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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
专题研究
编者按: 哲学中语言转向的发生和语言观由交际工具变为人的存在方式, 语言哲学成为当今的热点学
科。然而, 大多数学者却一味地盯住同语言对应的世界尤其是外在物理世界不放, 希望通过语言分析去
揭示客观世界。其实, 语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语言同人的世界在外延上相同, 因此语言哲学的学科
目的是人及人的世界。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维度出发, 聚焦于人及人的世界。此处, 人的世界
包括客观世界、
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 三者缺一不可。

语言与存在的信仰维度: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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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主体性遮蔽了本真的存在关系。人 活在语 言中, 人对语 言须臾 不离的 依赖状 态是 人类 的基本 生存 方式之

一, 然而在已有的存在叙事中, 语言成为缺席 的他者。语 言不是 客体而 是主体, 语言 使存在 的意 义显现, 语 言是 存在之
本。消解存在焦虑的根源, 追寻人生的意义, 主体性应走向主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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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m en sions of Language and Being: From Sub jectivity to In tersub jectivity
Ba i Zhen x ian
(H unan U n iversity o f Comm erce, Changsha 410205, Ch ina)
M en live w ithin language, their dependence upon language is one o f the basic surv ivalw ays of them selves. Y et in the narra
tions o f be ing, language becom es the absentee. T he A uthentic relations o f be ing is obscured by sub jectiv ity. L anguage, the sub
ject, is the homestead o f human be ing s. T o overcom e the anx ie ty, and to reach the fu lly sign ificant ends, of life, intesub jectiv ity
should replace sub jectiv ity.
K ey word s: language; be ing; subjectiv ity;

intersub jectiv ity

主体间性 ( intersub jectiv ity) 是本真的存在关

改造, 教育活动成为实现主体力量对象化的过程。

系,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

在此背景下探讨语言和存在的信仰维度有助于还

变革。 ! 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

原教育的意义, 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领悟, 实现人本

是一种哲学必然。
∀ ( 成晓光 2009: 9) 当主体间性

真的生存。

超越置换主体性成为必然时, 我国外语教学却仍
然是主体性的天下, 普遍存在以教育对象的可塑

1 存在的焦虑

性为基础, 把教育的对象当做物, 把语言当做工

存在是生命的延续, 是自由和创造。焦虑是

具, 把教育看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甚至对客体的

对存在的思索, 对本体生命的追问。当思想家言

* 本文系湖南省 教学改革立项课题 ! 基于 主体间 性视域 的大学 外语课堂 教学 改革 的研究 与实 践 ∀ (湘 教通 [ 2009]
321号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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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人活在语言中, 人不得不 活在语言中, 人活

