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第 2 期
总第 56 期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2017, №2
Serial №56

语言哲学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以饭田隆的学术活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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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日本学者对语言哲学的研究逐步深入，进入 21 世纪后更加活跃。其

译介、研究重点以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思潮和哲学史为主，目的在于传播语言哲学思想和运用相关理论解
释日语现象。而考察日本学者的研究轨迹，总结日本学界在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和研究条件中具有的独特
性，可以引起中国学者的思考，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学术成果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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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语言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发展迅速，相关学者在译介、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
语言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共识，努力从不同的哲学传统中寻找对语言性质的普遍理解”
（江怡 2013：81）
，目的在于探究中国语言的独特表达，促进沟通交流。
与中国相似，相关研究活动在日本也十分活跃，较早进行语言哲学研究的是大森庄藏
（1921—1997）
，他留学美国，在东京大学进行分析哲学的教研活动。受到大森的影响，语
言哲学的研究在日本高校学者间迅速开展，研究者包括奥雅博、丹治信春、饭田隆、黑崎宏、
清水哲郎、野家启一、野矢茂树、野本和幸、西肋与作等人，研究重点主要以西方语言哲学
理论、语言哲学思潮以及语言哲学史为主，其中，弗雷格、海德格尔、蒯因、维特根斯坦等
学者及学说是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以译介为基础，借以分析日语特点，目的在于传播
语言哲学思想，并运用语言哲学解释日语现象，成果多为专著、译著和论文（集），其中，
专著有《语言哲学大全》
、
《美国语言哲学入门》、
《弗雷格入门》、
《维特根斯坦读本》、
《时间
与存在》
、
《他者之声 实在之声》等三十余部，译著五十余部，期刊论文、研究生论文三百
余篇。
在众多学者中，饭田隆的研究活动特点鲜明，具有代表性。饭田隆是日本大学教授、庆
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2011—2015 年曾担任日本哲学学会会长，也是较早研究语言哲学的
日本学者之一。他花费近 20 年的时间撰写《语言哲学大全Ⅰ—Ⅳ》系列丛书，成为日本分
析哲学、语言哲学专业的基础必读书目。在此前后，他还发表四十余篇学术论文，详细译介、
阐述语言哲学的发生、发展、代表人物及社会应用。通过考察饭田隆的研究轨迹，能够了解
同属汉文化圈的邻国学者的相关活动，为中国学者以更宽广的视野、多角度研究语言哲学提
85

供借鉴，对学科发展产生影响，利于我国学术成果走向国际。
2 日本学者研究活动的轨迹及特点
2.1 译介带动科研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译介先行带动应用研究成为大多数日本学者对语言哲学研究的
常规模式。这种译介活动包括译介学术概念、学术思想及学术论文。饭田隆的早期研究主要
以哲学概念为译介对象，详尽说明“逻辑”、
“范式”
、
“融贯论”
、
“意义”、
“真理”以及“科
学的方法论”等概念与方法。其中，
《逻辑学的领域（上）》详述逻辑学的发生和发展，在哲
学史视域中译介、解读弗雷格、希尔伯特、哥德尔等学者的理论，资料来源多为外文原典书
籍。
《哲学学者的范式论》以书评的形式介绍哈罗德·布朗的新书《感知、理论和承诺》，说
明西方“新科学哲学革命”的相关情况。通过对这些概念、方法的厘清与解析，饭田隆于
1987 年完成《语言哲学大全Ⅰ：逻辑与语言》，以三章体的形式重点解读弗雷格对概念、意
义、指称等逻辑研究，以及罗素的描述语言等理论，成为日本较早出现的语言哲学基础研究。
饭田隆直率地提出，
“写作本书的目的很单纯，即为学习者启蒙。因此读者所见，并非本书
原创新说”
（饭田隆 1987：ⅱ）
。
2.2 用西方学说解读日语现象
对语言哲学的基础译介和研究仍是饭田隆这一时期研究活动的主要内容，他发表多篇专
论阐述维特根斯坦的理论，特别针对融贯论的研究大量译介、引用其原著。1989 年出版的
《语言哲学大全Ⅱ：意义与样态（上）》仍沿用三章体，从哲学史的角度详尽译介、说明维
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可以看成饭田隆语言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以《语言哲学大全Ⅱ》
为节点，维特根斯坦成为饭田隆的语言哲学研究核心。1997 年《维特根斯坦：语言的界限》
以实录、随笔等形式描述其哲学人生。此后，饭田隆又相继发表《维特根斯坦与歌德的传统》、
《语言转向的哲学者——维特根斯坦》等专论，逐步构建起相关研究体系，对维特根斯坦的
研究渐趋系统和全面。
从“语言哲学本土化”的目的出发，饭田隆加大与日语结合的研究。
《语言哲学大全Ⅲ：
意义与样态（下）
》围绕“必然性”理论，详细介绍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哲学界对“可能世
界”的讨论，同时提出“可能世界意义理论作为一种媒介，作用于此前被忽视的各种逻辑课
题等哲学议题，成为哲学讨论的中心”
（饭田隆 1995：340），以日本学者的身份尝试独立分
析西方语言哲学理论。而在《作为存在论方法的语言分析》、
《语言与元语言》等同期论文中，
