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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assirer’s Theory on Language
Shen Guo-qin
（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Cassirer constructed his theory on language based on his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his reflection on
Kant’s，Herder’s and Humboldt’s ideas． He stressed that the nature of language is the continuous and re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the spirit； myths are basic to language，constituting a meta-language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world． The logical thinking capacity
and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language are formed and developed based on the metaphorical thinking and the concrete concepts of
myths． Language is a medium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world． Cassirer’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rmed a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logical analysis school in the Anglo Ameri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inspiring European language philosophy of the 20 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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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

卡西尔语言哲学的思想渊源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 － 1945）

在西方语言思想传统中，
逻辑主义的语言学

是德国著名哲学家，
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重要代

说居主导地位。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语

表人物。他一生著述繁富，
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西

法问题和逻辑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中世纪的西

方哲学的各个领域。通过对语言和神话等人类文

方学者进一步强化语言语法形式的逻辑性。近代

卡西尔建立一种新的人类文化哲
化现象的探究，

随着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兴起，语言研究更明显地

—
—符号形式哲学，
学—
而语言哲学是他符号形式哲

体现出逻辑主义的特征，
使得普遍语法在语言学

学的出发点。卡西尔对语言哲学的潜心研究使他

界颇为盛行。西方语言思想传统的另一种现象为

成为 20 世纪这一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有的学

心理主义语言学，
它把语言的产生归结于人的心

者把他称为“第一个在完整意义上发展语言哲学的

理，
强调语言的结构受制于人的心理结构。

现代哲学家”（刘友红 2007：266）。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
卡西尔均持批判态度。他
认为，
语言若具有一种固定的逻辑结构，
便无法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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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基本的发音不是人为的，
卡西尔认为，

