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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语言研究的特点鲜明，而且不乏世界级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等，
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始终处于国际学术前沿。比如，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与语言哲学思想、
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阿普列相的语义研究、阿鲁秋诺娃的自然语言逻辑分析和文化观念分
析等。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斯捷潘诺夫（Ю.С. Степанов）
“语言文化思想系列研究与本土
化探索”正是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研究意义
1.学术价值
第一，具有大量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斯捷潘诺夫一生发表 250 多篇学术论文，出版学
术专著 14 部。这些成果不仅仅是引进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仅仅是继承俄罗斯前
辈的思想，而是在引进和继承基础上开拓创新的结果。比如，人们研究同义词、近义词和反
义词时都把 3 类词分离开来，孤立地研究，他却引入系统论思想，把同义词和反义词作为横
坐标的两极，科学地建立俄语词汇有序系统，大大推动了相应语言现象的研究向前发展
（Степанов 1975）；又如，当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英美著名大学还痴迷于分析哲学和日常
语言哲学时，斯捷潘诺夫已经开始整合英美语言哲学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并且结合俄罗斯
学术传统中的名词哲学、俄语现象和俄罗斯文化，实现语言哲学的俄罗斯本土化（Степанов
1998）。要知道，以英、美为代表的语言哲学迄今依然痴迷于语言使用和语言表达式与世界
关系的分析，然而疏离文化的语言研究注定不能走得太远。上述两点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可
以部分说明斯捷潘诺夫的语言文化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和鲜明特色。大规模、系统
性引进与诠释该学者的学术思想，是我国相应学科快速接近并超越国际学术前沿的基本前
提。
第二，外国学术思想本土化的典范：当今世界，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汹涌澎
湃，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频繁，因此引进与诠释成为人们学习和研究的必然
方式。然而，引进与诠释仅仅是手段，不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或者全部。否则，“连研
究工作都没有做，怎么谈得上创新呢”
（沈家煊 语）？可是，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尽
管过去了一百多年，但是我国外语界依然以引进与诠释为主，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
比较少见。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的创新，离不开本土化（详见“‘十三五’重大项
目总体规划论证书”）
。斯捷潘诺夫在法语结构和修辞学、普通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和
文化观念等领域的研究处处可见本土化道路的探索和在该理念指导下的研究实践，是国外学
术思想本土化的典范。因此，对其予以系统研究，可以给我国语言学工作者实现国外语言学
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借鉴，有助于我国相应学科快速发展、赢得相应国际话语权
以及达到国际学术前沿。
第三，有助于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研究和相应学者的产生：语言研究发展至今，学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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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越来越齐全，相应学者的分工越来越细致。比如，同一种研究对象——词语，语言学就有
构词学、词法学、词汇学、词汇语义学、词源学、修辞学、语用学、文体学等众多学科在研
究。于是，学术界据此分成各种不同的学者，他们沿着各自的进路展开工作。可是，语言是
一个整体，需要学者们从整体考虑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不仅懂一
个分支学科，而且精通许多分支学科甚至许多学科，这就是此处讲的“百科全书式学术研究”
和秉承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俄罗斯学者斯捷潘诺夫的一生不仅涉及法语修辞学、普通语言
学、符号学、语言哲学和文化观念分析，而且系统研究这些学科和领域，产出一系列思想深
刻的学术成果，可以同时称为法语修辞学家、普通语言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哲学家和文化
学家。因此，对斯捷潘诺夫本人及其学术思想的系列研究，挖掘其各个学术阶段之间的内在
联系，有助于我国出现更多精通多个研究领域甚至多个学科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的诞生。这是
诞生包括语言文化在内的学术大师的必要条件。
概言之，有效引进、实现本土化和培养学术大师是实现我们语言文化基础研究“国家急
需、学术前沿”的 3 个基本环节。
2.实践意义
第一，推动我国外语界的科学研究，有效形成学术团队：斯捷潘诺夫本科时候的专业
