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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世界是组合的。组合是联系的，开放的，是事物的根本生成方式和呈现方式。组合体现着世

界的本质构态、事物的自身结构及其与他物的组合规律。组合是世界的本质。综析哲学发展的轨迹和世界
事物的变化，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哲学思想：组合主义。而语言中的组合则是组合主义最典型的范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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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是组合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组合而成的。比如，宇宙是组合的，自然界是组合的，
人类社会是组合的，人自身是组合的，人的思想是组合的，人的作品是组合的，语言更是组
合的。可见，组合是世界的本质，是万事万物形成的根本方式，也是万事万物形态的基本呈
现方式。宏观世界是组合而成的，如宇宙、自然界、天体、人类社会、家庭等，微观世界也
可以利用组合观念无限地分解下去，如个人、中子、质子、μ 中微子、τ 子等。
近几十年来，哲学家们在结构和反结构（如后结构、解构）的两难中挣扎，在中西哲学
地位（如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论争中摇摆，在实践理性范围内的哲学（即政治哲学、经济
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等）和科学技术哲学（如人工智能、知识经济、安乐死
等）的两线作战，在对国外理论的输入与阐发、重复与转述、嫁接与验证中消耗时日，至今
没有提出一个能够启迪哲学思考的普遍命题，或贴近时代发展的核心思想，促进社会的发展。
这种状况使我国当前学界，虽有许多学术论著，却难以或无法被输出，或者能够被输出
者寥寥可数，也使中西文化交流呈现为一边倒的状态。这是应该令学人们忧虑的。
因此，我们综析哲学发展的轨迹和世界事物的变化，提出一个全新的哲学思想：组合主
义。
组合是联系的，开放的，是事物的根本生成方式和呈现方式，体现着世界的本质构态、
事物的自身结构及其与他物的组合规律。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或者说，新时
代需要新的哲学思想，创新型社会需要组合主义。组合主义能深邃人们的思想，拓展人们的
视野，发散人们的想象，使人们关注事物的特性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在创造性的组合中去发
明，在奇思妙想中去创造。
组合是世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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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质
组合主义是解释世界本质和构态的哲学思想和认识方法。无论是世界的自身构造、宇宙
飞船，还是单个的原子，或单质体、化合物，无不是一个一个的组合体。离开了组合，世界
就无法形成，万事万物也无法被认识，被把握，世界的本质、状态和变化也无法被揭示。
观察表明，组合主义有三种基本性质。
第一，结构性，即组合的意图是组构出一个新的结构。组合的成分是一个结构形式，组
合的结果也呈现为一个结构，不论这个结构是大是小，是复杂还是简单，都具有皮亚杰所说
的结构三特性（皮亚杰 1984：2）
。
结构主义视事物为自足的，孤立的，封闭的体系。认知主义侧重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和规
律，它们是联系的。但认知主义的重心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的心智，人对物的感知，人类
心智的结构、功能和认识事物的方式。组合是开放的，它研究物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的重组、
生成和新生，但组合的结果又是封闭的，它又为新的组合充当成分。世界如此循环，新旧交
替，绵绵不绝。
组合的结构可以无限大，空间是无限的，如宇宙、银河系等，时间也是无限的，如过去、
现在、将来。这个结构也可以无限小，如日常生活中的一字句“好！”
，科学世界里的质子、
μ 中微子。古人所谓“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庄子·天下》）。
任何组合体都有其成分或构分，且大于其单个成分，又不等于其成分之和，而是一个体
现新的组合意图的、全体成分有机融合的、全新的新结构，如电脑由五大构件（运算器、控
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入设备）组合而成，但每个构件的独立性减弱，和谐统一，构
成一个全新的结构，其功能却远远超越了这五大构件之和。如果相对于网络而言，单个的电