混淆语言自身与语言涉及的内容，
把语言等同于自

而是自然的，
是人类情感的无意识表露。但他不

我意识。依他所见，
西方语言思想传统中，
语言始

赞同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关于人类言语起源的

终找不到自己真正归属的原因在于传统语言哲学

感叹说，
认为感叹说是基于从感叹词至言语有一

把语言归结于
要么否定主体对语言具有能动作用，

条直接的通道这一未经证明的假设。他主张从语

客观性，
要么把语言归结于人的心理作用，
从而否

言的结构着手分析语言，
认为语言由各种处于不

定语言自身的客观性 （Jürgens 2012：45）。

同层面的成分组合而成，
其中最初和最基本的层

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次是情感语言和命题语言。除数学的纯形式的句

卡西尔认为康德指明了语言摆脱困境的出路。康

子外，
人类的话语中几乎没有一个句子不带有某种

德的哥白尼革命 ① 弘扬主体性，创造以主体为主

情感或情绪的色彩。动物的世界中也存在十分丰

在思维与存在间架
导的主客体统一考察的范例，

富的类似或是相似的情感语言。但人类语言中的

起一座桥梁。卡西尔一方面充分肯定康德推崇的

语词不仅仅是感情的无意识表露，
同时也是一个个

主体性，
另一方面，
他在运用康德的先验原则研究

动物的语言
具有一定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句子，

语言哲学时，
拓展其先验的方法论视阈。

它并不指谓或描述对象。
却并非如此，

康德之后，
在语言哲学方面对卡西尔的思想

通常人们认为语言是普遍的，
而言语的过程

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赫尔德。赫尔德是 18 世纪德

则呈现出多样性及差异性，
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

国古典哲学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在其语言学名

独特的说话方式。人类的共同体要以统一的语言

著《论语言的起源》中，
他提出语言是人的悟性的

为基础，
但共同体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言语的多

产物，
认为悟性是人类种属固有的，
语言应该既具

样性。卡西尔认为语言的统一性只是一种功能的

有人类感觉的主体性，
同时也应具有理性和观念

并非实体的统一性。不同的语言，
不论其
统一性，

的特征（ 贺群 2010：180） 。但他同时强调作为人

差异多么明显，
不论其在形式和质料方面具有何

类精神现象的语言不是理性的奴隶，
语言有其自

种独特的结构，
它们在语言共同体中发挥着相同

我特质。卡西尔对赫尔德是嘉许的，
赫尔德不仅

作用：不只是简单地复制摹仿事物的既定或现成

进一步强调语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
同时强调语

秩序，
而是创造和构造秩序。显而易见，
在卡西尔

言的起源与人的理性思维能力间存在着内在关联

心目中，
语言是一个有机的结构整体，
是个活生生

性，
但他反对理性对语言的驾驭。这深深地影响

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
的不断发展的创造性机制，

卡西尔的语言哲学观。和赫尔德一样，
卡西尔并

是一种发生学的定义。

不反对 理 性，他 反 对 的 是 那 种“抽 象 的 唯 理 文

在《人论》一书中，
卡西尔指出“具有至上重

化”，
并把语言从唯理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视为义

要性的就不是语言的‘功’（ work） ，而是语言的

不容辞的责任。

‘能’”（ energy） （ 卡西尔 1985：167） 。这句精彩的

对卡西尔的语言哲学具有最直接性影响的当
数洪堡特。洪堡特从人类学角度考察语言现象，
从

话语和凝练的认识彰显出卡西尔语言观之底蕴，
它与洪堡特的“语言并非一产品，
而是一活动”一

语言入手剖析人类精神，
指出语言形式不仅是外在

脉相承。这意味着卡西尔不主张把语言视为一种

的语音形式或语法形式，
根本的语言形式寓于人类

僵死的制造品，
不认为语言是作为一种只显示出

精神之中。因此，
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并非语法的逻

恒常不变“性质”的自然物理“事物”而存在着，
而

辑形式的普遍性，
而是内在于精神的语言形式的普

是主张把语言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心智活动，
主张

遍性 （孙周兴 1994：51）。卡西尔极为赞许洪堡特

从语言的“功能”“表达”及“意义”之维，即从语

对语言学的建树，
他也不止一次地征引洪堡特的名

言过程本身，
从它的运动性和多面性中去计量语

言：“语 言 并 非 一 产 品，而 是 一 活 动”（ Humboldt

言的“能”。

1979：418）。

那语言的“能”是什么呢？ 卡西尔指出：“语

综上所述，
卡西尔在批判传统语言哲学以及

言的能便是语言能够向人呈现人的存在，
能够反

吸收康德、
赫尔德和洪堡特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

映人类自身的行为。倘若没有语言，
存在就会处

自己的语言观。

于晦暗不明和混乱无序的状态”（ Cassirer 2011：
212） 。“离开人，任何世界都不能经过符号化镌

3

卡西尔语言观的理论概貌

3． 1 语言是精神的复现活动

2

刻在语言中，
当然也不能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
”（ 李洪儒 2018：2） 可见，
揭示。
依卡西尔之见，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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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赋予存在以形式，
使存在在语言中得以显现，

揭示所有的语言结构均是神话
言概念形成之谜，

存在在语言中显现的意义便是人自身的意义。人

实体的表现，
神话在语言中处于基础地位，
是解释

在建造自己的语言等符号宇宙过程中，
人的本质

世界的元语言。事实也确实如此，
无论哪个民族，

也获得规定。正如他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写

其语言有记录的最早样式均是神话，
神话不仅为后

才真正向人揭示出较之于任何自
道：“正是语言，

神话的语
世的文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养料，

然客体的世界更接近于他的这个世界，
正是语言，

词结构也为后世语言发展的奠定基础。每个民族

才真正比物理本性更直接地触动个体的幸福与悲

的语词结构均源于神话，
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自

正是语言，才使得人在社团中的存在成为可
哀，

语汇和语法系统。
己独立的语音、

能”（ 卡西尔 1988：82）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

卡西尔对语言与神话关系的辨证阐释使他成

提出“语言是人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的生命存

另一方面也体现
西方语言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的基本形式”（ Cassirer 2011：97） 。

