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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卡西尔看来, 人与其说是 理性的动物, 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人是创造符号, 并以此创造文 化的动物。人

只有在创造符号的过 程中才能获得自由, 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人。本文从卡 西尔的这 一观点出 发, 剖 析他的 语言观, 探讨
他有关语言习得的理 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同时, 本文也尝试从动态角度为卡 西尔的符号哲学提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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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assirer s V iew of Language
L iu Ru rong
( Jishou U 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 ina)
In Cassire r s v iew, hum an is a symbo lic an im a,l rathe r than a ra tiona l an im a.l H um an can creates the sym bo ls in order to
create the culture. T hrough this, hum an can a tta in the tru ly freedom. Cassirer s sym bo l poetics has been constructed on the ba
sis of h is symbolic form a l ph ilosophy. The thesis takes C assirer s v iew o f language as the sta rting po in t, ana lyzes the chang ing o f
language s po sition and lack ing o f dynam ic stud ies, and prov ides references to the study o 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 e
acqu isition.
K ey word s: language; cu lture; language acqu isition

1 引言

相同。如果没 有感 觉 的主 体

动 物, 也就 没 有存 在的

作为文化 哲学 的创始 人、马堡 学派 ( M arburg Schoo l)

世界。正如普罗塔哥拉 ( P rotagoras)所说, ! 人 是万物的尺

的主要代表人物, 卡西尔 ( E. Cassirer)主张哲学 应当研究

度,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也 是不存在 的事物 不存在

认识的方式 , 而 不是 认识对 象。他在 深受 康德 ( I. K ant)

的尺度 ∀ (柏拉图 2003: 664) 。卡西尔 认为, ! 人不 是生活

哲学影响的 同 时也 有所 创新。例 如, 他认 为客 观世 界是

在一个纯粹的 物理 世界 中, 而是 生活 在一 个符 号的 世界

先验原则与经验现象 的结合, 为此应 该采取 动态的 批判。

里 ∀ ( C assirer 1944: 43)。

这在一定程 度上 是对康 德 ! 批判 ∀思 想的拓 展。此外, 他

卡西尔在三卷本 #符号形式的哲学 ∃中 指出, ! 人是符

还发展了康德 ! 人是 理性 动物 ∀的理 念, 开创 性地 将人定

号的动物, 文 化 是 符号 的 形式, 人类 活 动本 质 上 是 一种

义为 ! 符号的动 物 ∀。本 文从 卡西尔 的这 一观 点出发, 剖

%符合 或 %象征 活动, 在 此过程 中, 人建立起 人的 %主体

析他的语言观, 探 讨他 有关 语言 习得 的理 论对 语言 教学

性 , 并构成一 个文 化的世 界 ∀ (卡 西尔 2009: 1 - 2)。在

的指导意义 。同时, 尝 试从 动态 角度 为卡 西尔 的符 号哲

他 看来, 人与 其说 是理性 的动 物, 不如说 是符 号的 动物。

学提供补充。

人是能创造符号 , 并进一步利 用符号 去创造 文化的 动物。
人和动物的根本 区别在 于, 动物 只能对 ! 信号 ∀作 出某种

2 人是符号的动物
著名生物学 家乌 克威 尔 ( J. von U exku ll)曾 经说 过,

程度上的条件反 射, 而人却 能够 把这些 ! 信号 ∀转 变成有
意义的 ! 符号 ∀。人通过改造 世界的活动

劳动编织着

在 苍蝇的 世界 里, 就只有 苍蝇 的事情; 在 海胆 的世界 中,

经验的符号网络 。语言、神话、艺 术与宗教 都是这 个网络

就只有海胆 的 事情。这 一形 象的 说法 告诉 我们, 世 界是

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 人不 再与外 在存在 物直接 相连,

依据不同的主 体来 划分 的, 并且 随着 主体 的变 化而 各不

而是通 过符 号 建 立彼 此 间的 关 系。人 的符 号 活 动 越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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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外在物理世界的范围也就 越小, 而精神 活动在 人的世

现的。梅杰 ( D. R. M ajor)曾经指出, ! 从 23个月开始, 儿

界占据的位 置 就越 多。在很 多情 况下, 人 甚至 是在 与自

童就极其热衷 于给 事物 命名, 好 像要 告诉 别人 这些 事物

身对话, 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 互动, 而不是 直接与 外在物

的名称或者要我们注意 到他在 观察的 事物。他会 边看边

理世界相关。 ! 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 包围在 语言的 形式、

指点, 或 者把 手放在 一个 东西 上, 说着它 的名 字, 然后再

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 宗教的 仪式之 中, 以 致除非

看看他的同伴们 ∀ (M a jo r 1906: 321)。这种现 象足以说明

借这些人为媒 介物 为中 介, 他就 不能 看见 或认 识任 何东

名称在儿 童的 头脑 发育 中具 有首 要的 功能。相 反, 如果

西。∀ (卡西 尔 2003: 44)