焦虑乃是人面临自由选择时所必然存在的心理体

在程式性的语言中 ∀ ( 钱冠连 2005: 35), ! 语言是

验 ( K ierkegaard 1944) 。人在生命 的旅途中 处处

人类最后的家园 ∀ ( 钱冠连 2005: 104) 的时候, 是

面临选择。正如定一条新路一样, 我们无法预见

对当下已失去家园的忧思, 是对生命价值的探寻

路的彼端究竟隐藏着何种危险, 因而必然产生焦

和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人对语言须臾不离的依赖

虑的体验。焦虑是面对虚无和自由时产生的一种

状态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 然而语言与存

眩晕。存在 - 人本主义者们对焦虑的观点是: 焦

在断裂, 在已有的存在叙事中, 语言成为缺席的他

虑的产生来自根本的存在焦虑, 存在焦虑是对个

者, 成为历史永远的客体。

体存在的责任和限制的恐惧。和其他心理疾病一

! 中国人的问题比哈姆雷特的问题严重。哈

样, 焦虑是因为人们不能真实地对待自己、
接受自

姆雷特的问题是: #活着还是死去, 这是个问题。
∃

己, 否认自己真实的想法、
情感、
行为。罗洛 ( 梅

但对中国人来说, 活着不是问题, 怎么活着才是问

认为, 焦虑乃是! 人对威胁他的存在、
他的价值的

题; 怎么活着也不是问题, 怎么活得像个人才是问

基本反应∀ ( M ay 1967), 是一种 不确定性和无依

题; 怎么活得像个人也不是问题, 怎么活得像自己

无靠的感觉。焦虑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

才是个问题。
∀作家刘 震云接受中国教育 报记者

一, 现代社会引起价值观的丧失和分裂。罗洛 (

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坦露了他对人对存在的无比

梅认为, ! 时代变换时, 当旧 的价值观是空 洞的,

关切。 ! 活着还是死, 怎么活, 活得像个人, 活得

传统习俗再也行不通时, 个体就会感到特别难以

像自己 ∀, 这是东方中国人的问题, 也是世界的问

在世界上发现自己 ∀。现代社会的竞争激烈和理

题。! 什么东西存在着? ∀ ( W hat is there? ) 是哲学

性至上造成人的情感和理智的分裂、
爱情和性欲

家追问千年的命题。虽然社会进步了, 时代变了,

的分裂、
价值和目标的分裂, 从而破坏了人格的统

但存在问题仍在。人们说焦虑无处不在, 无时不

一性。第二, 焦虑产生于空虚和孤独。空虚并不

在。的确, 有存在的地方就有焦虑。当存在遭遇

是源自内心一无所有, 而是由于人对自己的渺小

战争屠戮、
生命和思想毁灭、
价值缺失、
信仰崩溃

和无力感到的失望。空虚的结果是, 如果人们发

的时候, 人们感到焦虑、
恐惧、
愤怒, 感到痛苦、
绝

觉自己无从影响社会和别人, 就会情感退缩, 变得

望、
迷惘 %%他们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荒原的过

越来越冷漠无情; 或者向专制和权力投降, 彻底丧

客, 一个现实世界的寄居者和证人, 一个失落了精

失自我存在的意义。

神家园的漂泊者。
吉登斯说, 焦虑的种子植根于与原初的看护

我们不知道神的焦虑, 但是人总是让存在的
焦虑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亚伯拉罕也有焦虑,

者 ( 常常是母亲 ) 分离的恐惧之中。母亲的子宫

! 亚伯拉罕的焦虑 ∀是来源于信仰和伦常的冲突。

是世界上最温暖和舒适的家, 当我们意欲切断时

上帝为测试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忠诚程度, 神命亚

间, 同过去的一切, 诸如童年、
情人、
故交、
故乡、
故

伯拉罕献出自己的爱子以撒来做祭祀。亚伯拉罕

国、
自然、
文明告别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

遵守上帝的指示, 将儿子带到摩利亚山, 正要举刀

与 ! 原初的家 ∀分离的恐惧。我 们离开母亲的子

时, 上帝派来的天使阻止了他。不知是上帝对亚

宫, 从此失却了母亲安定宁谧的怀抱, 茫然漂泊于

伯拉罕的考验还是不信任, 亚伯拉罕对自己与上

不确定的世界。 ( 马大康 2009: 1) 漂泊者并不只

帝的关系发生了动摇, 他变得很焦虑。欧洲启蒙

是站错了位, 从绝对意义上说, 是离开了母亲安定

时代思想家在批判神学对人性的摧残的同时, 渴

宁谧的家, 无家可归。家园失落者的 焦虑是 ! 一

望有一种神圣的人性, 以代替神的缺失。在宗教

种悬在空中的感觉, 心灵无处着落∀。在临床心理

问题上, 他们内心充满着焦虑。少年维特以虚无、

学界和精 神 病 学 界, 焦 虑 的 定义 有 三 个 因 子:

吟叹、
自杀来取代宗教或社会教条, 从广义上说,

( 1) 焦虑是一种烦躁、
急切、
提 心吊胆、
紧 张不安

象征着青年人当社会价值由 ! 集体规范 ∀向 ! 个体

的心境; ( 2) 焦虑者往往伴有植 物神经功能紊乱

创意∀快 速翻转 时的自 我怀疑 与何 去何从 之焦

的症状; ( 3) 焦虑往往是没有相 对固定的对象和

虑。&狗日的足球 ∋中的主人公 柳莺为了进入主

明确的内容。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词都可以来表

流的语言体系, 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一 个足球迷。

述焦虑: 着急、
紧张、
害怕、
心烦意乱、
心神不宁、
坐

在此, 足球是作为男性语言体系的象征而存在的。

立不安、七 上八 下、热 锅上 的 蚂 蚁 等 等。焦 虑

当柳莺进入足球比赛现场, 进入男性语言的真实

( anx iety) 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 angh, 是狭小

语境中后, 严 酷的现实立刻击倒了她。 ! 当她鼓

或收缩的意思。齐克果在&恐惧的概念 ∋中指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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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击时, 却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供她使用的