脑又只是一个构件，无数的电脑在新的意图和条件下，又构成一个全新的结构，如局域网、
全球网。相声《五官争功》也说明了组合的这种结构的完形性。
组合是一种科学的创造，精心的制造，是一种获得了新的功能和用途的和谐结构，否则
就不叫组合，而只是一种随意拼凑、堆砌、存放，是一个垃圾堆，只是一种没有创造的、没
有价值的机械运作。
从组合结构的性质看，组合主要有物理性的，化学性的，文化性的，语言性的和综合性
的；有质的改变也有量的增减或平衡，有内在逻辑也有外在体系。由此形成的结构也是如此。
各种机械性的组合是物理性的，各种化合性的组合是化学性的，各种仪式是文化性的，各种
符号的组合是语言性的，重大的组合多是综合性的。比如，科学研究就是一种综合性的组合，
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它由公理、公式、术语等组成理论体系；由仪器、设计、
实验等构成研制过程；由专利、产品、论著等组成成果形式。
结构与组合的区别在于：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组合打破旧的平衡，组构新的结构，制
造新的稳定，以满足世界多彩的变化和生活不同的需要，如此反复，以至无穷。
第二，选择性，即组合是有意图的选择，是一种体现意图的创造。这需要创造性的眼光、
思想和能力；组合是有规则的选择，需要一定的条件、储备和高度，是所谓量体裁衣、因材
施教、物尽其用，所谓艺高人胆大，
“语不惊人死不休”。常规的组合满足日常之需，而另类
的组合往往产生意外的效果和惊奇。
组合是有意图的选择。没有预设的意图、方案，甚至图纸，任何成功的组合都是难以想
象的。比如。一幢简单的房屋建设，从意向、图纸、选址、购料、施工，装修，甚至到搬家
后每个物件的摆放，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更不用说，寺庙多建在深山，店铺开设在闹市；有

69

钱高楼大厦，穷则茅屋草房。任何组合都是有讲究的。
组合是有规则的。事物的组合一般有几种情况：（1）相吸，（2）相克，
（3）相融，
（4）
相交，
（5）相关，
（6）相间，
（7）相通，
（8）对称。如中国五行的相克相生，化学反应的各
种现象等。违反规则，虽然不时有意外收获，但惨痛的时候居多，或爆炸，或火灾，或污染，
甚至人命关天。
选择性是组合主义的重要性质。它体现了组合的创造性和事物聚散的客观规律。它考验
聚合体的质量和数量，又影响聚合体的形成和走向。卫星、网络、药品、城市布局、小说成
篇等，都是科学而富于创造的组合；而彗星陨落、帝国衰败、物种消亡等，都是符合组合规
律的解体。这都取决于选择。
杰出的组合是一种根基深厚又打破常规的选择。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或一个僵持的状
态中，或一个成熟的社会里，需要非常的眼光，来打破习惯的定势，吹开沉闷的冰封，催生
新的万紫千红，百舸争流，实现期待的组合，但这需要知识、能力、远见和胆略。比如《红
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奇妙的组合是意外选择和超常幻想的结果，如人类上天入地的梦想对人类发明创造的启
迪；它有时又是选择的副产品，如青霉素的发现。这需要耐心、细心和眼光。
可见，在组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每一个细节的选择，或选择的细节，不论是人的
选择，还是物的选择。
第三，指向性，即组合是一种向量建构。它不是某些杂物的杂乱拼组，或随意组装，也
不是意向缺失的游戏拼贴。组合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有序构筑和有向合成。如八卦与预卜凶吉，
《本草纲目》与悬壶济世。
在任何一次组合过程中，相应的组合意图、组合方案和组合期待必然先行。自然界的组
合，如日月山川、江河湖海，我们尚不能知晓其中的意图、方案和期待，虽然它们的数量、
位置、高低、大小、深浅等是地球运动的结果，但移山填海、改造自然，却是人类对“人定
胜天”的理想追求。在人类的各种组合中，肯定含有组合者的理念、期待和文化。如婚姻中
的相亲、看八字、择吉日，生孩子也择属相好的年份，如“福猪”
、“金鼠”。这种属相之说
已经逐渐影响到外国人了，因为追求幸福、安康、发达，避祸趋福是人类的共同期待。再如
人的情绪是一种组合。据统计，人的喜怒哀乐不过 36 种形态，却可以组合成千姿百态的感
情世界，在影视作品，同样的七情六欲，成为永恒的艺术主题，却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图
景和文化精神。
当今新科学的产生都是一种指向性的组合，目的性很强，如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而且
是多学科的合力组合，如认知科学这门新兴学科，是 1975 年美国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
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学等 6 大学科整合在一起，为研究“在认知过程中信息是如何传
递的”
（蔡曙山 2007：28）而产生的。
指向性能保证组合的价值和用途，但是，我们认为，它应该使组合避免信马由缰、漫无
边际，或因循守旧、作茧自缚；应使组合师法自然，又和谐自然，有益于时代的进步，造福