是西班牙语，也就是说，他与我们一样，也是学外语出身的。然而，通过学习、教学和科学
研究，成为以母语（俄语）为研究对象的一代学术大师。沿着其成长轨迹，品味其学术成果，
挖掘其治学方法，有助于我国语言学工作者精准定位，逼近学术前沿，催生创造性成果，培
养创新型人才，进而建构教学和科研团队。
第二，有助于提高我国外语教学尤其是俄语教学的质量：系统引进斯捷潘诺夫的学术
思想，有助于我国外语教学提高质量，进而培养出更高水平的人才。比如，
（1）其关于俄语
语言的研究有助于我国俄语学科相应课程的教学，如上文所述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的
系统化研究有助于俄语词汇教学；
（2）对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原则的创造性研究成果，有
助于我国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因为我国目前的相关成果还不多；
（3）关于欧洲大陆语言
哲学的探索性成果可以有效补充我国外语界甚至哲学界的现有教学资源；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
第三，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的研究：其观念分析和以此研究俄罗斯文化
的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国情，甚至有助于服务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
展，也可以运用于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尤其是文化
的研究。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以语言中的文化观念为节点，研究这些节点及其相互关系，
从而建构以文化观念为节点的民族文化网络系统，是实现“人心相通”这一国策的有效途径，
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研究。
二、研究现状
斯捷潘诺夫学术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我国俄语界，并不陌生。
1.国外研究现状
第一，俄罗斯：俄罗斯国内不论是科学院院士阿普列相、卡拉乌洛夫，通讯院士阿鲁秋
诺娃等知名学者还是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都在自己的研究中频繁引用斯捷潘诺夫的观点；
俄罗斯科学院学术沙龙和权威期刊《语言学问题》对该学者有过详细介绍和积极评价。
第二，立陶宛和法国：2012 年，斯捷潘诺夫去世后，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和法国巴黎
索邦大学分别召开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研究这位学者的思想，出版文集，纪念其为国际语
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和民族文化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2.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黑龙江大学华劭教授 20 世纪 80 年代就在自己的论文和研究生教学中经常引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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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潘诺夫的语言学、符号学和观念分析思想。
第二，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铭玉教授在专著《语言符号学》中研究过其符号学思想。
第三，我国大量学者和研究生都经常引用该学者的不同观点。
第四，首都师范大学隋然教授翻译其专著《语言与方法——论现代语言哲学》，2011 年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总之，上述研究都很重要，是本课题确立和研究的基础，但不够深入和系统，有必要以
系列学术专著的形式开展专题研究，以便国内同行系统了解其学术思想，学习其治学方法和
实现国外相应学术思想在俄罗斯本土化的经验，为国外语言学在我国的本土化提供借鉴。
三、课题结构
本课题按照斯捷潘诺夫的学术发展阶段设置子课题，具体包括如下 5 个子课题：第一，
现代语言学及其研究方法；第二，现代符号学；第三，语言哲学；第四，文化观念与俄罗斯
民族文化研究；第五，斯捷潘诺夫国外语言文化思想本土化探索。
前 4 个子课题是斯捷潘诺夫院士语言文化观形成的 4 个有序阶段，其内在联系是：普通
语言学、符号学和语言哲学是这位学者语言文化观（民族文化观念分析和世界文化观念分析）
建立的 3 个最重要的基础，而语言文化观则是其普通语言学、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研究发展的
结果。至于第五个子课题，是我们立项的根本目的所在：挖掘斯捷潘诺夫院士实现国外语言
文化思想本土化的经验，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开展十四五规划（用
俄罗斯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促进汉语语言文化研究）奠定基础。
四、研究目标
本课题以俄罗斯著名学者斯捷潘诺夫院士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为进路，确立以下主要目
标：
第一，通过斯捷潘诺夫普通语言学教材编写的原则、内容及其理论基础的解读，改进我
国语言学界的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相关工作；以他的两本普通语言学教材和组织翻译的法国学
者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为基础，结合其专著《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
，揭
