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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Ecosophy in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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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s the main approach adopted by ecolingu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ulture． It emphasizes the guiding function of‘ecosophy’in discourse analysis． Through reviewing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ecosophy，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designing features of ecosophy，which are individuality，scientificity，and the
historical nature． Based on these features，the research explores systematically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cosophy which is
also the ethical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lthough the ecosophy and the ideology constructed in discourse both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philosophy，the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is obscure． Therefore，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ir
similarities from the nature of class，concept and reality． It also distinguishes the two concepts from the aspect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ocial contexts and the degree of reliance on language itself with the purpose of clarifying their relations and prov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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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

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
科学性和历

景下，
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

史性特征，
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

实践，
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

形态进行综合对比，
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
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 （ ecological philosophy，
ecosophy） 最早由挪威哲学家 Arne Naess （ 1995 ）

2

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

提出，
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
价值和假说。

关系的科学理解，
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
也

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

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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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对比

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

3

话语进行生态分析，
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

3． 1 相同点

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
我们

资源过渡
生态哲学观反映个体对环境污染、

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 3 种属性。

开发、
全球变暖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为生态话语

一是个体性，
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

分析提供伦理框架。与此同时，
生态话语分析也

集体持有的、
无意识的观念； 而是个体主动、
有意

关注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最早出

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曾经指出，
生态哲学观是

现于法国哲学家 Destutt de Tracy 所著《意识形态

“由他们（ 生态话语分析者） 的世界观、
哲学观、
价

的要素》一书中，旨在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哲

值观、
伦 理 准 则 影 响 和 决 定 的 ”（ 黄 国 文 2017：

学基础。生态语言学继承意识形态最朴素的定

881） 。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
其分析和判断

义，
即认为它是有关世界现实的思想体系。同时

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
得出的结果也

也强调，
它是“为社会中的某一特定群体所集体

自然不尽相同，
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

持有”（ Stibbe 2015： 23） 。

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

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同属哲学中的意识范

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
差异，

畴，
能动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它们的相同点表

是对同一主题的不
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以下 3 个方面。首先是阶级性。意识形态与

同回答。

因政治
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均受社会阶级的影响，

二是科学性，
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

权利，
经济地位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不同。二

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
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

者均反映某一特定阶级的观念和价值选择。大众

统的运作规律，
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

对于生态的认识和了解总是源于社会中统治阶级

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

的宣传和引导，
进而形成长久无意识的思维方式

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
需要仔细观

和行为模式。这也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最主要方

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
并广泛吸取积极

式。相较之下，
对生态价值观的选择只是少数群

的、
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

体尤其是生态语言学者的自发行为。他们往往熟

哲学观的科学属性，
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

且对已出现或是将要出
知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

识范畴，
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
也会反作用于

现的生态危机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这些

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
物质世界。科学的、

少数群体掌握政治权利或是话语权力等，
他们所

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
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

选的生态哲学观就会被广泛传播为大众关于生态

发展的行为选择，
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

的认知，
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

生态环境危机。相反，
消极的、
违背自然规律的生

其次是观念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都是

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
威胁人

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
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
属

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

于意识层面，
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

三是历史性，
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能够推动社
极的、

蹴而就的，
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

会进步，
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相反，
消极落后

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

的意识形态则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进而阻

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

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同理，
尊重自然、
符合生态系

成不变的，
而是随科技的进步、
人们思想观念的转

统运作规律的生态哲学观会引导人们进行绿色

变，
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

的、
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实践活动； 而忽视自

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
何伟和魏榕（ 2018） 在

然、
违背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引

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
交互共生”

导人们做出破坏自然、
打破生态平衡等一系列消

的生态哲学观。

极的生态选择。

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
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
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

同时，
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不断发展变化。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一方面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

评价标准，
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

供更为广阔的路径和平台，
另一方面由于其传播

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

内容的丰富性和自主性，
也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具

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有不确定性。
最后是现实性。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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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于 社 会 现 实，是 对 现 实 的 建 构。 Halliday