于人类。组合有时考量着科学家的良知，如爱因斯坦与原子弹、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因此
应防止有害的组合。
3 类型
世界万物的成分和要素无非点、面、线、角，数、形、声、色等，它们也是组合主义的
基本元素。事物的环境和形态无非宇宙、自然、社会，或者说是天、地、人，它们也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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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基本平台和结果。事物不论大小、距离不论远近，人物不论生死，现象不论同异，都
无非组合及其变化。风雨雪霜、山川江河、春夏秋冬、草木花卉，也莫非组合及其结果。因
此，组合虽然千姿百态，林林总总，但可以作如下分类。
第一，根据组合的类别，组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社会组合
人类社会，上下几千年，由不同的民族、语言，不同的肤色、人种组合而成，由 6 个阶
段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组合而成，虽然宗教中的社会形态别具一格：西方的天堂、地狱，中国的阴阳两界。
社会的组合含有，或者说，反映出人的世界观、文化观、审美观，它因时代风尚而变化，
又影响时代风尚的走向；它构成民族文化的格式和趣味，又规范着民族文化的品位和特色。
如《三国演义》中周瑜“既生瑜，何生亮”的人生际遇之叹，岁寒三友（松竹梅），儒学六
艺（
《诗》
、
《书》
、
《礼》
、
《乐》
、
《易》、
《春秋》）
，君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
汉字的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世界哲学的三源头（中西印）等。
法律条文的数量与所规定的范围。人的衣食住行与时尚的变化。如建筑：中国的雕梁画栋，
西方的哥特式、巴洛克式；礼仪：中国的打躬作揖，日本人的鞠躬，西方人的拥抱，俄罗斯
人的吻脸三下；服饰：中国的黄袍马褂，西方人的燕尾礼服，日本人的和服，俄罗斯人的萨
拉凡等。
（2）自然组合
巍巍喜马拉雅山，浩淼太平洋；油油青草，皑皑白雪；红花，翠竹，青山，绿水，都是
自然界的组合。
自然组合中，显露出物质的性质特征、外部条件和组合能力，虽然其中许多组合，人类
一时还无法说清。如物理反应、化学反应，酸雨、蓝藻，火山、雪灾，不测之风云、旦夕之
祸福等。在没有外来干扰（如彗星、干旱、洪涝等）的时候，自然界一直在有序地变化着，
旧事物解体、消亡，新事物诞生、成长，此起彼伏，绵绵不绝。但外部的干扰，比如人类的
污染、破坏，人为的侵入和强行的组合，打乱了大自然的秩序，导致了海啸、洪水、瘟疫、
气候失衡等弊端，偏离了造福人类的哲学宗旨。因此，建立组合思想，协调天人关系，尊重
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和变化节奏，都是组合主义的价值指向，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然，最终
保护好人类自己。
（3）宇宙组合
宇宙组合是目前人类所知的最宏大的组合，在空间上无边，在时间上无际，由无数的恒
星、行星、彗星、星云等组合而成的，如太阳系、银河系。宇宙令人遐思无限，高不可攀，
激励着人类“嫦娥奔月”
、
“夸父追日”。
但是，也许有一天，人类忽然发现，太空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宇宙，太空原来是若干个
宇宙的组合。只是人类目前知识有限，科学技术有限，目前还局限在自己的已知的宇宙里。
因为物质是组合的，天地是组合的，万物是组合的，宇宙的存在也应该是组合的。换句话说，
万物如果是组合的，那么万物就应该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分，而宇宙的存在也不应该
例外。
（4）生活组合
车水马龙，喜怒哀乐，柴米油盐，起早贪黑，衣食住行，琴棋书画，都是生活的组合。
这是最常见的组合类型，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福泽人类的时时处处。
世界的生活形态难以数计，其组合状况也最难弄清，但抽象地说，它的组合模式如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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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章节的编排与组合，都为一个主题服务，但这个主题又有无数个侧面，而一本书无论容
量有多大，都只能涉及或选取其中的几个侧面。这种取舍与作者的写作意图、个人好恶、表
达重点、艺术品味、研究水平、读者对象、科学发展、时代风尚等都有关联，即受到各种限
制因素的限制。一种组合既有促进因素，又有限制因素。
（5）语言组合
诗情画意，甜言蜜语，听话听声，指桑骂槐，都是语言的组合。它是最典型的人工组合，
如自然语言、形式语言等。它最能鲜明地体现人的组合意图，又最依靠语境来传达这组合的