出在语言的起源这一问题上，
他与赫尔德及洪堡

可见，
卡西尔把语言与人类精神的内在本质

特的不同之处。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

每一种语言都有从自身
密切关联起来。他认为，

并且当这种反思
中强调当人们达到独有的反思，

自我生成的生命原则，
此种原则是精神
进行创造、

人便发明了语言。洪堡
首次获得自由的游戏时，

力量为之设定的。所以他说： “语言的特质是精

拟解决的问题不是
特提出语言的内在形式观点，

神不断复现的活动，
谁若想在物理事物的世界中

语言概念的起源，
而是如何证明它们的特性。在

寻找 对 语 言 的 解 释，是 徒 劳 的 ”（ Ｒecki 2012：

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在兜圈子，
他们
卡西尔看来，

357） 。

对问题的讨论最终又让人们回到出发点上，
两者

3． 2 神话直觉是语言表现力之源
卡西尔从语言和神
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

均无法合理地解释语言概念的形成问题。
3． 3 隐喻思维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话在人类文化模式中的地位的角度，
认证语言与

如前上述，
在卡西尔的心目中，
语言和神话起

神话的亲缘性。在他看来，
在神话思维中，
思想及

先在各个方面均相互交错，
神话王国和语言王国

言语表达通常交融在一起，
它们是同根而生的两

的巨大结构在各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均受着一些

股分枝。无论在何处，
只要发现人就能发现他具

相同的心理动机的驾驭。为了进一步阐明两者间

有语言能力，
且受着神话创造力的影响，
因为“思

的关系，
并且为这种关系提供终极的说明，
卡西尔

维着的心智与说话的舌头本质上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他认为神话与语言
便致力于探寻一种功能，

（ 卡西尔 1988：71） 。

两者产生的形式间的相似性最终均可溯源于一种

可见，
在卡西尔的心目中，
语言概念和神话概

功能的共同性。为认识与表征这一功能，
卡西尔

念可归为同一类，
它们是同一类理智的理解形式。

采取回溯式的方法，
即他不是顺着神话和语言前

语词是神的名称，而神名是一切效能的真正源

进的方向去寻找这一功能，
而是回溯至神话和语

泉。人们称之为神话的是以语言为媒介并据之得

言两者同源而分行的那个分叉点上。他认为这个

以传播的某些东西。换言之，
在语词中存在着神

分叉点，
即“两者的共同的中心是可证实的，
因为

话的根源，
作为语言要素之一的名称与宗教和神

无论语言与神话在内容上有多大差异，
同样一种

话之间相互交错、
互为印证：“那些以某种方式与

心智概念在两者中相同地作用着，
这便是隐喻式

意志和行为的焦点相关联的东西，
那些证明是生

思维的那种形式”（ 同上：102 ） 。不难发现，在卡

命与活动的整个目的的本质的东西，
能从感觉表

西尔看来，
隐喻产生在语言和神话的理智连接点

象的统一的嬗变之流中被选择出来，
在众多的感

上，
换言之，
神话与语言世界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

觉表象中被注意到，
能受到语言的特别重视，
从而

关节点便是隐喻的源头。

获得一个名称”（ 同上：64） 。

在厘清隐喻发端于何处之后，
卡西尔便来界

不难发现，
依卡西尔所见，
言语并非人类自身

定隐喻这一概念。他认为从狭义上说，“一个概

创造的结果，
而是作为某种有其自身根据的客观

念有意识地以彼思想内容的名称指代此思想内

实在而产生意义的。在这一过程中，
语词不断地

容，
只要彼思想内容在某个方面相似于此思想内

被实体化，
以神话的方式被设想为一种实体性的

容，
或多少与之类似，
在此种情况下，
隐喻即是真

存在和力量。

正的“移译”或“翻译”（ 同上：105） 。

笔者认为，
卡西尔关注神话概念与语言概念

在卡西尔的这一表述中，
隐喻介于其间的那

的相关性，
是为了从早期神话直觉形式中解开语

两个概念的意义是固定的、
互不依赖的，
两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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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给定的始端和终端之间发生互换，
从而使

