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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语言产生以来，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语言本质的追问，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给出过不同的诠 

释。然而，以往在探究语言本质的过程中，基本把人的因素摈弃在语言研究之外，没有摆脱“追求语言绝对 

本质”的窠臼。发轫于 2O世纪中期的后现代哲学突显了被淹没的人本性质 ，倡导以“人本观”来解读心智、 

研究语言。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将后现代哲学的有关观点引入语言研究 ，大力倡导人本精神，主张从体 

认角度阐释语言的本质，从而科学揭示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方式。建立在后现代体验哲学基础上的“体验 

人本观”主张从感知和体验的角度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强调语言来自人类的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突出了人 

的主观认知性，弥补了历史上各种“人本观”之缺陷，为认识语言的本质以及探索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提供了 

一 个全新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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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语言是人 的认知和 思维能力发展 到一定程 

度之后 ，为满足或实现更加有效 的交际需要 而产 

生 ，是人类最为内在 的本质性特 征。人类对 于语 

言本质的认 知与研究 ，自古 就没有停止过 ，而且 

语言的本质 问题更是语 言哲学 中的一个 核心 问 

题，先后出现过语言本体论、工具论、天赋论、符 

号论等不 同的认 知与流派。其实 ，人类对哲 学、 

宗教或者 自然科学的认知都是建立在对世界的 

不同观察方法和由此带来 的认知之上的，人类生 

活的本身就是取得认识的过程。关于人类在世 

界和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意义，西方历史上 

大致经历了三种思想模式 ，即神本论、物本论和 

人本论。神本论 以超 自然 的视角认为世 界上 的 
一 切均为上帝所造，世界秩序 由神明掌握和控 

制 ，语言 自然也不例外。物本论认为世界和宇宙 

自成秩序，独立运行，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 

本论则是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认为世 

界因人类的存在而具有价值，万物因人类而孕生 

意义[1]1” “。可 以说 ，尽管人类拥 有语言 ，并一 

直在探索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与人类认知之间 

的关系，但因西方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哲学思想 

一 直 占据统治地位，语言研究始终 没有摆脱“追 

求语言绝对本质”的窠臼，这主要是因为人的因 

素基本被摈弃在语言研究之外。以“颠覆、解构、 

消解、不确定”等为特征的后现代哲学认为，人类 

的语言认知、概念思维既有“客观”的成分，也必 

须有“主观”因素的存在，即语言知识不但依赖于 

人类客观 的“感知体验”，也需要主观 的“认知加 

工”。建立在后现代体验哲学基础上的“体验人 

本观”突出了人 的主观认知 性，弥补 了历史上各 

种“人本观”之缺陷 ，提倡从 人本角度看待语 言 ， 

强调语言来 自人类的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近 

十几年来我 国的一些学者一直 在尝试运用体 验 

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体认观”来重新认识和解 

释语言，围绕“体验哲学”这一主题发表了多篇论 

文，并倡议语言哲学研究应该进行“第 四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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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尤其是依据体验哲学等理论提出了“体验人 

本观”的哲学概念，认为人类的思维、认知、概念 

乃至语言既有 “客观”的一面 ，也有 “主观”的一 

面，既强调人类自身对空间时间的身体“经验性” 

和“人本”的一面，又突 出人的主观认 知性[2 。。 

可以说，体验人本观为人们重新认识语言的本质 

以及语言与认知 的关系提供 了一个 全新的视角 

和方法论。 

二、西方哲学不同阶段的人本观及其缺陷 

贯穿于古代语言研究的始终是一条非历史 

的主线，即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乃至近代中期， 

各个阶段的分析和描写主要是针对语言本体的 

状态。以追求逻辑严密、内部一致 为 目标 ，人 的因 

素基本被摈弃在语言研究之外。谈及西方语言 

学的源头 ，就语言本体研究而言当在古希腊 。古 

希腊人通过观察 日常语言现象，思考语言问题， 

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语言，并尝试整理出一 

些范畴和规范。“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 

是人。它从人的需要 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 

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 

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2。 。 

然而，在语言探索过程中，古希腊的传统入本观 

是人的因素让位于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是 

古希腊哲学的核心，为能求得客观绝对真理，必 

然要将人的主观因素排除在外。中世纪是神学 

本体论时代，人 自然 让位于神 ，人 的因素就被完 

全排除在哲学视野之外。欧洲思想启蒙及文艺 

复兴时期的中心概念之一是“人文主义”。人文 

主义的产生与当时在大学中兴起的修辞学、哲学 

等“人文学科”密切相 连。人文主义者提 出了“个 

体本位”的人本思想，即一切以个人的意志、利益 

与欲求作为人 自身观察、思考与判断万事万物的 

价值标准或是非尺度。“他们从人的神性、创造 

性、自由的意志和智慧，以及与上帝相似的形象， 

得出了人类 中心主义的结论：人 就是尘世 的 

神!”E4]̈。由此，人们在认知理念以及思维方式方 

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是独立的存在，不再 

是上帝的创造物或者附属物。人文主义是一种 

基于理性和仁慈的哲学理论和世界观。不过，尽 

管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突出人的因素，但仍然是 
一 种“传统人本观”，它更多的是关注人的解放， 

