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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es 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a creative academic work devoted by a Chinese scholar Wang Yin，and it ma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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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哲学研究———21 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
（ 简称《语言哲学研究》） 共上、下两卷，纵横捭阖 20 章，洋

即售罄，皆因其饱含中国学者当自强的民族创新精神、探
微发掘的哲史功底、梳理创新的方法论思想。简言之，这
部著作特点鲜明———立意高、探论深、视阈广。

洋洒洒逾 72 万字，2014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立意高： 中国学者当自强

王寅长期致力于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等研究，

2

成果丰硕，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语言哲学研究》践行

迄今，书名含有 Philosophy of Language 或语言哲学的

许国璋、钱冠连、王寅和李洪儒等重视语言哲学的学术思

中外文著作颇多。这些著作或是外国学者撰写，如 Searle

想，打通语言与哲学、西方语言哲学与中国后语言哲学、

（ 1969） 、Dummett（ 1993） 、Lycan（ 1999） 、Martinich（ 2001） 、

历史成果与现实需求间的枢纽，昭示认知语言学或语言

Tanesini（ 2007 ） ，或 由 中 国 学 人 编 译，如 车 铭 洲 （ 1989a，

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紧密关联。

b） 、徐烈炯等（ 1992） 、克罗齐（ 1992） 、涂纪亮 （ 1993） 、埃

欲透彻探究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在语言学研究

科（ 2005 ） ，或 为 中 文 专 著，如 周 昌 忠 （ 1992 ） 、吴 礼 权

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能忽视研习语言哲学。该书既

（ 1997） 、陈嘉映（ 2003） 、王建平（ 2003） 、李洪儒 （ 2009） 、

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学术专著，也“堪称绕不开的

丁言仁（ 2009） 和钱冠连（ 2015） 。在《语言哲学研究》前言

基础教科书”（ 王寅 2014： 序 4） ，势必“在哲学和语言学领

中，
王寅直截了当地提到，国内“语言哲学”的教材和专著

域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同上： 序 7） 。这部著作之所以获

的数量已经不少，但撰写这部著作仍然显得很有必要，主

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立项，褒扬点赞如潮，发行不久

要目的： 一是中国学者当自强，沉思后当有我国自己的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式视角下的汉语动量组配认知研究”（ 15BYY133） 、河南省 2013 年博士后项目基金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概称句对比与翻译研究”（ 2013030） 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项目“英汉
词汇衔接对比与翻译研究”（ 2014ＲWYB21）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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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必总是为老外忙乎！ 二是清晰梳理西方哲学和语

人带来学术研究的话语权。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已然拉

言哲学史，理清各种理论学说之间的关系。

开西学东渐的帷幕，时至 1895 年甲午战争战败，中国的民

中国学者当自强，这是 20 世纪中国学者救民强国的

族气节降到冰点，西学遂以强劲势头涌进中 国，特 别 是

心声和口号。事实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人曾经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先是提倡中国学术全盘

广泛使用中国的技术发明，千方百计地学习中国的思想

西化，后是提倡“整理国故”，即用西学的学科框架改造中

文化。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曾发

国旧有的学问门类。在一代代学者推动了几十年之后，中

挥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李约瑟 1990） 。中国的思想文化

国现在的任何学术研究都无法摆脱西文和西学的影响。

也令西方传教士、思想家着迷，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时

“在西学的笼罩下讨生活，
成了 20 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研究

期内，有过东学西渐的辉煌。

”（ 潘文国 2014： 扉页）
的最大特色，
也是最大现实。

西班牙人沙勿略 （ Xavier） 在 1540 年 前 后 到 东 方 传

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学术界，譬如语言学界轮番上演

教，掀开西方人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即欧洲汉学历史的

模仿西方与反对模仿、引进理论与自强创新的往复辩难。

序幕。他先后到过日本、印度，发现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

自从许国璋（ 1988） 和钱冠连（ 1999） 在外语界首开西语哲

响，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昌盛的国度，于是想到中

在中国研究之先河，语言哲学界一直强调创新，其观点、

国传播教义（ 鲍同 2016： 11） 。但因不懂汉语，又逢明朝实

成果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语言哲学不仅是西方现代语言

行严苛的海禁政策，
因此，他至死也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学的基轴（ 丁言仁 2009） ，而且整个“20 世纪以来的哲学