也不是单纯主观
的现象世界既不是单纯客观的，

一端在语义上代替另一端。隐喻的先决条件显然

的，
而是主体与客体统一在语言中，
在语言这一中

是观念和语言关联物都作为确定的量已经给定，

介中得以显现。

只有当这些要素早已被语言界定或固定住的时候

另一方面，
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想

“这
卡西尔补充说道，
才有可能彼此交换。对此，

神话的隐喻思维实际上是人类最原初
说明的是，

种以已知的语汇为质料的位移与替代必须与真正

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语言这一人类思维的器官就

的 ‘基本隐喻’清楚地区别开，
因为真正的‘基本

其本质而言首先就是隐喻，
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

隐喻’是神话的以及语言的概念本身得以表述的

和抽象概念是在神话的隐喻思维和具体概念的基

条件”（ 同上） ，
它牵涉的不只是位移，
而是一种真

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文化
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正的“进入到另一个起源之中”（ 同上：106 ） 。也

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逻辑思维基

就是说，
在卡西尔看来，
真正的隐喻牵涉的不是一

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概念
础上，

个范畴的转化，
而是一个范畴本身的创造。

和表达方式上。

在“基本隐喻”这一概念中，
卡西尔最终和弗
雷泽的“交感巫术”走到一起。他把语言和神话

3． 4 语言是建构世界的工具
逻各斯在个体与整体之间
赫拉克利特认为，

“基本隐喻”的基本原则概括为“部分代替整体”，

使个体不再禁锢在自己的个别性
架起一座桥梁，

并强调全部的神话运思渗透着这条原则。具体地

之中，
能够融入世界。卡西尔非常赞同这一说法，

任何人只要把整体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力量
说，

认为世界这一概念其最本初的意义就是一种客观

范围之内，
在魔法意义上，
他就会由此获得控制整

秩序和规定，
个体唯有回到语言建构的世界才能

体本身的力量。他还认为，
隐喻这一功能虽然并

真正感受到生命精神的真谛。

却是人类的谈吐特性，
是
不构成言语的任何部分，
言语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人论》一书中卡西尔指出：“在这个人类
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中心的地位。因此，要