意图。
每一种自然语言中都有字、词、句，每个词（字）都有音、形、义，每个句子都是词语
的选择与组合，构成语形、语义、语用的三维结构。每套句法都是无限运用的有限规则。一
个语言组合，既可以千言万语，也可以独词成句。难怪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维
特根斯坦 2000：22）
。试想，哪种棋不是若干棋子组合而成？哪局棋不是对组合规则的组合
体现？如孔孚的一首两字诗《长河落日》
：
圆
寂
这两个字象两个标签，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字本身。比如王维的《使
至塞上》
、和尚的得道与圆寂以及人生过于圆满后的不济（
“满招损”
），等等。
第二，根据事物的成分，组合也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同类组合
这是一种按部就班式的规律性组合，具有物理性，如语言的选词造句和表情达意、人工
山水、克隆现象、股市的熊与牛等。
（2）跨类组合
这是几类成分中有相交部分的组合，具有化学性。它是一种创造性的组合。它能生成一
种全新的结构或产品。跨类组合是创新的重要阵地。如诗画合壁、合成材料、机器人等。
（3）兼类组合
这是指一个由若干类成分组合而成的新的构体，它创造性地融合若干种形态和功能。如
目前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共同体或政治联盟，虽然各怀鬼胎，各取所需，但在一个宗旨或利益
的驱动下，组成一个临时同盟，虽然注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4 方式
任何组合都离不开自身的素质、条件和组合的理念，组合的环境以及组合的方式。事物
组合的方式根据事物的性质、条件、意图的不同，可以有多种多样。概括起来，还是有章可
循的。
（1）数学方式：数，形，符号，方程，坐标，集合，作图，计算，表格等。
（2）物理方式：增大，减小，配价，湮灭，裂变，衰变，守衡等。
（3）化学方式：化合，分解，溶解，置换，复分解（还原），渗透等。
（4）生物方式：代谢，吸收，嫁接，遗传，变异，仿生，移植等。
（5）哲学方式：矛盾，范畴，实证，分析，认识，实践，经验，辨证等。
（6）逻辑方式：命题，判断，推理，模态，归纳，演绎，类比，合取，析取等。
（7）语言方式：聚合，组合，共时，历时，符号化，象似化，游戏化等。
（8）文学方式：象征，隐喻，换说，移植，合成，交叉，剪贴等。
（9）艺术方式：美化，丑化，新化，返古，杜撰，脸谱化，魔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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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然方式：地震，海啸，风云，漂移，冰封，温差，风化，污染，沙化等。
（11）综合方式：上述方式的合理而巧妙的综合运用。
需要指出的是，组合的方式因组合的意图的不同而不同，也因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的
不同而不同，还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更因经济实力、社会时尚和个人修养的不同而不
同。因此，这里只是挂一漏万，列举其中荦荦大者，而且在实践中，还会有许多新的方式产
生。
5 条件
任何组合都有其周期性，都会由萌生、成长、繁盛、衰落，走向解体、灭亡（消失）
，
或再生成其他的组合。古人所谓物极必反，阴阳平衡。这都取决于一定的条件。事物在一定
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万物组合的条件有很多，且与其自身的潜质和组合的意图有关。概括
起来，除去空间、时间和方式等必要条件外，大概主要以下有几种情况：
（1）环境（语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科学技术环境等；
（2）意图：包括创新、守成、复古，理论意图、试验意图、应用意图、交际意图、拒
绝意图，长计划、短安排等；
（3）自身条件：包括结构、性质、能力、数量、品质等；
（4）工具：包括石器、铁器、仪器、运载工具等；
（5）外因：包括温度、浓度、压强、催化剂、光线、燃料等。
任何组合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画梅止渴，都是不会成功的。因
此，要善于利用条件，甚至创造条件，最佳地完成组合意图，实现预期的组合目标。
6 模型
组合主义能为人类的创新活动提供思想、视角和路径。这就需要模型化，也便于传承和
应用。
从理论上说，任何组合都有模型。许多组合都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构思、设计、实验、
试验、失败、修改、调整，最后成功的。一见钟情、一蹴而就的情况，毕竟凤毛麟角，而且
稳定性也不容易保证。模型理论在物理学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语言的理论和经验看，组合的模型是可数的、有限的，但组合的结果却是无穷的、无
限的。世界的组合难以计数，其模型也因物而异，遇事而变，因时而改，不能也不应以盲目