在他之后，
罗明坚（ Ｒuggieri） 、利玛窦（ Matteo Ｒicci） 和金尼

研究都属于语言哲学，而哲学以外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

阁（ Nicolas） 等历代传教士、汉学家前仆后继，把中国的语

都处在语言哲学笼罩之下”（ 潘文国 2008： 17） 。钱冠连

言文字、
哲学思想介绍到西方，
对欧洲产生深远影响。

通过各种方式，或会议发言，或著书刊文，屡屡强调中国

莱布尼茨（ Leibniz） 是与牛顿齐名的科学家，与康德

学者不能总为老外忙乎！ 当有自己的理论。中西语言哲

比肩的哲人（ 谢群 2009： 26） ，人类史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

学研究会两年一次的年会、高层论坛、一年一次的夏日书

的人物，被誉为 17 世纪的亚里斯多德。他一生都对中国

院为我国外语学界学习和研究语言哲学做出重要贡献

文化具有浓厚兴趣，自 20 岁起至 70 岁逝世，始终在关注

（ 王天翼 甘霖 2014） ，努力打造中国学者、培育中国自己

和研究中国。在 17 世纪末，他利用传教士的通信和报告，

的理论。王寅的《语言哲学研究》富有很多独特见解，譬

编辑出版《中国新事萃编》，轰动欧洲乃至全世界。他临

如 SOS 理解模型、体验人本观、意义体认观和命名转喻观

终前还在撰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孙小礼 2006： 前

等，是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 王天翼 王寅 2015） 。这些见

言） 。在奋力摆脱西欧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寻找出路的过

解、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极具原创性，填补国内外相关

程中，他提倡要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学习中国的思想

研究的空白”（ 王寅 2014： 序 7） ，揭示中国学者的自强精

文化，给处于黑暗中的欧洲带去光明。

神。这种自强精神催生强烈的创新目的，创新目的又由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Voltaire） ，被誉为

以下方法论得以实现。

“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主张开明的君主

探论深： 钩沉发掘语哲史

政治，强调自由和平，“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3

思想被美国人写进宪法。其实，伏尔泰深受中国思想的

读史可以治愚，观史可以明今。历史有助于人们了

影响。他在著作和书信中多次提到孔子，推崇备至，赞誉

解过去、认识现在、预判未来。做任何研究，没有历史的

孔子是真正的圣人，是人类的立法者，没有任何立法者比

眼光，不了解相关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要想取得预期的

孔子曾对世界宣布过更有用的真理。此外，黑格尔（ He-

成果根本不行。司马迁在《史记》里写有 3 句为历代学者

gel） 这位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也认真学习过中国文化。

屡屡引用的话： 究天人之 际，通 古 今 之 变，成 一 家 之 言。

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洞见入木三分，道出东西方文化和

这是他写《史记》时为自己立下的规矩。后世对这几句话

历史的根本差异及其来历（ 卿文光 2005： 2） 。雨果（ Hu-

的诠释，众说纷纭。照我的理解，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准

go） ，世称“法兰西的莎士比亚”，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

则。3 个小句之间是条件关系，只有做到前两点———究天

产阶级民主作家，醉心于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他在《就英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有可能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说。其

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叙述圆明园的辉

中，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有历史的眼光，要能从波澜壮阔的

煌价值，痛斥英法联军毁灭中国文化的罪行。时至今日，

历史画卷中理清头绪，或从业已被掩埋的历史尘埃中披

这位天才作家的故居从家具摆设、壁画布局到饰物装点，

沙淘金，知晓各种理论的历史背景及来龙去脉。只有这

仍留有浓郁的中国情怀。

样，才能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才能提出真正的新观

然而，西方人用六百年左右的时间在工业技术领域
赶超中国（ 李约瑟 1990： 157） 。发达的工业技术还为西方

点，不变相重复前人的论调。
西方哲学发展了两千多年。要钩沉西哲史，发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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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语哲思想，必要时佐以中国学说，没有渊博的中西学