饭田隆也大量借用日语例子，在哲学视域下进行语言分析。
2.3 用日语解读西方学说
进入 21 世纪，
《语言哲学大全Ⅳ：真理与意义》为饭田隆近 20 年的系列研究画上圆满
句号。该书以译介戴维森“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为主，详细介绍成真条件等理论。与前三
卷不同的是，在这部六章体的著作中，饭田隆利用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借用大量日语例句探究
戴维森理论与日语相结合的研究情况，从日语角度解读西方语言哲学。这一时期，饭田隆将
研究视角集中于语言本身，借助西方哲学思想研究日语现象，内容涉及日语名词句的意义理
论、日语上下文的篇章表述理论、逻辑理论等，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反响。《关于描述》通过
对日语限定词短语、无定冠词等方面的讨论，指出广义量词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日语部分（复
合）名词句的语义表达（饭田隆 2004：29）。
《逻辑中的情态》重点谈及日语中标准表述之
外的文语情态特征以及与语境间的依存关系，认为在具体分析日语语义时，不仅要利用已知
理论和方法，还应尝试创新方法，关键在于学者应对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融会贯通（饭田
隆 2014：39—40）
。
对西方哲学概念进行（再）认识是饭田隆的研究重点，如“分析哲学”
、
“概念文字”等。
饭田隆重视对概念的创新性解读，甚至认为弗雷格用 Begriffsschrift 表述“概念文字”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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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不如 Formelsprache 更为恰当（饭田隆 2006：19）。梳理西方哲学思想（史）时，饭
田隆积极介绍日本哲学学者的相关研究活动与成果，曾在《“看”与“看见”——从日语到
哲学》中专门记述大森庄藏及其代表作《流动与沉淀》，讨论日语感官动词的哲学意义；在
阐释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时，他以附论的形式介绍日本 20 世纪初期的哲学学术活动，以及西
田几多郎、田边元、小野胜次等人的哲学研究，这些介绍为日本语言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学
术支撑。
3 日本学者研究活动的主要条件
语言哲学研究在日本的开展需要多方条件，其中之一是完备的学术组织和常规化的学术
活动。成立于 1949 年的“日本哲学会”是重要的学术平台，该会会员共计 1400 余名（截至
2015 年 6 月，以下同）
，每年春季召开全员大会，
《哲学》为会刊，主要发表会员的科研成
果。该会组织结构合理，注重培养年轻学者，有专门资助青年学者的研究基金。会员们可自
由组成研究小组，同一个课题的多角度研究成为主要活动内容，论文集是研究成果的载体之
一，已发表多部专题论文集，例如《西洋精神史中的语言观诸相》、
《写给语言哲学的学习者》、
《哲学的挑战》等。特别是《语言——思考的哲学》一书，编委会以“回归哲学的原点”为
方针，刊载 12 篇语言哲学论文，其中大部分作者是日本哲学会成员。这种“不刻意平衡学
派、流派，仅为展现 21 世纪日本哲学工作者追根溯源、详尽考察课题”的方针，极大地活
跃相关学术活动，拓宽科研活动的广度与深度（饭田隆等 2009：ⅷ）。
研究成果发表载体数量众多，是语言哲学在日本迅速发展的又一基本条件。饭田隆所作
四十余篇学术论文刊载于近 20 个学术期刊载体，除《哲学杂志》
、
《哲学探究》、
《科学哲学》
、
《现代思想》
、
《语言》等哲学、语言学期刊外，还有熊本大学文学会的《文学部论丛》、
《科
学朝日》等综合性期刊，内容以语言哲学为主，同时涉及哲学视域下的数学、心理学、音乐
学研究，以及对哲学组织活动的回顾、今后的发展方向等内容。载体的多样化使长文的发表
成为可能，饭田隆有 20 余篇论文字数达万字以上，其中《
“概念文章”的表达式语言是何种
语言》
、
《相对主义的真理观与真理叙述的相对化》等文都在 2 万字以上，使其观点阐述得更
加细致、深刻、系统。此外，大量学术载体还使学术讨论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语言哲学
大全Ⅰ》出版后，野本和幸、守屋唱进等便以书评、读书笔记等形式介绍该书，给予客观评
价，认为“该书以启蒙、参考为执笔目的，充分显示作者学术水平。行文明快，深入浅出，
能充分引发读者思考”
，但对该书第 3 章第 192 页之“用罗素的描述理论可以解答弗雷格谜
题”这一论点保留个人意见（野本和幸 1988：165）
。这些文章不仅能够辅助初学者阅读、
理解相关著作，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促进学者交流。
再者，资金支持是科研活动的必要条件。根据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II）统计，饭田隆
（研究者编号：10117327）已参与、完成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立项十余项。其中，作为主要
负责人，饭田隆在哲学领域的研究课题有 3 项，分别为“以现代逻辑学方法研究日语语义论
及以此为基础的存在·认识概念的再讨论”（1990—1992）、
“日语与逻辑学”
（1997—1999）
和“日语形式意义论与哲学含义研究”（2012—2015）
。15 年间，饭田隆共计获得科研经费
1400 多万日元，有力支持他通过译介西方哲学成果完成对日语词、句、文等方面广泛深入
的探究，并能及时将相关成果在国际会议（“世界哲学大会”）等平台公开发表，进行交流，
促进语言哲学在日本的发展，推动日本科研成果的同步国际转化。
4 日本学者研究现状的不足与对策
近年来语言哲学成为中国学者的热议话题之一，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以“语言哲学”为
关键词查询中国知网（CNKI）
，可出现两千余篇期刊论文。而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如《外语学
刊》
