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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ily life is a life sphere constitutes by non-professional, informal and fully autonomic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its content. It is a general of various activities that directly related with individual
survival, maintenance of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The Social Mark is the conscious process that
the subject divides the others according to their typ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ety in interaction. The Social
Mark has a stage, it has positive function of satisfied needs such as sense of security, social belonging and
self-esteem; it also has the negative features such as homogeneous groups, affect the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distinction. The Social Mark is an important way in which people seek freedom and security in modern
society, also is pressure that it is from the modernization. The social distinction and social mark jointly
constitute an awkward dilemma that the human civilization can’t get ri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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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常生活是由非职业、非正式且充分自主的人际互动关系和内容构成的生活领域，是同个体

生存直接相关，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社会标记是人际互动中主体划分他人所属
人格和社会类型的内在意识过程。社会标记具有阶段性，具有满足安全感、社会归属和自尊需要的积
极功能，也有群体同质化、影响社会冲突以及造成社会区隔的消极功能。社会标记是现代社会人们寻
求自由和安全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化对人施加的压力。社会区隔与社会标记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所
难以摆脱的命运。
关键词：日常生活；人际互动；社会标记；社会区隔；影响

1. 引言

这一点。互动活动实际就是人的社会活动，由这种互

人际关系是实在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的社

动造成的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主体真实的社会。

会生活藉以展开和完成的条件。齐美尔通过形式互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断认识和了解他人并被他人所

论，胡塞尔和舒茨透过主体间性和变形自我充分确认

了解，形成“我们”与“他们”关系，建立自己所归

了这一点，加芬克尔则通过对日常行动中的个人如何

属的群体。日常生活是既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也

指导自己的互动行动这一方法论问题的考察确认了

是个人存在的社会证据。在日常互动中，人们内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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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各个对象与自己的差异，并对这些对象进行类型

对照。日常生活也不同于其他专门的生活领域需要某

化，这就是社会标记。每个人都在参与社会交往，但

种专门的条件才可以进入，它是个人丰富的自然和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类型化是如何完成的，并

会需要的直接呈现。农村生活的日常化和城市生活的

没有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下充分解决。有鉴于此，有

专门化，反映了两种社会形态不同程度的社会分化。

必要以现象学为基础，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标记做较
为深入的考察。

2. 日常生活及其基本特征

2.2. 非公共性
日常生活的非公共性，是它区别于职业化劳动、
仪式化行为和社会公共行动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日常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在其社会学

生活就是私人之间的日常互动。这种互动不需要征得

名著《日常生活》的前言中指出，“我们可以把‘日

任何人同意，也不需要遵循外在的正式制度和规则的

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

约束，这种互动纯粹是自由、自主的个人之间的私人

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
“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

交往。在其中，影响主体做出反应的除了非正式的习

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每个人无时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

俗外，只有对方的反应或者刺激。在这里，行为主义

活动；然而，它又是最少引起人们反思，最少吸引理

的刺激–反应论依然有效，只是互动双方之间的反应

性探究目光的领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给定性的王国

并不是直接的反应，而是经由内在标记和加工以后的

[1]

。”日常生活是指除正规化的社会生活以外，以主体

反应。行为主义的局限在于试图否认这种加工和标记

充分自主的非正式人际互动为主要特征的生活内容

的内在过程，从而无法解释同一刺激缘何会从不同主

及其领域，闲聊漫谈、礼尚往来、友谊、游戏伙伴等

体那里引起不同的反应。日常生活的自主性面对日益

现实活动，共同构成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在

扩张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造就这种变化的理性

现象学那里，又被称为日常世界。日常生活是同个体

化，使包括韦伯和哈贝马斯在内的社会学家，对人类

生存直接相关，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

的未来充满忧虑[2]。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表达的并非

总称。从一般意义上讲，日常生活是人际互动或交往

不同民族整体的殖民化的那种趋势，而是理性化进程

的领域，是一切直接活动的集合。从特殊意义上讲，

使人们日益丧失了他们自主的日常世界，也就是日常

它是一个不同于政治、经济活动的独立的个体生存平

生活[3]。

面，是人们琐碎而平凡的具有个人特征的社会生活。
日常生活具有以下特点。

2.1. 世俗性

2.3. 重复性
衣食住行是维持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
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有了一定程度的专门化，但

日常生活空间是个人充分自主的领域，每一种日

从总体来看，人的日常生活仍维持着某种固定的模

常生活都有其独特空间。在这种空间中，个人的日常

式，这就是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它用直接的、习惯性

生活具有世俗性，它是指一种现实的、脱离直接目的

的、无意识的方式去支配个体行动。“日常生活在总

的生活，是任何人都需要参与而且也能够参与的生

体上是对象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具体的日

活。日常生活虽然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却是融世俗

常活动都是对象化的，更不是说所有对象化都处在同

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生活领域。个人生活中娱乐、消

样的层面上，具有同样的程度，更非说具有同样的有

遣的小圈子就是明显的例证。在日常生活中，个人虽

效范围……语言行为比手势对象化成分更多、更丰富

然也追求世俗目的，但这种目的，却不是直接的东西，

[4]