他从语义学而认知语言学，从认知语言学而构式语法，并

识、深厚的哲史功底、深邃的学术思想、执着的探索精神，

水到渠成地钻研语言哲学。此前练就的深厚的史论钩沉

碍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语言哲学研究》开篇就提出，

功夫，
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得以淋漓极致地彰显。

“西方哲学史的两个关键词为‘历史’和‘体系’……哲学

视阈远： 梳理创新促发展

史本质上就是哲学家基于特定立场梳理哲学体系的延

4

伸”（ 同上： 1 － 2） 。要厘清历史，首先必须溯源。王寅把

治语哲的学者，关注焦点不同，研究方法各异。有研

这一源头放到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语言

究某些国家或某一国别的，如车铭洲（ 1989a，b） 和周昌忠

哲学观与其本体论紧密相联，他的思想和学说对西方哲

（ 1992） 探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涂纪亮（ 1993） 关注英美

学发展乃至文明进程具有深远影响，是西方哲学理性的

语言哲学，吴礼权（ 1997） 则专治中国语言哲学史。有探

曙光，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思想的基石，是

索语言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如克罗齐（ 1992） 研究美

海德格尔、黑格尔和尼采学说的源泉。被海德格尔誉为西

学或艺术与语言哲学，埃科（ 2005） 则讨论符号学与语言

方精神之命运的 Logos，
发端于赫拉克利特（ 陈章云 2015） 。

哲学。还有学者专门研究某位学者的语言哲学思想，如

王寅认为 Logos 类似于老子论述的“道”，兼具“言说”与

徐烈炯等（ 1992） 编译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文选，Dummett

“规则”两层意思（ 王寅 2014： 37） 。这就为语言哲学找到历

（ 1993） 探究弗雷格的语哲思想。在具体写作方法上，或

史起点。确定起点不易，清理脉络更难。虽然已经找到起

注重学术思想的历史沿革，或关注学派及其观点主张，或

点，
但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并非清晰可见。它若明若

聚焦代表性的名家名作，或兼而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

暗，
与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思想交织在一起，不经探微发

足。不管关注什么，采用何种方法，凡是从事语哲史研究

掘，
实难寻得踪迹，遑论连点成线、尽显源流。《语言哲学

都非常不容易。难怪黑格尔说，哲学史本身就是哲学，赵

研究》专辟一章，
从 6 个方面勾勒、提炼出语言哲学的历史

敦华说哲学史家同时也是哲学家，张汝伦说哲学就是哲

泉源。反思传统形而上学之玄虚，另辟语言逻辑分析之新

学史（ 王寅 2014： 1） 。因此，完全可以说，梳理语言哲学史

途； 既重经验主义之实证，也补理性思维的逻辑； 力避自然

也是在研究语言哲学。

语言之模糊，
构造精确人工语； 顺应逻实论，
倡导科学化； 现

然而，梳理语哲史毕竟不尽同于语言哲学研究，后者

代语言学，
促语哲发展； 兴语言分析，批心理主义。基于深

更有问题意识和现世关怀。倘若能够在梳理中创新，不

刻的历史观察，
该章还论证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

囿于整理既有的语言哲学史料，不止于发掘归纳各派学

分析哲学这一历史新观点。

说，而是与时俱进，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推动语言哲学的

除了追根溯源，哲史钩沉的功底还体现在关键术语

发展，那必 定 是 更 有 价 值 的 语 言 哲 学 研 究 （ 刘 辉 2009：

的界定上。术语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可以说，一门学科就

21） 。既有的语言哲学研究成果重梳理归纳，缺乏必要的

是一套学术话语体系。《语言哲学研究》在关键术语方面

问题意识，致使创新驱动力严重不足。与之对照，《语言

下足了功夫，用尽了力气。譬如“形而上学”，在先后考察

哲学研究》便是梳理创新促发展的典范之作，它始终关注

古希腊哲学系统、黑格尔哲学系统、语言哲学系统的基础

语言哲学如何发展、人文科研如何进行这一 重 要 问 题。

上，王寅从“形”说起，解说 Metaphysics 的始源，分析严复

尤其是在西方语言哲学研究渐趋式微的历史背景下，该

将其译成“形而上学”的由来———依照《周易》中的“形而

书的学术价值显现得更为真切，可为西方语言哲学的发

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剥茧抽丝，解说 Metaphy-

展贡献中国学者的力量。

sics常被中国人误解的根源。在廓清 Metaphysics 的内涵

《语言哲学研究》大力发展钱冠连等提出的“中国后