孩子在习得母 语的 过程 中只 是不 得不 学习 某个 词语, 是

康德关注理性, 将人定义 为理性 的动物, 在他 的煌煌

被迫在头脑和记忆中印上 大量人 造的、任意 的声音, 那么

巨著 #纯粹理性 批判 ∃ ( Cr itique of Pure R eason ) 中根 本没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纯粹 的机械 过程。这就 违反了 语言的

有提到语言 。但是, 与他 同时 期的洪 堡特 (W. von H um

生物机理。那样的话, 儿童会 面临极 大的困 难, 并 且需要

boldt)等人都关 注语 言, 将语 言与 理性 等同, 或 者认 为语

极大的有意识 的努 力才 能完 成这 个过 程, 因为 他要 完成

言是理性 的源 泉。对此, 卡西 尔坚 决予 以反 对。他 认为

的任务与实际的生物需 要毫无 关系。儿童 心理学 家通过

这种界定以偏概全, 并不能 涵盖语 言的整 体。实际上 , 语

对正常儿童的 ! 对名 称的 渴求 ∀现 象的研 究, 验证 了卡西

言并 不是 一个简 单、统一 的现 象, 而 是由 各种 不同的、在

尔的设想。儿 童通 过习 得事 物名 称的 过程, 不 仅为 原有

生物学上和分类学上处 于不同 层次的 元素构 成。情感语

经验对象的知 识库 赋予 了人 造记 号的 列表, 也 体验 了对

言是语言最初和最基本 的层次。 人类世界 与动物 世界真

事物概念化的过 程。从此 以后, ! 他就能站 在更坚 实的基

正的分界线 就 在于 概念 语言 与情 感语 言的 区分。因 此,

础上。他那含糊不确定的 知觉以 及朦胧的 感触都 开始有

卡西尔将人与 符号 联系 起来, 认 为符 号是 人类 文化 存在

了一种新的形态 。这些知 觉和感 触都围绕 着作为 思想的

的根本形式。人类的各种 文化形 式在本质 上都是 符号的

一个固定中心和焦点的 名称而 变得具 体化。没有 名称的

存在。人既 能 够发 明 符号, 又 能够 运 用 符 号创 造 文 化。

帮助, 所有在客观 化过 程中 取得 的进 步就 会面 临在 下一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 活动中, 才能成 为真正 意义上 的人,