而是由信任、娱乐和惬意的互动带来的间接益处。中

日常生活。

国农民在农业生产以外，大量的农村生活就是日常生
活，即使外出打工的相关信息，主要是在日常社会互
动中获得的，与城市生活中的若干专门领域形成鲜明

64

。”由此可见，人主要还是运用重复性经验思维进行

2.4. 非正式性
日常生活虽然基于人际互动，却是正式规则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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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组织以外的非仪式化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中的互

识流”[8]。当这个被注意的他人也对该个体保持同样

动行为、互动方式是随意的，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

的意识流时，个体与对方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面

也没有正式规则来约束。然而，正是这种平凡而不起

对面”关系，而转化为“我们关系”
。在“我们关系”

眼的非正式小事，才如实反映出与主体有关的社会关

中，交往主体不仅了解自我，而且了解对方。“面对

系和生活内容。人们常说，小事见大理，越是细小的

面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个体只有

事越能看出人的真实想法和目的。在人际互动中，人

通过更具体的‘我们关系’，才能在正在发生的事件

们往往精心准备某些重大的事情，在正式活动中注意

过程中目击他人正在进行的行动，并理解他人赋予该

留给他人的印象，此所谓印象管理，却对私人或日常

”相反，社会
行动的意义，理解变形自我及其个性[9]。

互动中的琐屑小事持自然态度[5]。事实上，正是琐屑

标签是人们对某些人或某个群体的归类，是社会对某

小事显示出真实的自我，表现出一个人的社会化水

一群体贴上的标签，具有外在性。这些人或这类群体，

平。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交往对

既可以是地域群体，也可以是职业群体或社会阶层。

象和交往方式，不受正式的制度或准则限制，仅仅凭

因此，社会标记是内在的、个体的，而社会标签则是

对他人的内在感受确定这种关系，或者发展为我们关

外在的、群体的。

系，或者永远停留于“不知心”的互动水平。

3. 社会标记的过程及表现
人们最熟知的与社会标记相关的议题是社会标
签，它既是人在社会化进程中所获得的东西，也是社
会互动中对某个人或某一类人形成的外在标记，又称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标记并不是一次性做出的，而
是经由数次互动和内在评价，逐层深入地做出的，其
中充斥着主体的理性评价和选择。具体说来，一个标
记的完成，大体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3.1. 初识阶段

为社会印象，并把这种社会印象以刻板效应的形式加

人们对互动中的交往对象所形成的印象事实上

诸他人。因此，有必要对社会标记和社会标签做出区

是第一印象，这一阶段的任何认识和理解都是表面

分。

的、肤浅的。当人们进入某一互动关系时，往往只是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的标记，往往会借助一

从外表、行为、非语言线索等符号，经验地判断某人

定工具和手段，符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识别工具

是否可以继续交往。人们常说不要“以貌取人”，但

[6]

在实际生活中，初次结识朋友，不可避免地以貌取人，

。符号互动论认为符号是有意义的姿势，符号之所

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可以被理解，而且具有可通约性。

因为直观呈现于眼前的首先是衣着、形象等外在特

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人际互动是构成社

征，尽管即使是初次互动，也总会伴随必要的言语互

[7]

会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将符号看成是一种表达思

动。

想的通用标识和记号，语言、表情、仪式、体态、眼

然而，在人际互动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好的一

神、手势等，都是日常互动的通用符号，但对内在的

面呈现给对方，通过精心选择适当的言辞、表情、姿

社会标记来说，并不需要或者借助这些通用符号。

势等行为来遮掩那些不好的方面。这种被戈夫曼称为

社会标记与社会标签都是对对象进行分类的过

印象管理的机制，在社会标记的初识阶段尤为重要，

程和方法，但社会标记不同于社会标签。社会标记是

初识阶段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只停留表面，他们看不到

相对于个体而言的，是主体对互动对象的一种划分，

真实的对方；谈论的是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天气、

而且是在内在意识中的划分。主体间性表明内在的社

自然环境、社会见闻以及对职业、工作的认识等，这

会标记是相互的，互为主体又互为客体。为了区别于

些自我表露只是浅层的互动，没有情感的相互卷入，

自我，互动对象被现象学家舒茨形象地称为变形自

更没有走进彼此的私人领域和私人生活。

我：它是作为互动对象的他人的主观世界，是“个体
通过与他人的意识活动同时进行的意识活动所把握
的，存在于个体自我之中又不同于个体自我的他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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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探索阶段
由于印象管理(image consolidation)的作用，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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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对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往往会有一些偏差，在初识