，早在 10 年前便开设“语言哲学”专栏，刊载相关成果近百篇。但是，日本学者未能及
时了解这些成果。一是由于日本学者习惯于阅读所谓“原典”，过于依赖通过欧美文字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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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现象进行考察。饭田隆在《哲学与“哲学的语言”
》中提出，哲学视域下的语言分析有 3
个原则，其中之一是“不能将汉字熟语当做分析对象”
（饭田隆 1998b：12）
。这种在日语语
境下看似相对客观的思维定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日本学者对汉语作用的轻视，以至
于忽略运用汉语解读西方哲学的途径。
另一方面，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日本学者多为哲学专业，中国学者则多为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壁垒不易打破，导致双方尚未建立有效沟通的学术平台。解决方法之一是举办小规模的
多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循序渐进，逐步成熟。北京大学、
（日）筑波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每年定期轮流承办 3 校论坛“日语语言文学联合国际研讨会”
，研讨内容涉及语言学、文学、
翻译学、哲学等领域，并开始向语言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化翻译学等新兴领域、交叉学科
延伸。由于中日同属汉文化圈，且与会人员基本不存在语言障碍，3 方沟通比较顺畅，能够
取长补短，互为借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外，为实现“从强调语言哲学对语言学的指导作用变为关注语言哲学本身的建构，尤
其是全力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化、本土化”的目标，应将两国学术期刊定期互赠，进行语
言哲学成果的双向交流（李洪儒 2013：1）。还可在两国政策、资金扶持下，在协议框架内
定期、定量、定向翻译、转载对方最新科研成果，包括论文、书评、译作、访谈、纪要等，
并以专栏、专刊、增刊等形式在两国尽量同步刊载。亦可在适当时机以论文评选等活动为契
机，使两国学者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面对面交流，共建话语体系，丰富研究内涵，延伸学科外
延，促进中国学术的“走出去”
，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学术话语权。
5 结束语
“中国语言哲学须要引进和诠释，也须要借鉴，但更须要开拓和创新”，这里的“借鉴”
是广义的，是“创新”的基础（李洪儒 2011：4）
。饭田隆所著《维特根斯坦：语言的界限》
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系列丛书（1996—1997）之一，该部丛书共介
绍 30 位西方哲学名家，包括蒯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语言哲学家。卞崇道等国内学
者意识到这些著作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参考价值，历时 3 年，组织国内数十名学者共同译介全
部丛书 31 卷，成为中国关注日本相关学术活动、主动进行交流的典型事例。这种译介活动
持续时间长，具有较强的先锋性和实验性，社会影响广泛，
《中国出版》、
《哲学译丛》等期
刊对译介活动做过深入报道。涂纪亮在“总序”中概况特点，认为这套译著“是日本哲学家
评论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由于东方和西方文化传统不同等因素，日本哲学家用以评论现
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既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的视角，也不同于我国哲学家的视角。因此，对于
我国哲学界来说，日本哲学家的评论视角有其新颖之处，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饭田隆
2001：2）
。西田几多郎所著《善的研究》、大森庄藏所著《流动与沉淀》等代表作也于 2010
年、2011 年分别被译成汉语出版发行。这些持续性译介活动有效推动双方科研水平的共同
提高，还会给予日本语言哲学学者更多启示，促进其更加全面、客观地审视欧美以外国家的
语言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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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trend of thought and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aiming to spread thought associated wit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hich can
be used to account for relevant Japanese language phenome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chievement and conditions, this paper intends to become thought-provoking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promote relevant research and to extend Chinese scholars’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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