语言原初的这种隐喻特性体现出人类精神的

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

自由和创造力，
然而，
这种原初的最基本的连接却

—
—以语言为中
义。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这个方法—

会随着人类心灵活动的进程慢慢开始分界，
依卡

—
—那我们就
介而不是以物理现象为中介的方法—

西尔所见，
主要是逻辑的思维作为另一种力量在

找不到通向哲学的道路”（ 卡西尔 1985：143） 。也

逻辑力量在
语言的一开始就在其内部被承载着，

依卡西尔所见，
语言不仅是人类最早、
最
就是说，

逐渐大放异彩的过程中，
语词越来越被简化为单

为普遍运用的一种符号形式，
而且也是每一个成

纯的概念记号，
进而从神话思维的本土上解放出

年人认识和把握物质世界意义的最基本工具。它

来，
变成独立的精神创造活动方式。而逻辑对于

能赋予人一种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

概念和判断形式的严密性追求必然要求语言弃绝

“语言哲学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为目的，探

直接经验的丰富性和充分性。但卡西尔认为，
尚

究作为特殊在者的语言在人及其世界之中的存在

有一个心智的国度，
在那语言不仅保存着其原初

”（ 谢群 2013：129） 对于语言如何建构一个
方式。

的创造力，
还不断地更新这一能力，
经历着既是感

世界，
卡西尔首先认为，
人类生活的世界，
是一个

觉的亦是精神的再生。抒情诗最清晰地反映出这

由人类运用符号进行文化创造建构起来的符号世

一理想的发展过程。在卡西尔看来，
这一解放之

界：“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

所以能获得，
并不是心智抛弃语词和意象的感觉

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
神话、
艺术和

形式，
而是在于心智把语词和意象都用作自己的

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
它们是织成符

器官，
是心智想让自我得到显现所致，
也就是说，

号之网的不同丝线，
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

心智想让自我得到显现，
就必须把语言设想为一

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会使得这

种实体性的存在（ Ｒecki 2012：90） 。

一符号之网变得更为精巧和牢固”（ 卡西尔 1985：

由此可见，
通过对语言隐喻性思维的描述，
卡

33） 。这不啻意味着在符号宇宙中，语言符号及

西尔逐渐把语言问题引向现象学的领域，
卡西尔

其他符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它们作为人类精神

的上述论述不经意中显露出胡塞尔现象学对其语

功能的显现，
能够揭示出人类精神的功能本质及

言哲学的影响：语言的首要功能并非对事物做出

通过语言及其他符号的共同
其内在结构和规则，

判断和界定，
而是让事物作为自身在语言中显现

作用，
人们能从单纯感性的世界进入直觉和概念

和照面。在这一境域里，
一切现象即是本质，
最初

的世界，
世界的意义由此得以彰显，
卡西尔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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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及其他符号在构建人类经验世界中所具有的

如语言的起源、
语言哲学研究中纠缠不清的问题，

作用，
于此已可了然。

语言与神话的关系、
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语言

卡西尔还从语言现象学视角阐述语言在建构

的隐喻等进行深入探究，
强调语言的人文性和超

世界中所起的作用，
强调语言的本质只能从语言

出逻辑层面的统一性，
肯定语言在人类精神中的

指出语言符号在其发展过程中，
不断
现象中寻找，

揭示语言本质上就是生生不息的发展。
独特地位，

从具体发展到抽象，
从实体发展到功能，
最终成为

正是基于此，
使得卡西尔的语言哲学研究具有一

架构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中介。如他在其著作中

种宏大的气度和别具一格的方法论向度，
也为其

写道：“现象是精神世界的基本元素。现象即为本

并由此多
符号形式的哲学体系找到理论出发点，

感觉表
质。无论在语言的最低形式还是最高形式，

维度多层次地深入研究宗教、
神话、
科学和艺术等

达和理性表现均存在着，
它们是语言的“原始”现

卡西尔整个文
其他多种文化形式。藉此可以说，

能揭示出
象。通过对语言现象结构与规则的分析，

化哲学大厦的基石是其语言哲学，
这也解释了为

人类精神创造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语言从

何在众多人文科学中，
卡西尔特别强调语言学的

感觉阶段发展至直觉和概念阶段，
与此同时，
语言

卡西尔对语言学的贡献主
楷模地位。具体而言，

不断从感觉的、
想象的世界逐步迈向逻辑的、
普遍

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的世界。人的意识主动构造世界的活动在这一进
程中得以显现”（Cassirer 2011：357）。
此外，
在卡西尔心目中，
语言处在不断更新之

