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方法的使用对揭示事物的本质有重要的

影响，通常人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事物进行研究，

事物就以什么样的样式呈现。诚如海德格尔所言，

事物的样态取决与它被呈现的样式、方法或结构。
因此，一定程度上，方法就是事物本身。有学者

指出，心理学自诞生至今，从方法论上，一直都

围绕着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两大方法论运行。这样，

对心理现象用实证方法加以研究的同时，也应该

用现象学的方法加以探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全

面，更系统，更准确地揭示情感的本真状态，使

其如其所是。

1.情感现象学研究的本质

为了弥补实证主义方法的种种弊端，犹太裔的

的德国学者胡塞尔于二十世纪初创立了当代意义上

的现象学 （Phaenomenology）。现象学作为一种运

动，一种思想，它本身并没有一个规范性的定义。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现象学的研究者可以都

从自己的视角对其加以诠释。正如伽达默尔说，

“几乎每一个可以划到现象学运动中去的学者都提

出过‘现象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且对问题的

回答都各不相同[1]。”然而，无论现象学的研究者对

现象学的概念作出何种解释，但是在现象学的研究

原则上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遵循胡塞尔提出的现象

学原则，即“面向实事本身”。只有坚持面向实事

本身，才能保持研究对象的本真状态，从而达到揭

示事物本质的目的。用现象学批评家阿·贝甘的说

法，就是要恢复事物的“纯洁性”，恢复“惊奇的

观照和事物最初在场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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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现象学研究强调应该面向“事实本身”，
那么“事实本身”又是什么？应用何种方法加以

研究呢？胡塞尔认为，所谓“实事本身”，就是指

存留于大脑中的“意识以及意识的对象性”，他关

心的是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同时，他进一步指

出，要想阐释与那些特属于每个对象种类的视域

相关的可能性结构并且随之而说明各个存在的意

义，就必须进行最为广泛的和最为复杂的意向分

析。因此，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原则是面

向实事本身的话，那么意向性的研究就是它的实

质性内容。Nam- inlee[2]通过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研

究后也指出：意向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发展过程

中占有主导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情

感的现象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也就是对情感

的意向性研究。

2. 意向性概念的界定

从词源学角度看，意向性一词最早产生于拉

丁文 （intendere） ,意指追求或渴望的心理行为；

后经中世纪的发展，直到早期人文科学心理学布

伦塔诺学派的出现，才真正拉开了意向性研究的

序幕。在布伦塔诺那里，最初是用意向性一词来

区分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他认为，所谓心理现

象，乃是“那种在自身中以意向的方式涉及到对

象的现象”“意向性或内在的心理现象，无论其

多么微乎其微，它总是对某种东西的经历、体验，

在它内部含有具体的内容”。此后，胡塞尔、舍勒

等人对意向性研究又作进一步推进。
胡塞尔认为“意向性是一般本质体验领域的

一个本质特性，意向性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明意识

特性的东西[3]”。它是人们的意识在经过了本质还

原和先验还原之后所剩余的纯粹意识所具有的一

个本质特性。“意向性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指向性 ,
即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舍勒也认为：意