照搬、套用，或以偏概全，或张冠李戴，或墨守成规，以求一劳永逸。历史上，“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害了人的。
我们以作为组合典范的语言的模型化为例。语言的模型化采用数理方法，以理出自然语
言的逻辑结构层次，其过程和方式由浅入深可列举以下：命题逻辑→一阶谓词逻辑→高阶谓
词逻辑→蒙太格语法→λ -表达式→递归定义方式→（数学定义的）树形图→部分语句系统
方法→语义代数结构→弗雷格意义组合原则→意义公设法等（邹崇理 2000：1—36）。因为
“从自然语言逻辑的符号学角度看，自然语言的句法语形的生成实际上就是一种符号的组
合”
（邹崇理 2000：7）
，而上述方式都是组合的或注重组合的，如包含λ -表达式的λ -演算
系统本质上就是一种组合逻辑。客观地说，这还只是人类目前能力所及的几种语言模型和方
式，还没有揭示出语言组合的本质，期待着后来者。
组合模型，根据我们初浅的观察、分析和推断，应有两种情况。
第一，理想的模型。根据完形理论，
“整体的量值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
（皮亚杰 1984：
39）
。那么，理想的组合应该是一个不等式，因此应符合不等式的规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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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称性
（2）传递性
（3）单调性
（4）可运算性

a﹥b ⇔ b﹤a
a﹥b, b﹥c ⇔ a﹥c
c﹤b, c﹤a ⇔ c﹤a
a﹥b ⇒ a+c﹥b+c
a﹥b, c﹥d ⇒ a+c﹥b+d

第二，实际的组合。实际的组合是一种按照一定意图、次序和设计方案排列组合而成的
有效结构，是在一定的规律制约下完成的。所以应符合排列组合的一般规律。如数列增减性：
d﹥0 时，等差数列｛an｝单调递增，
d = 0 时，等差数列｛an｝是常数列，
d﹤0 时，等差数列｛an｝单调递减。
组合的结果是无限的，因成分的不同而不同，但只有少数是最佳的，或最符合设计者的
期待的，这就需要在无限中挑出有限来。这正如陶瓷的烧制。
7 语言范例
语言中的组合是组合主义最典型的范例。可以说，语言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组合的。仅以
目前五花八门的语言学为例，粗略列举就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人类
语言学、哲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统计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工程语言学、
地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参量语言
学、宇宙语言学，等等。
作为日常交际工具的语言的组合规律，可以做如下分析。
7.1 原则
（1）层次组合
语言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如音位层次、形态层次、句法层次、
词汇-语义级次。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认为，语言理论的中心概念就是“语言层次”
的概念。他的生成语法由三个层次组合而成：一系列短语结构规则、一系列语素音位规则和
一系列转换规则（乔利奥 1986：138）。一个句子总是按一定的句法规则、由深层结构到表
层结构，一层一层地进行组合成形的。
（2）语义组合
它的依据是“语义特征”
。它既能说明不同词语在词语搭配、修辞选择等一系列用法上
的差异，也可分析、概括处于同一句法格式的各个实例中的同一关键位置上的实词所共有的
语义特征。它是结构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形式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的区分标志物。
（3）变换组合
一个事物的组合性质，会在其构分上，或构分的配置上，或构分之间的关系上，或跟其
他事物的联系上，表现或反映出来。这就可以用变换的方式来考察、验证。因为这是两个有
着相同的个别同现集合的形类相同的不同结构之间的形式联系。变换组合最能彰显一个组合
的价值。
（4）配价组合
“配价”概念借自化学。语法学中的“配价”旨在说明，一个动词支配若干名词的能力。
因为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动词所关联的行动元的多少，就成为动词的配价数目。它能揭示句
子中所隐含的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联。
（5）观念组合
这是指语言组合的文化因素。文化因素越来越干扰着语言的组合与交际，成为得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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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障碍和保证。在外语教学和研究中，语言文化因素对语言组合的影响一直受到关注和