卡西尔肯定人类精神结构内 在 的 功 能 统 一
性，
认为语言不是作为一个已完成的最终产物摆
不是语词的机械集合，
而是一个连
在人们面前的，

中。这可从他在《语言与神话》一书中对语言的

续的过程，
是人类心灵运用清晰的发音表达思想

阐述得以证实：为了构想世界，
日常语言必须上升

的反复的劳作。换言之，
它不是思想的躯壳，
而是

到科学语言，
即上升到逻辑的、
数学的和自然科学

能使思想具体化和直观化，
并能
一种能动的工具，

每个术语都界定得清晰
的语言。在科学语言中，

促进思想的形成，
促进人类精神与物质活动的发

明确，
毫不含混，
通过科学语言，
人们可以描述世

展。这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开辟一条新路：用功能

界的客观关系及事物的联系，
才能克服在使用日

作为主线来贯穿人类精神的统一性，
贯穿语言的

常言语时不可避免遭到的危险和犯下的错误（ 卡

统一性。

西尔 1988：164 － 165 ） 。藉此，卡西尔想说明，人

卡西尔反对实证主义哲学循 着 由 部 分 至 整

们对于世界的建构就是语言不断完善、
不断展现

即从声音至词、
最后至句子的语言研究方法，
体，

的过程，
就是语言不断揭示世界的关系、
不断丰富

认为语言首先是一个系统。在这一系统中，
语言

世界的过程，
语言对世界的构建过程是开放的、
动

作为一种符号形式具有 3 种功能：表达功能，
表象

态的。

功能和意味功能。无论在语言的最低形式还是最

概言之，
卡西尔认为，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

高形式，
语言的这 3 种功能均存在，
它们内涵于人

而且是一种同人、
世界具有同等重要程度的特殊

它们既有区别，
又相互转化，
即不断
的精神整体中，

本体。语言能参与世界的建构，
且在建构世界的

地从具体的表达，
经过形象的表象，
向着一种越来

过程中，
它不是作为一种被给予的、
固定的结构去

越抽象的意义的结合体发展。卡西尔这种把握语

沟通主体与客体的，
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相互运

言现象的角度，
与英美分析哲学中对语言进行逻辑

动和交织的。换言之，
与传统哲学把人与世界当

分析的派别形成鲜明对比，
为 20 世纪欧陆哲学“先

作相互独立存在的实体、
在认识论上割裂人与世

于逻辑的东西”的研究转向开创先河。

界的做法不同，
卡西尔独辟蹊径，
把主客体统一于

卡西尔在其意义理论中强调，
语言是一种符

语言这功能性的中介中，
用语言现象学去解决主

号形式，
它不是标记、
名称。一个词的用途不只是

客分立的问题，
彰显他对解决人与世界关系的独

一种信号，
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意义蕴涵

特运思与哲学反思。

在语言等每一种符号形式中 （ Cassirer 2011：92） 。
符号的功能，
不仅是对事物或情感的模仿，
也体现

4

对卡西尔语言哲学思想的评价

出人类创造一个属于人的世界的精神力量。卡西

卡西尔秉承赫尔德和洪堡特反对语言哲学中

尔的这一符号意义理论，
解决了现代哲学陷入的

的逻辑主义传统的做法，
发展欧陆传统哲学，
尤其

卡尔纳普问题的困境。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

是康德认识论哲学的结构与方法，
站在他那个时

卡尔纳普认为，
正是由于对无意义的词语的使用

代的哲学高度，
运用人文哲学的研究方法，
对历来

和对符合日常语法却不符合逻辑语言的句子的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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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使得形而上学充斥着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

艺术活动中而与逻辑思维相并立，
因而称不上是

伪，
因而无法提供任何知识的“无意义”的伪命题

“本体论上的先于”或“根据上的先于”。

（ 孙慧 2012：235） 。由此积极推进现代哲学的语

虽然卡西尔的语言哲学存在着上述缺陷，
但

言转向，
拓宽人们考察语言现象的视野，开启 20

他对语言这一符号形式的特殊品性和特殊结构的

世纪的欧洲人文语言哲学思潮。

精深研究呈现出匠心独具的理论特色，
值得人们

传统哲学把语言和神话等非理性的东西当成

撷其英华咀其精奥。

而把理性的
荒谬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予以抛弃，
东西看成人本身具有的天赋之物。卡西尔通过比

注释

较语言逻辑与传统逻辑，
以深邃的目光洞察到非

①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指，在康德之前，哲学家认识世界的

理性与理性均是人类精神的表征，
且理性的事物

路径通常是从客观至主观，而康德则强调从主观至客

卡西尔把语言从
须要借助语言予以表达。籍此，

观。此种转变，被称为认识论转变，也就是康德的哥白

传统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为语言在人文科学

尼革命。

领域的充分发展创造条件。
卡西尔力图把哲学工作引向语言神话之维，
其意义一方面顺应人类知识不断扩大，
要求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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