自由。主体通过这一阶段的互动，如果找到了自己想

阶段认为谈得来的人或许并非是乐于交往的，有可能

结交的主体，互动将持续下去。然而，交往愈频繁、

还会是最不愿接触的。在探索阶段，交往主体通过互

愈深入，各自缺点就越容易暴露，人们可能会发现对

动，进一步表露自我，了解对方；双方开始探索共同

方的一些特质恰恰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或者一方未

的兴趣和爱好。在互动中，人们除了了解交谈内容外，

能如同期待，提供必要的交换回报，此时交往双方或

还会通过对对方表情和神态的观察，了解和掌握对方

一方会考虑退出互动。

的价值观念，也就是通过对一些共同关心的事物的态
度，判断对方是否在表达真实的自我。此时互动双方

3.4. 稳定阶段

有一定的情感投入，但也不会太多涉及私人领域，这

在第三阶段，如果双方的情感交流顺利，彼此施

样经过多次类似深度的交流后，彼此之间才会有深入

以信任，而且对内在标准和规则相对认可，那么双方

了解。然而，在这一阶段，交往对象总是出于礼貌对

的互动就进入了更加频密的阶段，相互分享彼此的生

对方提议做积极的、正面的回应，抑制消极体验或感

活空间、情感和财物。此时的自我表露更加广泛和深

受。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双方的互动行为仍然受社

入，相互关心也更多，这种深情的交往会长期存在，

会礼仪和角色规范等的制约，他们的互动还比较正

人生有句俗语就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

式，并且对对方也有一定的戒备。

觅”。说的就是这一阶段交往双方的关系。

在探索时期，主体对对象的归类不再停留在衣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标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着、相貌、言谈举止等表象层面，而是通过互动寻找

它是个人的内在意识、心理机制和过程。主体通过互

与自己相似或感兴趣的方面，在向对方表露自己的喜

动经验在内在意识中将互动对象分为不同的类型，并

好和厌恶时，仔细观察对方的反应，以发现彼此是否

用不同的标准对他人进行标记。社会标记的能力，综

有共识。然而，此时标记的符号是其表情与话语中流

合反映出主体的社会化水平。日常生活所凝成的生活

露出的态度和感受，进而用自身已经内化的一些准则

世界，并不像现象学家所简称的，是一种预先给定的

对对象进行归类，决定自己在互动中的态度。

纯粹的外在世界，其中包含着每一个生活主体以自己

3.3. 情感投入/退出阶段
在人际互动中，人们倾向于与那些与自己有某种
相似性的人交往，由于这些相似性，彼此可以互相理
解，互相支持，感受到某种社会支持并获得认同和归

的标准，借助社会标记在互动中所做的建构，以及由
这些标记建构起来的主观世界。惟其如此，生活世界
才是属于社会主体，并具有主体间性的社会世界。

4. 归属与区隔：社会标记的双重效应

属感。这些相似性可以是共同的成长经历、信仰、理

日常生活中，被标记为一类的人容易结成相对紧

念以及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和态度。人际互动中的“我

密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

们”关系，就是在共识、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信

个人真实的社会状况，“在其中，参与者彼此知觉，

仰和共同的价值理念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共同世界

而且无论时间长短，都会参与到彼此的生活中去”。

中，人们进行交流，达成共识、理解和融合，通过互

显而易见，由社会标记形成的相对紧密的人际关系，

动发现和发展自身。置身于陌生环境中的人们，借助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马斯洛意义上人的中间三个

同乡会或地域共同体，使有共同文化习俗、语言、生

层次的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自尊

活习惯的人，在初入陌生世界时可以从对方那里找到

和尊重的需要。在相对封闭和稳定的传统社会，家庭、

安全感，但这种先前的外在标识仅仅是主体的历史或

地域和亲属共同体，给人们提供了从出生到死亡十分

现实，随后的社会标记将使主体逐步走出地域共同

稳定和熟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这个社会也许是

体，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贫穷的，却是温暖的；也许是落后的，却是安全的；

在第三个阶段，交往方式不再是探索性交往，彼
此给予对方一定程度的信赖，互动过程也相对轻松和

66

也许是愚昧的，却也是充满人情味儿的。但由市场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频繁的社会流动和人口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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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使人日益置身于一个举目无亲，严重缺乏归属和安