研究，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理论，如英美的“跨文化交际”、俄罗斯的“语言国情学”、汉语界
的“文化语言学”
。它们有利于体会和掌握外语交际中的礼节和语言组合中的习惯，建立宽
容的文化心态，形成健康的文化观。
7.2 方法
（1）隐喻和换喻
这两者虽是修辞手法，近 20 年来已获得哲学身份了。具有等值、置换、转移和错置等
功能，成为语言组合的重要思想和方法。这两者的区别在于：1）隐喻是“类似的”，换喻是
“邻近的”
；2）隐喻是“垂直的”
，换喻是“平面的”；3）隐喻是“同位的”，换喻是“异位
的”
；4）隐喻是“描述功能”
，换喻是“指称功能”
；5）隐喻是“明喻紧缩”
，换喻是“话语
紧缩”
。
（2）功能
功能是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它能描写和解释语言现象的组合特征和原因。语言
功能的实质是“交际功能的合理实现”，因为语言交际的组合过程大致是：语言动机→寻找
和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利用形式把要说的内容表达出来。经典的功能观有雅可布逊的六功
能说、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观等，其典型的组合形态是雅可布逊的“诗歌功能等值原则从选择
轴弹向组合轴”
（霍克斯 1987：78）
，以及各种功能语法。
（3）实义切分
它研究句子的交际结构、交际功能及语言内部的组合规律。所谓切分，就是把成段的话
语组合分割成一个个组合单位。从语法的角度说，分割到语素为止，以揭示句子组合体的语
法应用和在一定上下文或语言环境中的直接而具体的意思。其基本要素是叙述的出发点和叙
述的核心。叙述的出发点可由几个情景因素组成，其中一个起核心作用，其他为伴随成分，
而叙述核心则代表说话人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目的而叙述的新内容。
（4）符号法
语言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客观事物的符号。符号是组合的，也是为组合而存在的。
符号法有利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和组合的规律，如符号的任意性、系统性、通用性、多义性、
能产性，社会性等。符号学由三大构分（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组成，是语言学和语言
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5）认知法
语言是人类重要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语言是认知的核心。语言的使用者就是认知的主
体。它通过语义的参与和对语义的描写，揭示人对物的认知规律。它重视研究自然语言，尤
其是言语（口语）
，如词语与意义，语言结构（如词库、语言界面）
，语言的使用（语境中的
语言、心智中的语言）
，人机交互，言语合成等，几乎涉及语言组合的各个方面。
8 组合语法
8.1 组合语法的“位”中枢观
所谓“位”
，原指名代的位置，英语中叫做 case，俄语中叫做 падеж，一般译为“格”，
《马氏文通》称为“次”
，黎锦熙译为“位”（黎锦熙 2000：33）。黎锦熙指出：
“惟此所谓
‘位’
，不尽同于外语之‘格’
。
”
“盖西文法之言‘格’
，所以规‘字形之变易’；而吾之言‘位’
，
所以究句法之殊异”
（黎锦熙 2000：7）
。
组合语法借用之，以“位”作为其中枢概念，但它内涵有扩大，既包括上述“位”的含
义，又包含了配价理论中的“价”的功能，成为描写和构造句法的基本概念。这样，既能注
意句法形式，关注语义选择，又能兼顾语境需要。
75

组合语法，是剔除去下列等式中 4 个理论里重复的东西后，对其共通部分的融合，是一
种全新的、科学的组合观念和组合理论。它是索绪尔所谓的言语组合公式（1+1’+1”
+1’
”……）和他的语言存在公式（1+1+1+……=1）的有机融合（索绪尔 1980：41—42）
。
结构语法 + 生成语法
= 组合语法
功能语法 + 认知语法
组合语法的“位”
，既是句法位，也是语义位、语境位，包括 16 种：施事位、处所位、
工具位、与事位、客体位、使成位、感受位、途径位、源点位、受益位、终点位、伴随位、
范围位、永存位、时间位、转变位。
（参见菲尔墨 2002：28—33，141—148）
这最能切近语言的组合本质。
8.2 基本框架
参考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意、象、言”矛盾和现代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依据语言的
工具性和组合性，我们暂拟出了组合语法的基本框架。
8.3 基本术语
（1）构分
“组合语法”构分一览表
D=[[（意+境）↔（位+势）]↔形]
意（语向）
陈述
祈使
疑问
应酬
情绪
内省

境（语境）
人（交际双方）
识（学识、语感）
境（情景、上下文）
情（态度、文化）