志的骚动和焦虑不安, 灵魂在上帝永恒的喜乐中

语言! 没有。没有供她捍卫女性自己、
发泄自己

享受平静。宗教的价值能承负现世的伤痕, 可是

愤怒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由他们发明来攻击

上帝死后, 谁成为人们短暂生命的慰藉和患难时

和侮辱 第 二 性 的。 所有 的 语 言 都 被 他 们 垄 断

的避难所? 什么能撑起因为上帝消失而坍塌的世

了。
∀这一! 发现∀标示了女性生存的终极处境, 这

界? 答案是理性。人们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一个理

种 ! 绝境体验 ∀充满了深具本体 意味的焦虑和深

念上: 用理性代替神学。有了理性发展科学就有

刻的愤怒 ( 王侃 2008: 4) 。这是女性群体面对语

财富, 有了财富就有幸福; 有了理性就有真知, 有

言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虑, 是她们对自身根本处境

了真知人就有了自由。

所表现出来的本体焦虑。

对焦虑的消解, 人们找不到万良之策。焦虑

哈贝马斯于 &后民 族结构 ∋中转引霍布斯鲍

与存在如影相随, 或者说, 焦虑就是存在的一种负

姆 ! 用晚期浪漫派的笔调 ∀所写 下的一段话表述

值的表征。但是, 当焦虑转化为一种诉求, 去探究

了他对冷战结束以后的当代世界的看 法: ! 短暂

造成痛苦的根源, 争取本真的存在, 实现人与自

的 20世纪结束了, 却留下了一堆问题, 没有人能

然、
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共处时, 焦虑对存

解决这些问题, 也没有人声称能解决这 些问题。

在的思索、
对本体生命的追问就成为一种有积极

世纪末的人们在全球性迷雾中为自己开拓出了一

意义的东西。在对焦虑和存在的介入中, 无论古

条通往第三个千年的道路, 他们知道的仅仅是, 一

代本体论哲学、
近代认识论哲学, 还是现代主体性

个历史已 经结 束了。 其余 的, 他们 一无 所知。
∀

哲学, 语言都没有登场露面, 它成为缺席的他者和

( H aberm as 2002) 他指出, 最晚从 1989年开始, 人

叙事的客体。语言应该走上前台, 肩负起新的历

们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终结, 但与此同时, 人们并没

史使命, 因为它是存在的家园。

有感受到世界已经太平, 前途无比光明, 人们还是
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惊恐与不安之中, 还是被一种

2 主体的遮蔽

失望和受挫的情感所笼罩。在现代社会, 如果没

就人的存在而言, 严格来说, 欧洲在 19世纪

有永远的真福在上提携我们, 那一定有尘世的肉

之前并没有关于 ! 人 ∀, 以人为对象、
客体和内容

体享受在下控引我们。当人只剩有肉体的时候,

的科学。康德开创的以 ! 人是什么 ∀为基本问题

麻木的生活让人焦虑, 或者焦虑使人麻木。 ! 我 ∀

的新人类学将! 人 ∀变成了认识主体和理解主体,

既不多于肉体, 也不少于肉体, 因为 ! 我 ∀就是肉

人既是知识的主体, 又是知识的对象。通过 19世

体。麻木让人感到他对世界的感知和反应能力在

纪无数思想家的努力, ! 人∀被 建构起来。但是,

逐渐退化和失去, 他对自己存在的感知也开始模

作为人主体内容的! 人性∀、
! 人道 ∀思想把对人的

糊和不真实。物质财富被不断地创造的同时, 现

有限性的分析当做人的无限本质 ( 董学文 2005:

代文明将人与自然割裂, 人与他人割裂, 也将人自

455) 。作为生活着、
劳动着和说话的存在, 人是有

身割裂。现代社会科技飞速进步, 日新月异, 在高

限的, 因为人毕竟是从事着生产和交换并进行话语

速地创造和改变世界的同时, 却并没有同比例地

言说的自然的存在, 受制于劳动、
生命和语言。存

提供关于世界的 ! 意义∀。反之, 这个使人目眩神

在不是僵硬的形而上的抽象同一, 而是生命在劳动

迷的物质世界, 加上各种各样的欲望叙事, 使得与

和语言中的延续, 是灵魂在劳动和语言中的再创

人类精神生存相关的 ! 意义 ∀成 为迫切需要拯救

造。如果把无限性、
创造性和绝对性交给有限的

的全球化焦虑, 意义的空无化危机因之突出地成

人, 结果将是 ! 人 ∀的膨胀和破裂。人的概念建构

为整个时代不祥的征候。

起来, 牺牲的是人的事实存在。也就是说, 人已经

对于焦虑, 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 应采取接受

消失, ! 人 ∀已经死了。其实, 无论是对 ! 人之死∀抑

命运的斯多葛主义的态度。到了中世纪, 出于天

或对! 上帝之死 ∀的隐喻性言说, 都是对其本真存

主教的背景, 焦虑被看成不适当的情感。而在文

在被遮蔽的申说。本真存在的遮蔽是当下社会的

艺复兴时期, 人们认为应该使用理性来控制焦虑。

焦虑之源, 本真存在的遮蔽源于主体性。

但丁在 &神曲 ∋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理性和哲学

主体性是近代理性启蒙的产物, 是欧洲近代

可以帮助人们辨认出邪恶的道路, 但是要达到至

哲学的中心。它以理性反对神性, 进而以理性征

善至美的境界, 则必须依靠信仰和神学。在信仰

服人类, 征服自然。所谓主体性, 是指在主体与客

时代, 有神或上帝的眷顾, 人们可以将包括焦虑在

体的关系中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性, 客体被主体构

内的一切, 交付神或上帝。上帝的介入能平息意

造和征服, 主体成为存在的根据。近代哲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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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是独立自在的客体, 它归根结蒂是理性的

! 我们已 使所有 事物的 神秘和 超自 然面暴 露无

产物, 具有主体性。主体性从本质上说是活动主

遗, 再没有任何神圣的事了。
∀一切不再有象征意

体在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自觉性、
自

义, 情感枯竭在理性的专制中。! 主体性哲学 ∀的

主性、
能动性、
创造性、
目的性等主体的属性, 是活

! 主体性∀概念和 ! 主体) 客体 ∀关系的思维模式

动主体区别于活动客体的特殊性。弗莱 德 ( R.

其实在尼采那里就遭到了 ! 摒弃 ∀, 他认为建立在

多尔 迈 曾 对 现 代 主 体 性 的 特 征 进 行 过 概 括:

! 主体性哲学 ∀基础上的人本主 义造成了人与自

( 1) 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 ( 2) 以自

然的疏离、
对立, 抹杀了人的情感、
意欲等人生的

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人主义; ( 3) 不包含类主体

重要方面, 使人变成了知识、
科学的附属品, 生活

性的单独主体性。 ( D orm ay 1992) 主体性肇始于

变得毫无审美意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提出

笛卡尔的 ! 我思故我在 ∀。笛卡 尔把主体作为人

此在的共 在问题, 认为 ! 此在 ∀的世 界是共 同世

的专门范畴从一般实体范畴中独立出来, 探究主

界, 这是对! 主体 ) 客体 ∀模式的直接冲击。福柯

体如何超出 自身去认识客 体的问题。笛 卡尔认

提出! 人之死 ∀, 认为作为只具有理性的、
独立于

为, 所谓主体就是指自我意识或心灵自我意识或

客体之外而宰制客体的人是不存在的, 人主要是

心灵, 虽然与物体同为实体, 但与后者却有本质的

非理性的。

区别: 物体的本质是广延, 而自我意识或心灵的本

由于主体性是建立在 ! 主体 ) 客 体 ∀认识关

质则是思想。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神权的统治中

系基础上的, 主体将自身之外的一切都视为客体,

解放出来, 还原人的自然本性。理性成为反对愚

对它们进行支配、
占有和改造, 为自己所用。主体

昧无知和盲目信仰, 引导人们探索自然和社会奥

和客体被分离, 客体自然成为被征服、
改造的对

秘进而主宰一切的力量。理性是人类摆脱愚昧,

象, 他人是被利用、
支配的对象。在我国教育领域

走向自由解放最重要的工具和成果。人类通过理

依然普遍存在以教育对象的可塑性为基础, 把教

性精神, 恢复自我意识, 将自己的目光从上帝转向

育的对象当做物, 把教育看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

人、
从天国转向尘世、
从宗教神学转向哲学, 人性

对客体的占有和掠取, 把教学过程视为特殊的认

得到高扬。作为主体的人挣脱了人对神、
人对人、

识过程, 教学的目的就是占有以教材为载体的知

人对自然的绝对 依赖关系, 成为世界的 主宰者。

识; 或者以现代实践观为指导, 把教育看成主体对

主体性意味着个体性和理性, 它是人的价值和尊

客体的改造, 实现主体力量的对象化。其结果是

严的所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 人的主体

把教育变成一种心灵隔离的训练。现代社会中,

性在摆脱封建的黑暗统治, 确立资本主义自由、
平

随着个人主体性的张狂和泛滥, 主体性本身所潜

等的法权观念中得到充分的张扬, 它也为资本主

藏的危机和缺陷已暴露无遗。 ( 陈海平 2006: 4)