识行为“可以意指一个对象 ,并且在它们的进行中

能够有一个对象之物显现出来。[4]”从上面的论述

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意向性概念的具体

表述有所不同，但涉及的内容无非包括以下两层：

一层是对意识的静态分析，即意识本身的构成分

析，或称对象分析。另一层是对意识的动态分析，

即意识的构造功能分析，或称意义分析。因此，

对情感的意向性研究，就是对情感进行对象性研

究和对情感进行意义性研究。

3. 情感的意向性研究

3.1 情感意向性的完型研究

所谓情感意向性的完型研究，是指对情感的

研究既强调情感所指对象本身的重要性，又强调

要对所指对象赋予一定的意义。这方面代表人物

主要是早期的情绪现象学家：拜特吉克和希尔曼。
在拜特吉克看来，“‘情感是有意义的现存的

活动，’并且情感的意义在于它表明的内容。[5]”
这样，他一方面在承认情感是一种有意义活动的同

时，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情感的意义性是通过它意指

的对象表现出来的。同样，在 20 世纪 60 年代，希

尔曼提出的现象学理论中认为：要想激活情绪，必

须将个体面临的情境加以符号化领悟。“因而，情

绪是对主观精神的符号化的理解……[6]”。从希尔曼

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希尔曼一方面用主观精神

的符号化来代替内在的意识对象，另一方面强调

只有通过对这种符号化的理解，才能够真正获得

情绪的意义。这样，拜特吉克和希尔曼都不同程

度地对情感都作了对象性和意义性的阐述。这种

内容与意义的结合开启了早期的情感意向性研究。

3.2 情感意向性的对象性研究

心理活动的特征在于心理活动的指向性，情

感现象也不例外，它也有赖以产生的对象。侧重

于对情感的对象性方面的意向性研究主要是一些

现象学美学家。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学本身就是

情感学。如席勒在首次系统地构建美育理论时就

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将把美的问题展示在感受并

施加了美的全部威力的心灵之前,在就其规律而论

经常得诉诸情感的这一探讨中。[7]”因此，在他们

看来，对情感的对象研究，一定程度上，就是从

审美对象来研究。正如苏珊.朗格所言，艺术品本

质上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他们所表现的正

是人类情感的本质。这样，自然可以通过对审美

对象的研究，从而达到对情感对象的研究。
那么，审美对象又有怎样的存在结构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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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为现象学美学的集大成者杜夫海纳，在其审美

对象结构论中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知觉对象，

这种对象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结构性，即它是由

“自在的存在 （物性，感性的存在），自为的存在

（审美对象所蕴涵的意义和情感价值） 和为我们的

存在 （意味着一个面对审美对象在场的意识，必

须有一个知觉主体的参与蕴涵着客体自在也为我

们存在，主体的存在则使自在显现为自为的） [8]”
相互关联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在杜夫海纳

看来，审美对象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这样，通

过对这种结构的分析，就可以达到对情感的对象

性分析的目的。

3.3 情感意向性的意义性研究

生存论哲学认为人是一种意义性的存在，人

总是不断地在寻找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在生存论

哲学视野中，世界不是“物品”，而是“作品”，
世界不是“占有”，而是“倾听”，“欣赏”。正如

赫舍尔曾言，人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

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情感也不例外。
它也是一种意义性地存在。情感的意义性存在目

前已经得到许多现象学哲学家关注，诸如舍勒、
萨特和海德格尔等。

在舍勒看来，人的情感，并非像传统理性哲

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即盲目的，混乱的；相反，

在千变万化的情感表现中，“始终存在着一定的

方向性，存在着情感自身不变的本质，结构和意

义[9]”。同样，萨特是另一位侧重于对情感进行意

义性研究的不容忽视的现象学家。在未完成的

《情绪理论纲要》中，“萨特试图对情绪课题进行

一种非实证心理主义的探讨[10]”。在他看来，感情

不再是意识主体的组成部分，像恨或爱这样的感

情，在客观的对象中，它有自己的独特的声音。
因此，情绪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与萨特的情

感理解论相比，现象学的集大成者海德格尔，对

情绪的意义性探讨则进一步提升到存在论的层面。
他将“情感理解为人存在的一种方式[11]”。这样，

通过海德格尔对情感的意向性的探讨，使人们了

解了情感不仅仅具有舍勒和萨特所认为的具有认

识论上的意义，同时，更具有生存论上的意义。

4.小结与展望

对情感的意向性研究表明：任何情感的发生

都是在特定对象的刺激下而产生的，没有一定的

客体，就不可能产生情感。并且，情感对对象的

指向过程，也是对对象赋予意义的过程。就向著

名的意向性关联结构所揭示的那样，“每个表述

都不仅表述某物: 而且它也在言说某物:它不仅具

有其含义，而且也与某些对象发生关系[12]”。“表

述是借助于它的含义来称呼 （指称） 它的对象”。
思想的价值，并不是它能够改变事实，而是

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从而促

进人们对关乎自己的事实进行客观的把物，进而

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从现象学的角度对情感进

行研究，也许就起到了这种改变人们思考问题方

式的作用。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受情感的

现象学研究的启发，有关①情感的符号学研究；

②情感的解释学研究；③情感的逻辑学以及④情

感的语言学研究等等这些对情感进行的非实证性

研究，将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出现。同时，

我们满怀信心地预言，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在情感

领域中的应用，必将给情感领域的研究带来一场

前所未有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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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研究自我的恰当范式[16]，同理现有的有关情绪

的研究是否抓住了情绪的本质，因此寻找恰当的

研究情绪的实验范式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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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 where experience feelings plays a centr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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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my brain activity, this problem“mind and
body” raised again, do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about
the emotions catch the essence of the emotions? So
looking for appropriate research experimental
paradigms of emotion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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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motion in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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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100 more years since phe-

nomenology was born,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to many fields, such as esthetics, psy-
chology, ethics, history,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Fac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empirical study of emotion is
unsatisfying, it is imperative to study emotion from all
asp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tentionism and does
intentional research to emotion in the point of phe-
nomenology.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new research
method will bring an unprecedented reform about the
emo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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