刻失去的危险 ∀ ( Cassirer 1944: 171)。卡西 尔曾经 形象地

并获得真正的自由。正是 符号功 能的实现 使人进 入一个

将孩子最开始有 意识地使用的一 些名称比 喻为盲 人用来

! 符号的世界 ∀之中。各种 ! 符号 形式 ∀

语言、
神 话、
艺

探路的拐杖。在这个过程 中, 语言作 为一个 整体, 是儿童

术和科学等都 是人 的符 号思 维产 生的 文化 活动, 也 是人

通向一个新世界的通道。 正是儿 童这种想 说话的 渴望和

的创造性活 动 的符 号形 式。由此 可见, 符 号既 是人 存在

热情, 体现着 人类 探索 并征 服客 观世 界的 愿望。语 言对

的方式, 又是把 人与 文 化联 结起 来的 中介 物。它作 为语

于人来说, 不仅仅是表达的工 具, 更多的是 思想的 外显与

言的载体, 在人 与世 界 之间 扮演 着多 重角 色。但与 符号

客观世界内化的 载体。

不同的是, 语言 具有 动 态性。随 着对 语言 研究 的不 断深

3. 2 二语习得

入, 人们更加关注语言的主观 方面, 也就是 人在语 言中的

卡西尔认为 , 人 们学 习外 语 时仍 然会 经历 与儿 童习

体现方式以 及 语言 所创 造的 主观 世界。总 而言 之, 符号

得母语类似的过 程。掌握 新的词 汇或者熟 悉一套 抽象的

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但并不是 语言的 全部, 也不能 代替语

语法规则对于 外语 学习 是必 要而 非充 分条 件, 只是 最基

言而存在。

本的一 步。最 终的 目 的 应当 是 能用 这 种新 的 语 言 来思
考, 进而更好地 表达。 但是, 在 大多 数情 况下, 这一 点是

3 语言习得

很难做到 的。多年 来, 语言 学家 和心 理学 家们 都一 直追

3. 1 母语习得

问的一个问题 是: 为什 么儿 童可 以看 似不 费力 地习 得一

卡西尔尝试寻找 不会说话的 动物与已 经充分 掌握母

门语言, 而成人却要花费很多 时间学 习外语, 仍然 达不到

语的成人之间的根本差 别。他希 望能够通 过分析 语言运

儿童习得 母语 的效 果? 在卡 西尔 看来, 成 人处 于意 识生

用、发展中的不正常的情况 来回答 这个问 题。他认为 , 儿

活的较高级状 态中, 已 经绝 不可 能重 复那 最初 指引 儿童

童通过系统地了解言语 的符号 而成为 理性的 个体。在这

进入言语世界的 过程。因 此, 卡西尔 指出, 二语习 得的困

个过程中, 儿童的 理性 经历 了从 较为 主观 的状 态到 客观

难不在于 学习 新的 语言, 而 在于 如何 忘掉 旧的 语言。成

状态的过程 。同时, 也 是从 单纯 的情 感态 度发 展为 理性

人无法回归儿 童那 种首 次接 触客 观世 界, 获取 相关 概念

态度的过程。卡西尔强调, 这 个过程 虽然不 容易发现 , 但

的心理状态。因此, 学习者克 服了这 个困难, 也就 标志着

是却存在于每个正常儿 童的生 活当中。这 一时期 的儿童

他在二语习得中迈出了 重要的 一步。当人 们具备 了用一

能够清晰 地认 识 到 这个 新 工具 对 自身 智 力 发展 的 重要

门外语交际的 能力 时, 就会 感到 似乎 认识 了一 个全 新的

性。因此, 他们并不满足于被 动地接 受, 而 是积极 地参与

世界。反观我 们的 母语, 会 发现 很多 以前 没有 意识 到的

到言语活动中。由主观到 逐步客 观化的过 程就是 这样实

东西。为此, 卡西尔曾经引用 歌德的 话来强 调这一 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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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符号。语言是人 类生活 世界的写 照、图像与 地图。
语言与人之间的 关系将是语言哲 学以及其 他人文 学科的

4 反思与批判

主要课题之一。

! 语言是人, 人就是语言。∀ ( 李洪儒 2007: 11) 卡西尔

5 结束语

的符号哲学 是 一种 人学。他 在人 的定 义方 面, 为我 们提
供了一个全 新 的视 角。他认 为, 人类 与动 物的 不同 在于

! 一种 %人的哲学 一定是 这样的一种哲学: 它能使我

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思想 与感情 的社会 当中。人不 仅要遵

们洞见这些人 类活 动各 自的 基本 结构, 同 时又 能使 我们

守社会的各种 规章 制度, 同 时可 以并 且应 当通 过自 己的

把这些活动理解 为一个有机整体。∀ (卡西尔 2003: 120)卡

劳动与创造 积 极地 为社 会进 步努 力。在这 一过 程中, 创

西尔通过对符号功能的阐 释, 为人们 揭示了 符号、人和文

造性是人各种特征中最 为本质 的体现。它 使人与 动物的

化三者的关系, 把人与文化紧 密联系 在一起, 开辟 了符号

直接性、适应性 和规 定 性相 区别。这 种创 造性 通过 人类

研究的文 化维 度。文化 作为 符号 的内 涵, 通过 人类 的生

的劳动过程实现, 是人类不 断自我 解放的 过程。而 语言、

存方式展现出来 。神话与 语言等 符号形式 正是这 种生存

艺术和文化 等 都是 这个 过程 的不 同符 号形 式。但是, 卡

方式的表 现形 式。以这 些表 现形 式为 媒介, 人 类与 世界

西尔主要是通过神话、宗教、语言、艺 术、
科 学和历 史 6种

更紧密地连接在 一起。我 们通过 对卡西尔 有关符 号学与

符号形式来阐 述符 号学 思想, 并 且体 现人 类文 化以 及人

语言习得思想 的解 读, 反思 各种 符号 现象 背后 所蕴 含的

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尽管 这一过 程充分体 现了人 类解放

深层文化 内 涵, 动 态地 再 现人 的 多 样性、丰 富 性 和 创造

与自由的道路, 但 是在 这个 过程 中没 有体 现出 各种 文化

性, 旨在通过反思卡西尔的语 言观, 为当代 语言哲 学自身

之间的差异。显然, 这与现实世界背道而驰。

的建构及其在语 言教学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一些借鉴。

虽然卡西尔 的符 号哲 学强 调符 号的 动态 性, 但 是他
没有将神话和语言等 具体符号形 式的产生 与人的 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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