行为习惯等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群体

全感的陌生人世界。生存竞争的压力成了人们挥之不

内同质性较高。群体内成员有更多的话题，相互作用

去的阴霾，潜藏在自由中的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仅属

比较容易，而且因处境和问题的相似性，彼此间容易

于城市社会中的成人，甚至已经波及到无分城市和乡

建立共情关系，相互分担忧虑，并得到支持和理解。

村的未成年人。现代化不仅带来了机会，同样带来了

同时，因群体内成员的相似性，不易接受新观点，束

广泛的社会风险与焦虑。如果说乡民社会的地域、亲

缚个体思想，影响个体潜能的发挥。相反，如果群体

属共同体中也存在着广泛的社会标记，那么，在现代

内成员相处不当，也容易形成竞争和冲突。

城市生活中，没有这种社会标记能力的提升，将不会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日常生活中社会标

有市民和置身于市民社会中农民的精神寄宿地。因

记的直接结果，它使个人受社会影响而对某些人或事

此，社会标记在城市和陌生人世界中，具有相对于农

抱持稳定不变的看法或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

村和熟人社会更重要的价值。社会标记在城市社会中

常未经深入了解，仅仅通过其身边人就对他人做出标

作为群体界分的根据，也有诸多负效应。

记，把他和他身边的人归为一类，而事实上这个个体

4.1. 群体偏袒和偏见

和别人并无长期的持续互动。这样在被给予有限材料
基础上做出带普遍性的结论，会使人际认识出现偏差

群体偏见，即偏袒自己所在群体及其成员。在日

乃至错误，妨碍对他人做出客观评价。地域、职业偏

常生活中，被标记为一类的人关系更加亲密，交往相

见或歧视就是因频繁的社会标记而对某些地区或职

对频繁，有更多的共享资源，通常不允许群体及其成

业群体所形成的社会标签。

员的利益受到侵犯。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个体把自己
归属到某一群体，便会有较强的群体认同。当群体成

4.4. 影响社会冲突
刘易斯·科塞区别不同类型分析了社会冲突的功

员和他人发生矛盾时，会偏袒群体内成员；如果本群
体和其他群体发生分歧便会自觉地站在本群体这边。

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群体内冲突和群体外冲突

以群体方式来描述你是谁时，就意味着在描述你不是

[11]

谁。包含“我们”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们”。

群体内成员经由所属群体得到自己相应的利益和感

4.2. 人际或群体区隔

。当一个个体被做上标记并被归属到某一群体时，

觉，并对所属群体持有亲切、安全、认同和热爱、忠
诚等情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情冷漠是常见的现

在社会生活中对于平等的要求，实际表现出人对

象，人们也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待“陌

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消灭的愿望或企图，但正是日常

生人”，可是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和他人拥有某种共同

生活中的社会标记，及与此相连的社会分层或区隔，

的身份或标识之后，他对外人的态度就会发生改变。

造成了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10] 。社会分层大多强调财

相应地，互动中标记出来的不同群体尤其是强势

富、权力、声望等群体区隔的社会学意义，如果把它

群体和弱势群体中的成员一旦发生冲突，社会标记则

与人的自然、生物学特性联系起来，社会区隔无处不

发挥激化冲突的作用。中国近些年发生在官员与平

在。种族隔离、民族隔离、城乡隔离、性别隔离等都

民、富人与穷人、流动摊贩与城管人员之间的冲突，

是如此。社会标记造成的地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群

屡屡演化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充分表现出在缺乏强

体内部和外部成员间的不平等。社会标记中的归类正

有力的制度保障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社会转型时

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

期，人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借助社会标记所呈

4.3. 群体内的同质性与刻板印象
社会标记将有某种相似性的个体联系在一起，这
些相似性存在于诸如生活背景、职业、经济水平、文
化程度、性格爱好、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种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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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5. 结论
日常生活具有世俗性，它使人们在不同层次和不
同领域捕获到生活的意义，无论人们介入何种领域的

67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标记及其影响

活动，日常生活都是重要的生活领域和内容。在其中，

努力则又造就出人际、群体和社会区隔(布尔迪厄，

个体对自我和变形自我的了解是同时发生的，这种共

1984)。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现实命运。

时的相互领会使我们彼此共存成为可能。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的行动源泉存在于行动者的内在意识当中，通
过多次互动，从内在意识中完成对他人的归类，这就
是社会标记。经由标记，个人选择自己所中意的交往
对象，并形成相对紧密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表面上
看是纯粹生活式的，而非功利式的，但这种标记和确
认，实际上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附带有社会资本的
人际关系网络。正是通过这种网络或者场域，每一个
实现了社会标记的主体，才逐渐扩展出对他们来说有
实在意义的社会关系网络。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若干职
业经由市场交换联系起来的分工社会，各专门领域分
工合作而形成了诸多正规化的互动仪式和规则。这些
领域是人们谋求满足其日常需要的社会世界。如哈贝
马斯所说，这些领域正在使人的日常世界不断被蚕食
或殖民化，并使原本在日常世界中丰富多彩的生活变
得单调，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
的人”
，外在世界日益变成人精神自由的牢笼(韦伯，
1905)[12]。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标记，不过是人们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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