义的自由竞争和工业文明的繁荣扫清了道路。近

首先, 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类本来想通过自

代西方的个人主体教育培育了西方社会的理性主

己的行动来主宰自然, 自然却越来越脱离人类的

体, 带来了西方工业的文明和进步。理性主义成

控制, 威胁人类的生存, 人类与自然同一的关系发

了西方传统文明的最大特征。

生了裂变, 由与自然的同一走向与自 然的对抗。

! 主体性 ∀本来是讲自由和独立自主性, 然而

在人与自然的 关系中, 人类把自己变 成了中心。

! 主体) 客体 ∀关系的发展使 ! 主体性 ∀走向极端

其次, 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个人与社会之间由

的人类中心主义, 征服自然、
使 自然为人所用的

最初的依附, 发展到近代以来的对立和冲突。对

! 主体性 ∀反而被抹杀, 为自然所奴役。理性至上

自我而言, 他人与社会关系都是异己, 人与人、
人

主义抹杀了人的情感、
意欲、
本能等等人性的重要

与社会的所有关系都可 归结于赤裸裸的 金钱关

方面, 从而限制了人的批判活动和自由创造活动

系。私欲的膨胀带来了人性的扭曲和人与人关系

的范围。这种无所不在的理性的过度发展成了统

的恶化, 造成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个人的自私自

治人们的一种新的枷锁, 理性的僵化和绝对化使

利、
社会的两极分化、
贪污腐化、
恐怖主义、
大规模

人们重新不自由了。对于理性扼杀人的情感和想

杀伤武器的扩散、
核威胁、
民族国家间的冲突等社

象, 荣格认为, 当代社会中的理性统治的思想是我

会问题的出现, 反映的则是人与他人、
与社会关系

们最大的也是最悲剧性的幻想 ( Jung 1988: 75 ),

的扭曲。再者, 人自身的异化。上述人与自然关

因为理性象征的原始力量和丰富意义消隐了: 打

系的恶化、
人与他人、
与社会关系的扭曲等所有问

雷不再是神的愤怒, 闪电不再是神的报复, 河流不

题的深层根源就在于个体人格的分裂。当对理性

再有精灵, 山 川草 木 不 再 与 我们 跳 舞 和 对 话。

的倡导走向极端而变成对理性的迷信, 进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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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专断和霸权时, 人的意义世界也在这种理

而上学渐次瓦解, 语言显现并介入存在。科学主

性的张扬中被埋葬了, 理性也从人类肯定、
发展自

义和人本主义两个传统都以某种方式关注语言问

身的一种手段变成目的本身, 人失去了价值主体

题, 在解释学、
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

的目的性意义而成为技术操作的对象。人的身心

中, 语言上升为中心论题。哲学解释学认为, 人创

发生分裂, 人成为只具有理性而无 ! 人性 ∀、
缺少

造了语言, 但人却从属于语言; 人所创造的语言不

信仰和价值关怀的 ! 单向度 ∀的人。人失去了自

是人的一种工具, 而是人的存在方式。从这个角

我, 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度看, 不是人在使用语言, 而是语言构成人的! 存