做出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
有的不良生态习惯，

（ 2003） 指出，社会现实是有关人类活动的经验，

行为选择。二是对社会情境的依赖程度。意识形

而经验在本质上反映人类意识与物质的交互作

态根据其具体发生的社会情境可以做抽象与具体

用。意识形态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是

之分。抽象的意识形态是统称，
统一指有关世界

对人类集体经验的加工。生态哲学观是对人类与

则可以分
的集体意识。具体到某个社会情境时，

地球上其他生物体的关系，
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关

为政治意识形态、
科学意识形态和教育意识形态

系的建构，
表征个体对生态关系的认知。

等（ Kress，Hodge 1979） 。

生态话语分析者力图通过研究生态话语来揭

生态哲学观没有抽象与具体之分，
因为它只

示为大众广为接受和默认的意识形态特征，
并通

能是具体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态度、
观念和价值

过与自身生态哲学观的对比来判断该意识形态是

并
选择。当某一种生态哲学观为大众广泛接受，

是否有助于人与自
否符合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

已上升为一种集体意识时，
就成为意识形态在生

然的和谐发展。

态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
即生态意识形态。但目

3． 2 异同点

前根植于大众思维里的生态意识形态与生态话语

尽管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均属意识范畴，

这便要求生
分析者倡导的生态哲学观仍有偏差，

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同时也体现相应的阶级意

引导大众进
态语言学家在唤醒大众的生态意识、

志，
但二者在研究视角、
在对社会语境和对语言本

行环保实践等方面做出努力。

体的依赖程度上均表现出较大差异。
3． 21 视角不同

3． 23 与语言本体的关系不同
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另一异同点表现在

意识形态隐性地存在于语篇之中。大众不会

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尽管二者在形成、
传

对影响自己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

播和起作用的方式上都离不开对意义符号的选择

和选择，
正如 Fowler（ 1991） 指出，
意识形态是对社

和使用，但前者对语言本体的依赖远高于后者。

会关系的表达，
一般不会被发觉，
因为人们将其视

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离不开对客观物质世

作正常的，
理所应当的存在。关于生态环境的意

界与主观意识关系的讨论，
而客观的物质世界与

识形态也是隐性的，
是生态话语分析者基于语言

存在于人脑的意义都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然而，

学理论，
具体分析文本之后将其显化，
以便为决策

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尚未形成

者和大众提供价值参考。

统一的理论范式。

与意识形态不同，
生态哲学观是显性的，
是生

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领

态语言学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在具体的选择过程

域，
二者无明显关联。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
并

中，
他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掌握生态系统的运

不受语言符号的影响。在 Chomsky （ 2004 ） 看来，

行规律，
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思维模式。

意识形态的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
但语

因为没有一种“客观的算法”（ Stibbe 2015： 24） 可

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无瓜葛。语言只是符号的集

以决定语篇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否有利于生态系

合，
就其创造力而言，
并不足以支撑或维持意识形

统的正常运转，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者只能将其与

态的运行。

自身所持的生态哲学观进行对比，
才能判断语篇
的生态属性。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意识
形态部分相关。语言可以用来表征意识形态，
但

3． 22 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

并不是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先天具备意识形态特

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虽是对社会现实的建

征，
某些语言符号的使用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影

构，
但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却并不相同。具体

响。Lakoff （ 1987） 指出思维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于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集体意识的依赖程

词汇和句法表达外。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

度。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给予个人的一种集体意

是“组 成 和 建 构 世 界 的 一 种 实 践 ”（ Fairclough

识。集体意识一旦形成，
就会引导人们在社会生

1992： 64 ） ，并不是普遍存在于语篇之中，而是当

活中做出不自觉的行为。因为它在整个人类意识

语篇中建构出不平等的阶级地位时才显现。

中居于主导地位 （ Durkheim 1933 ） 。而生态哲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紧密相

是个人自主选择的，
观的形成并不依赖集体意识，

而语言的使用
关。意识形态的表征离不开语言，

可被反省的个体意识。其目的一方面是用于分析

也总 是 体 现 相 应 的 意 识 形 态。Hasan （ 2009 ） 指

话语的生态属性，
另一方面就是影响人类改变现

出，
意识形态的建构源于意义，
而意义表达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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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是语言。由此，
语言为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传

时，
该观点则自然演化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为公

播提供各种资源。Halliday （ 2003） 进一步论证语

众所接受。

言的层级结构，
两种不同的体现维度，
以及三大元
功能使其具备表征意识形态的能力。
生态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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