示其以教学为基础、成功开展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经验，此其一。其二，系统引进他的普通语
言学理论，丰富我国的语言学学科资源。
第二，通过其 3 本符号学专著、1 本符号学文集和相关论文，全面引进其符号学思想；
揭示其将符号学研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经验；通过梳理其通过语言学、哲学和文艺学 3
个学科研究符号学的学理根据，提炼其跨学科研究符号学的方法，促进我国的符号学研究。
第三，通过其专著《语言与方法：论现代语言哲学》及其相关论文的系统解读，完善我
国以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为视域的语言哲学研究范式，探讨将文化元素纳入语言哲学研
究的方法，促进我国语言哲学的多元发展。
第四，通过研究其 1 部百科全书《观念•俄语文化词典》和 4 本专著《世界文化常体》、
《思维三套车》、《观念——人类文明的基元》和《思想芦笔——论虚构文学》，引进其以观
念为基础的语言文化研究体系；通过其文化理论研究和“虚构文学”文本的分析，揭示理论
建构与语言、文化现象分析有机结合的方法，丰富我国的文化研究。
第五，在系统引进斯捷潘诺夫的上述学术思想，研究其在引进法国、德国等欧洲语言学、
符号学、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结合其母语——俄语和民族文化——俄罗斯文化，实现创造性研
究的经验，全面论述我国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的不足，初步提出可
行的本土化理念、方法和实现路径，为本基地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奠定方法论基础。
五、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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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子课题的基本内容：（1）基本文献：2 本教材《语言学基础》（1966，2010）、《普
通语言学基础》（1975，2010）、1 本专著《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与原则》（1975，2009），1 本
译著：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
（1974），相关论文；
（2）提炼斯捷潘诺夫关于普通语言
学中的基本思想；
（3）提炼其有关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原则的思想；
（4）揭示其将普通语
言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5）挖掘其引进国外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并实现俄罗
斯本土化的经验。
第二子课题的基本内容：
（1）基本文献：3 本专著《符号学》
（1971）、
《名词·谓词·句
子（符号学语法）》（1981，2004）、《语言的三维空间：语言学、哲学、艺术的符号学问题》
（1985，2010），1 本文集《符号学：本体论》
（1983，2001）以及相关论文；
（2）梳理斯捷
潘诺夫的符号学思想；
（3）揭示其引进国外符号学的经验；
（4）揭示其继承俄罗斯符号学传
统的经验；（5）发现其在实现本土化和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经验和方法。
第三子课题的基本内容：
（1）基本文献：专著《语言与方法：论现代语言哲学》
（1998）
及其相关论文；
（2）突破英美语言哲学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逻辑分析与日常语言分析的人
为界限，将符号学的研究成果纳入语言哲学研究中，集中探讨 3 类语言哲学——实在论语言
哲学、唯名论语言哲学和新实在论语言哲学；
（3）揭示实在论语言哲学与唯名论语言哲学之
间的相互作用；
（4）将伦理、道德引入语言哲学，丰富、发展现有语言哲学体系；
（5）揭示
语言哲学在俄罗斯的本土化经验。
第四子课题的基本内容：（1）基本文献：1 部百科词典《观念•俄语文化词典》（1997，
2004），4 本专著《世界文化常体》（1993）、《思维三套车》（2010）和《观念——人类文明
的基元》（2007）、《思想芦笔——论虚构文学》（2010），相关论文；（2）梳理斯捷潘诺夫等
人研究欧洲文化常体观念的方法和成果；（3）以（2）为基础分析汉语，探索通过“验证”、
“修正”和“发展”3 个环节推进世界常体文化观念探索进程的可行方法；
（4）梳理斯捷潘
诺夫俄语文化观念分析的方法和成果，提炼以自然语言为对象的民族语言文化分析方法。
第五子课题的基本内容：以前 4 个子课题为基础，
（1）从斯捷潘诺夫学习外语——西班
牙语开始，经过法语结构与修辞学、普通语言学、印欧语言历史比较、符号学、语言哲学和
文化的观念分析 6 个阶段，揭示其成长的经验，为我国中青年学者快速成长提供借鉴；（2）
从整体上探索其系列学术思想形成的内在机制——本土化方法及其实现途径；
（3）反思我国
自《马氏文通》以来引进国外语言学的不足，结合斯捷潘诺夫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提出我
国国外语言学引进与本土化的可行方法和实现途径。
六、拟突破的重点问题
本课题全面研究俄罗斯学者斯捷潘诺夫的学术思想。考虑到当今语言学的发展情况和课
题组的知识结构，我们把该学者有关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方面的内容排除在外。这样，课题组
计划突破的重点是，不根据课题主持人或者子课题负责人的学术兴趣来选择斯捷潘诺夫的某
一个或者某一些学术思想，而是从局部（这位学者研究的学科）出发，力争把握其除印欧
语历史比较研究以外的所有学术思想；揭示其实现国外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文化
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俄罗斯本土化经验，为国外语言学的中国本土化、催生具有中国学者
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展开方法论探索，为本基地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奠定基础。