在场（不在场）

位（语位）
位格式
句模
涵义
规则
逻辑

势（语势）
词形
词汇
词义
语象
语法句

形（语形）
文字
声音
图画
符号

（2）说明
1）
“意”
，也叫“语向”
，是指交际意图，即人使用语言，选择语言材料，选用语形句式、
语气和语调，表达情绪和思想等的动机。语言的生成和使用不是无缘无故的，会话的效果也
不是随便就能够达到的。这需要动机以及在动机支配下，对语言的恰当选择和组合。用心理
学的术语说，就是一种“意向”
，相当于《文心雕龙·神思》里的所谓“神思方运”、“神与
物游”
、
“意授于思”
，还没有“言授于意”，是语言组合的开始。而计算机“句处理”应该加
入“交际意图”标记和参数。
2）“境”，也叫“语境”
，是指语言组合和调节过程中的情景或上下文环境，包括客观
语境和主观语境以及文化语境，表现为合作原则和面子原则。它能影响语言的选择和言语的
效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这时的语言是一种动能，能制约组合过程中的意义选择和句式选
用。
3）“位”，也叫“语位”
，是中枢概念，是语言的组合场、生成场。语言在这里实现“交
换”、
“生成”
，组合成形。用物理学的术语说，这时的语言处于一种“场”（相互作用场）
中，在意图的支配下，根据语境，选择词汇-语义和词形-句法。比如 время, создать, смерть
等 3 个词，按生成语法原理，在形式上，可以构成 4 个标准句子，例如：
Время создало смерть.（时间制造死亡）→正常表达
Смерть создала время.（死亡制造时间）→修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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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мерть создана временем.（死亡被时间制造）→状态描写
Время создано смертью.（时间被死亡制造）→诗意表达
但是，只有“Время создано смертью”才是 Бродский 笔下的诗句。因为诗传达的是一
种情绪，这种传达需要出其不意，需要令人耳目一新。而这一点，句子“Время создано
смертью”做到了。
4）“势”，也叫“语势”
，是指一种语言状态，还是语言材料，比如词典里的词语、语
法里的规则和句模等。这时，语言尚处在静止状态，像在造币场刚刚造出来的钱币一样，只
具备价值，但尚未进入流通领域，获得使用价值。用物理学的术语说，这时的语言还只是一
种势能，呈守衡状态。如词语 время, создать, смерть，句模 N1+Vf 等，都还是备用符号。
5）“形”，也叫“语形”
，是语言组合的最后阶段，成形阶段。这时，语言组合的认知
选择和形式转换已经完成，它已经是现成的话语了，或按时髦的说法，是思想的物化物了。
用物理学的术语说，这时的语言已经是一种功了，能够用于交际，产生语用效果了。
9 效果
任何组合的探索都是一种“美”的追求。
成功的组合都是美的，符合美的原理，遵循美的规律，不论是自然的组合，还是人工的
组合。这样的组合，一般经济、实用、美观、协调。但任何一个组合，在开始阶段总是不成
熟的，或粗糙，或繁琐，或笨重，总欠缺点什么，需要在坚韧的探索和合理的改进中不断完
善，直至完美。自然界的运动，人生活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组合要求，由此产生新的组
合，循环反复，以至无穷。这如同电脑的进化史。本文提出的“组合主义”也是如此，我们
希望它能够在批评中生根、开花、结果。
组合是一种思想。
一般说来，任何组合都起源于一种组合的思想和动机。但组合的思想最难形成。贺拉斯
说：
“在安排字句的时候，要考究，要小心，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
义，表达就能尽善尽美。
”
（贺拉斯 1982：139）比如，语言的组合，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
令人眉开眼笑，欢天喜地；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却让人暴跳如雷，兵戎相见；有的词语组
合在一起，诗情画意，道不尽的美，享不尽的心旷神怡；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却粗俗不堪，
说不完的丑，诉不完的反目成仇。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
。原因何在呢？
根据原子理论，是不是所有的组合都有一个“核”
，把整个组合体及其各个成分结合在一起，
做一种绕核运动呢？如果是，那么这个“核”是什么呢？它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呢？
任何组合都含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或者说，说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或满足生活需要才去进行组合的，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