与汉译的基础上，王寅提出如下观点———形而上学以图

语言哲学”，将其置于后现代思潮的视阈中，考量全球的

建构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探究宇宙万物大系统背后的

人文科学研究。在沉思西方语言哲学和中国后语言哲学

根本原理、超验理由和终极价值（ 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超

之后，不满足于指摘此前研究的得与失，而是心怀当下及

验性） ，以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 同上： 9） 。另一个

今后语言哲学的发展大计，思考如何从事人文研究等现

突出的例子是 being 的意义与翻译。《语言哲学研究》从

实重大问题。“当西方语哲这盏灯不亮之时，为何不点亮

10 个方面钩沉语言中being的意义，并与哲学中的“本质”

中国语哲这盏灯呢……希冀能给全世界的语哲研究带来

两相对照。再从 being 的现有 4 个含义———存在、有、是、

一丝光明……我们认为，可进一步理清西方语哲要旨，尽

真———出发，逐一分 析，提 出 换 一 种 思 路，采 用“音 义 兼

快进入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中国后语哲，确立继承与创新

有”的方法，将 being 译为“毕因”，毕因论乃穷尽世界之因

的理念，灵活运用‘分析’之原则，不断开发有我国特色的

或本原的学问。

科研创新之路，以期能为我国人文科研提供一种新的运

王寅谙熟中国传统小学，研习过文字学、音韵学和训
诂学，
也是我国打通中西语义进行深入对比研究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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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方案。”（ 同上： 前言 2）

2016 年
5

张

凌 《语言哲学研究》的创新精神与方法论思想
［J］． 外语学刊，2008（ 2） ．

结束语

自古以来，中西学术交流，你来我往，是为常态。古

第6 期

潘文国． 论中学与西学［J］． 中国外语，2014（ 4） ．

代中国有过东学西渐的荣耀，曾为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

钱冠连． 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J］． 外国语，1999（ 6） ．

明的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明清以降，西学东渐拉开序

钱冠连． 后语言哲学之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15．

幕，历经三百多年发展，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影响广泛。
而今，西方的发展遭遇不少问题，智者再一次把求助的目

卿文光． 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5．

光投向中国。在语言哲学领域，正如李洪儒在中西语言
哲学研究会第十届夏哲院上所说，因西方学者过分倚重

全明姬． 分析性语言哲学框架中的语言中心观［J］． 外语
学刊，2015（ 3） ．

语言分析，局限于语言系统内部，导致其语言哲学研究路
子越走越窄，逐渐式微； 中国学者在这种情况下汲取西方

孙小礼． 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6．

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中大力发展中
国后语言哲学，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领域贡献出中国学

涂纪亮． 英美语言哲学［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者的智慧（ 全明姬 2015： 13） 。《语言哲学研究》便是贡献
之一，它是一本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有创新的学术著

王建平． 语言哲学［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作，同时还是一本表述清晰易懂、图表文字并用的“好学、

王天翼

便记、易查”的教科书。这部著作立意高、探论 深、视 阈
远，既有填补理论空白之功，解决中国问题之计，又收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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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5．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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