七、拟突破的难点问题
第一，研究方法的改变给课题组成员带来了一定困难。从前，我们习惯针对相关学者
的某一个思想或者某一本书，展开扩展性研究。现在，课题组以斯捷潘诺夫的几乎整个学术
思想为对象，涵盖外国语言（法语）、普通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文化学和文化史等
多个学科展开研究，须要在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需要子课题内部各成员之间、子课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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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合作，协同创新。相关制度保障，见“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十三
五发展规划”。
第二，理解相关文献难，在相关文献之中甚至之间寻找其内在联系，发现斯捷潘诺夫
的引进、诠释、本土化经验和创新机制更加困难。对此，课题组将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予以
克服：
（1）立足具体内容和局部观点，着力整体，将具体与抽象、局部与整体结合起来，解
决相关困难；
（2）邀请俄罗斯相关专家参与本课题，以便中俄学者相互交流，协同攻关，顺
利完成课题。
八、主要创新之处
第一，立足学术前沿，确立课题。俄罗斯学者斯捷潘诺夫不仅是一部鲜活的百科全书，
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符号学等多个学科，而且其成果在立陶宛、法国、美国等欧洲大陆和
英语国家都具有重要影响，目前依然处于世界学术的前沿，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避免研究队伍“小、散、弱”的缺点，以团队形式开展工作。联合国内外具有
相关基础和专长的学者组织课题组，相对分工，绝对合作，建立以课题负责人负总责、子课
题负责人负局部责任、子课题成员负责具体问题的 3 级负责制，以此既可以确保顺利完成规
划课题，又可以确保逐步形成实实在在的学术团队，为十四五期间以团队形式展开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等工作奠定基础。
第三，系列研究俄罗斯语言学家的学术思想。从前，我们习惯的研究方式是，针对俄
罗斯某一种理论或者某位学者展开研究。前者过于关注局部内容，虽然深刻，但容易“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后者往往以系列论文为阶段性成果，以一本书为最终成果，由于涉及面
太广，不容易深入。本课题组对斯捷潘诺夫的学术思想展开系列研究，让我国不懂俄语的语
言学界同行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就要求多维度甚至多学科展开研究，以系列专著作为最终成
果。
第四，不拘泥于研究学者的思想内容，而是在研究思想内容的同时，聚焦其学术历程和
研究方法，尤其是其实现俄罗斯本土化的经验和有效途径。
第五，直接针对我国语言学当前所急需，在引进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的同时，着力探索
包括外国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本土化途径。
第六，不仅着眼于目前的十三五规划及其实施，而且放眼以后的十四五规划，将基地
的短期规划与中长期规划结合起来，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
九、计划完成时间
本课题计划在 2020 年 12 月完成。
十、研究进度
第一，2017 年 7 月—12 月，完成课题的框架设计，召开课题组参加的全国学术会议，
完善研究方案，进行分工。
第二，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完成斯捷潘诺夫文献的解读，发表第一批论文，本
阶段重在系统引进与诠释。
第三，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梳理各子课题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挖掘斯
捷潘诺夫的创新机制和本土化经验，发表第二批论文。
第四，2020 年 1 月—12 月，完成系列专著书稿，准备结项。
十一、研究成果的形式、完成时间
第一，中期成果为阶段性系列论文，分两批完成，完成时间分别为 2018 年 12 月和 2019
年 12 月。
第二，最终成果为 6 本系列专著，完成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6 部专著分别是：
（1）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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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语言学的方法和原则》、（2）
《符号学》、（3）《语言哲学》、（4）《文化观念与俄罗斯民族
文化研究》、
（5）
《文化常体观念与普遍观念网络构拟》和（6）
《引进·诠释·本土化》。
十二、成果使用去向
第一，供我国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语言文化分析等领域的研究生、学者开展相
应基础研究使用。
第二，给我国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语言文化分析等领域的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提
供参考。
第三，为从事与俄罗斯文化研究相关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和中俄关系等基础性战略研究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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