性的；不论是眼前的，还是长远的；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论是人类的，还是自然
界的。科学上有许多理论组合的成功范例。如物理学中的波尔，他把卢瑟福的原子（核式）
结构模型、普朗克-爱因斯坦的量子化概念、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光谱实验三者结合在起来，
在他的原子模型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成功地解释了 30 多年未能解开的 H 原子的里德伯公
式之谜。这种关联性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想，这不是一种主观的臆想，而是在实践中不断
修正、不断接近，最终符合客观实际的组合结果。
任何组合都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实现。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在人类的发明、创造几近饱和的今天，新的组合的确不容易。这就
需要我们深入了解事物的特点，把握时代的需要，预测未来的发展，利用科学的组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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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科学的组合成果。
由此可见，组合就是挑战，组合就是创造，组合就是新生。
10 问题与展望
组合主义是我们第一次提出的观点和概念，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
（1）组合主义是否成立，有待多方的批评和论证；
（2）世界上的组合种类、数量和动机尚不清楚；
（3）各种组合需要的条件、机率、成效有待研究；
（4）组合的数学分析，数学建模有待探讨；
（5）人在万事万物的组合中的作用也不清楚，如世界上许多组合的形成和消失，人都
无能为力；
（6）许多神秘的组合规律目前还无法弄清楚，如脑科学、宗教狂热、人的命运等。
但是，我们深信，
“组合”思想可以科学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可以
有机地吸收自然、生活和各种理论中的精华，减少重复，并形成新的理论，促进社会的进步；
它可以提醒我们随时关注事物的性质和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努力创建新的组合，服
务人类，改善人类的生活和生存。
我们相信，有大家的精心呵护和讨论、批评，在不久的将来，“组合主义”一定能够成
为代表新时代发展的新的哲学思想和思潮，“组合”观念一定能够为创新型社会的创新活动
注入无限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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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sm and Corporate Grammar

Liu Yong-ho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We live in a corporate world. Corporation is connection. It is how things are generated and
displayed. Corporation showcases how the world is formed, how things are formed and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By analyzing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and world
transformation, we propose a new philosophical notion: corporatism. Corporation in language is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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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example. This article depicts the nature, denotation, type, method and issues in corporatism and
explains the hierarchy and framework of Corporate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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