

爱有不同的用词，其概念不但被区分得非常细

致，而且不同的理解构成了各学派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爱通常被纳入情感领域，但爱依然具

有认知属性和价值属性，“在哲学上，爱是宇宙

法则和情色品性; 在宗教学上，爱是普遍规范

和价值; 在基督宗教哲学中，爱被理解为上帝

和终极价值”。④ 爱似乎变成了一个连系动词，

人与人、人与世界通过这个动词建立了联系，

其中关键部分的变化，区分了人群与社会，而

社会的爱，可以通过教育或其他影响方式使其

向规定的方向发展。

古语有言: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一人之爱，因为权力的关系而影响到天下苍生

的生活和审美取向，社会风气得以塑形。一个

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爱之对象，决定了社会的性

质和走向，区分了文化和民族。所以，埃什尔

曼 ( Eshleman，J． R． ) 等注意到，“作为社会

建构，爱的含义已经随着时间流逝和文化的变

迁而改变”。⑤ 因此，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就

必然可以通过对爱的引导建构理想的价值观念。

“爱什么”需要价值观的培养，而 “如何

爱”则教导人行动。爱本身不是行动，但人只有

行动了，才能让他人知道你心中之爱。爱，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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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到形式，都是需要学习的。这恰如刘若英的歌

曲《后来》所唱: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

爱”，意思是说，爱是需要方法的，不是人生而

具有的本能，而是需要去“学会”。因此，爱是

各种“心灵鸡汤”必谈之话题。马修·G. 赛汉

二世 专 门 编 写 了 “学 会 如 何 爱”教 程，旨 在

“帮助他人培养激情，建立持续、美好、充满爱

的人际关系”。① 收录这篇文章那套书的总书名，

便被命名为“心灵鸡汤”。因为确定了爱，也就

确定了我们肯定的他者和世界，同时也就确定了

我们对待世界的方法，其他情感就有了依凭，人

格就能因此而得以塑造。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

认同爱的概念和爱的方法，就必然用该方式付诸

行动，那么我们的行为也就有了正确的方式，社

会也就因此而有了秩序。

五、结 论

由于爱是 “肯定他者在”的情感，因此确

定了爱就可以给 “我”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做

出定位，因而就可以确定 “我”在世界中的位

置。“我”所肯定的世界，就是 “我”的精神

所在的世界。该世界决定了我的存在和努力方

向，也确定了“我”的其他情感取向。确定了

爱，也就确定了 “恶”，也就知道 “我”应该

以何为喜、以何为悲。同时， “我”也就明白

了欲、惧、恩、怨的对象为何。所以，爱的教

育是情感教育的中心。一是因为爱的天然正义

性决定了爱的教育最容易被接受，二是因为爱

具有确定情感方向的功能。爱是千古哲学久谈

不衰的话题，而且不断被翻出新意。爱也是千

古文学永恒不变的题材，而且历千年仍然鼓舞

人心。爱还是未来科学界仍需不断求解的问题，

因为只有弄清了爱的原理，人工智能才可能取

得实质性的进展。只有当机器人也学会了爱，

才标志着机器人具有了一个人类情感的基点，

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丰富的情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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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iotic －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Love and its Role of Social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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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6，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love in human history． The root is that people have not made a detailed distinc-
tion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love and desire，love and gratitude，love and joy，love and beauty，while the objects and methods
of love under discuss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phenomenology，love is the emotional model of“affir-
ming the other's existence”，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basic emotions such as desire，gratitude，joy and even the concept
of beauty． Love can also be integrated with other simple emotions into a variety of complex emotions，including conjugal love，
like，sympathy，Eros，awe，etc． Love establish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and is endowed with natural jus-
tice． Therefore，all kinds of emotions combined with love are endowed with justice． By teaching people“what to love”and
“how to love”，we can guide human behaviors，cultivate citizens' personality and values，and complete human cooperation． On-
ly when the principle of love is clear can we find the fixed point of human emotions befo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complete the
simulation of human emotions．
Keywords: love; research on emotion; semiotics of emotion; model of emotion; philosophy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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