人不仅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 更欲追寻人

在 ∀。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来理 解世界, 语 言表达

生的价值、
意义, 找寻人生栖居与生存的家园。世

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一方面, 世界虽是独立存

界的意义并不是自在, 也不是他在, 而是自在和他

在的, 但它必须进入语言之中, 通过语言向我们呈

在的共在, 自在和他在不可分隔地融合 在一起。

现出来, 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表面上是人发

存在的意义不是此在的存在, 不是彼在的存在, 而

明了语言, 实际上是人通过语言并在语言中发现

是此在和彼在的共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提

自己。世界与人的关系 实质上是一种语 言性关

出了此在的共在问题, 认为! 此在∀的世界是共同

系, 因为对人来说, 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一个人

世界。 ! 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质

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语言并不是观

上是共在。
∀ ! 此在 ∀不可能单独、
孤立地存在, 此

念的表象, 不是实在的反映, 相反, 它与人的生存

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 ! 在之中 ∀就是与

可能性联系在 一起, 它就是人的某种 生存方式。

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

我们通过语言而在世, 就如同我们通过身体在世。

是共同此在。神学只关注上帝的在与是, 在上帝

因为人有语言, 所以人能够建立起一个使用符号

眩目的光环下找不到此在。主体性只凸显自在而

的天地, 人与自己的过去、
物和他者建立了关系。

无视他在, 自在挥舞理性的利剑刺得他在遍体鳞

世界用语言呈现自己, 而人则用语言去感知世界。

伤, 就如神学一样, 主体性消解了共在的世界。主

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主体间性的。在海德格

体性凸显自我这一主体而将他者遮蔽, 也将自我

尔看 来, 对世界 存在的 认识只 有由 一种特 殊存

摧毁, 由此埋葬了本真的存在和关系。

在 ) ) ) 人的存在才能完成, 世界只有在人的认识
与牵挂中才有意义; 而人对世界的认识与牵挂是

3 家园的向度

与他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 因此对世界存在的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

认识必须首先变为对人的存在的认识。而人的存

本变革。主体间性意指存 在的人与世界 的同一

在是由对人生的理解决定的, 在对人生的理解中

性, 主体间性的依据在于人的生存本身。海德格

语言起着 关键的作用。语言似乎与其他 活动一

尔的存在论哲学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 ( H ei

样, 无需解释, 为我们直接经验。但是, 语言是交

degger 1987) 。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是主体

谈的产物, 交谈是主体间性的活动。语言不是主

间的共在, 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 而是主体与主

体与客体之间的产物, 即不是人给世界命名。如

体之间的交往、
理解关系。马丁 ( 布伯认为, 作为

果没有另一个主体, 是不需要语言的。正是由于

存在的关系, 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一种 ! 我) 你∀关

人类在社会生活的交往中, 主体与主体之间有了

系, 而不是 ! 我 ) 他 ∀关系; 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

交谈的需要, 才产生了语言, 而言谈是主体间性的

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 ! 我) 他 ∀关系

行为。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 言谈, 而 言谈是 ! 共

是主客关系, 是非本真 的关系; 而 ! 我) 你 ∀关系

在 ∀的所在。 (海德格尔 1987: 197)在语言的运用

是本源性的关系, 是超越因果必然性的自由领域

中, 并不是人在使用语言, 而是语言自己在运动,

( M artin Buber 1986: 140) 。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

人被语言所支配。不是人在说语言, 而是语言在

对话、
交流而达到充分沟通, 彼此理解, 最终把对

说人。这就是说, 语言即谈话本身成为主体。语

象认识变成自我认识、
自我认识变成对象认识, 从

言本身是使存在物和存在得以现身的存在。

而把握世界的意义。可以说, 主体间性强调的是

语言是生命存在的表现形式, 是人们认识和

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它是对主体性合理

体验世界的方式, 是存在的家园。人的外在是一

发挥的规约。主体间性是本真的存在的关系。

存在物, 人的内在要对存在进行思考, 思考离不了

西方哲学由主体性研究到主体间性研究的转

语言。如是, 存在问题就把人从外到内地牵引到

向过程中, 以内在性为指向的意识哲学和主体形

语言中去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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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了存在 ) 语言) 人的重叠关系。在人的本质、
在

语言指向可能的存在、
应然的存在、
自由的存

场与在场者、
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中, 语言是支撑

在和本真的存在。语言学习的过程是我们长大成

物。语言伴随着人的一切活动, 它是人类社会的

人的过程, 是确立自己真实存在的过程。语言不

最根本、
最深刻的基础, 所谓词语不出场时无物存

是客体而是主体, 语言使人与世界充分交谈, 使存

在, 只有词语才使那物存在。当代社会理论认为

在的意义显现。人在语言中生活, 语言不仅为人

语言有如下社会意义: 语言是社会和人的基本沟

们遮风挡雨, 它还使人们看清自己是谁, 从哪里

通手段和体系; 语言是人的生活的基本模式和基

来, 到哪里去, ! 语言拥有人∀ (叶起昌 2008: 27),

本形式; 语言是权力运作的脉络; 语言是行为和思

语言是存在之本, 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

想产生互动的象征性中介体系; 语言是生活世界
的经验的总结。 ( 高宣扬 2005: 138) 语言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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