而无暇具体涉及语言方面的研究。 

近代哲学尽管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熏 

陶下开启了“人本”之光，但其人本观本质上还是 

强调感性或理性之人，并不关心现实世界 中的 

人 。正如王炜所指 出的 ：“标榜 为人类 中心论 的 

近代哲学一直在偏离着它本要摆在中心地位的 

人，哲学到处在谈及人，却未有一处真正说到人， 

人们 想 要说 的是 人，说 出的却 是 别 的 什 么 
⋯ ⋯ ，，[5] 

。 自索绪尔开创现代语言学 以来 ，终于 

将人的因素引入到了语言研究之 中，关注生活中 

的人如何运用和理解语言，提倡研究 “日常语 

言”。但是，现代语言哲学又主要是基于科学理 

性，追求“语言与世界同构”的理想境界，尤其是 

乔姆斯基致力于研究的生成语法，更是把人的因 

素排除在外，更多强调语言的“天赋性”，着重探 

究语言 内部 的结构问题 与语言 的 自我生成性质 ， 

试图寻找出存在于语言之内的普遍语法，并且用 

类似于数学公式的方式来解释语言的起源问题。 

发生在 20世纪的语言转向集 中关注语言问题 ，并 

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哲学 

运思过程在相当程度上被语言问题所替换，人们 

首先关注对语言本体地位的认识。语言转向是 

哲学认识论 发展 的必然 结果 ，在 西方哲学 历史 

上，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根本上是主客关系问 

题，这直接催生了康德的哲学以及之后的以黑格 

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另外，西方哲学研究中的 

语言转向实质是哲学研究转向了对意义、意向性 

等问题的更多关注，比如弗雷格和胡塞尔都把 

“意义”这一概念置于核心地位，同时，语言转向 

也将可传达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即把语言作为 

主客关系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语言研究 

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传统的认识论哲学一直将 

语言视为交 流思想 的工具 。这种理论先“设定” 

了语言之外的存在，再由此“设定”去追寻语言的 

本质，提出语言的本质在于使用特定的客观符号 

表现人的主体反映，其功能是把意义转换成可理 

解和感知的存在，特别是康德以来的认识论一直 

认为人可以以一种中立的、不受制约的观点通过 

语言媒介来达到对事物的确定认识 。 

当代语言论革命鲜明地提出了语言作为存 

在的本体论命题。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存在 

的家，人就居住在这家中。”维特根斯坦说：“我的 

语言的限度意味着我的世界的限度”。功能语言 

学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同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语言并不是消极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地创造 

现实⋯⋯人类物质生活中的范畴和概念并不是 

先于语言表达产 生之前就 ‘给予 ’我们的，相反 ， 

它们是 在物 质 和符 号互 动 中通过 语 言来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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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l’。他们都打破了康德以来认识论的语言工 

具论的拘执，强调语言的本质不在传达或传达的 

逻辑之中，不在理性的逻各斯，而是在其后的生 

活和存在。后来的福柯更是极端地表示“早在我 

们讲出哪怕一点点语言之前，我们就已经受语言 

的统治和封冻”，从 而走上 了“激进人本观”的道 

路。总之，从语言思想发展史上看，人本主义并 

非为 18世纪启蒙运动所独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人类知识的由来 以及认识 

能力形成的过程，而语言则是认识能力的重要成 

分，是知 识认 知的必 要基 础。在 这个认 知 过程 

中，“人本”与“体验”的结合才真正让语言本质的 

研究走出了客观主义语言学的窠臼，走向了正确 

的探索轨道，为语言与认知研究指明了正确的 

方 向。 

三、体验人本观：认知语言的新视角 

发轫于 20世纪中期的后现代哲学试图从新 

型多元文化角度来 批判社会文化 和意识形态 中 

存在的问题，主张对各种反传统社会现象持宽容 

态度，并“以人为本 ”来对待当下的社会变迁。这 

段时期的后哲学思潮对社会变革表现出不同的 

流派和特征。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 

哲学家提倡“人本性与批判性”，以德里达 、福柯、 

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强调“破坏与解构”，而 

以罗蒂 、雷可夫和约翰逊 以及 中国的钱 冠连等为 

代表的学者则特别突出“建设性和体认性”。此 

外，创建了知觉现象学的梅洛 ·庞蒂提出“心智 

的根源在于身体”的唯物论思想，主张将主客观 

性紧密结合起来。皮亚杰认为认知结构不是先 

验的，而是后天建构的。普特南的内部实在论批 

判了身心二元论 ，主张从人 的主观角度来研究实 

在论 。在这一大背 景下 ，上个世 纪下半 叶，雷柯 

夫和约翰逊等在反思了传统人本观、近现代人本 

观、激进人本观之不足之后，提倡从“体验”和“感 

知”角度研究语言，建立了“体验哲学”，提出了 

“心智 的体验性 、认 知 的无 意识 性、思维 的隐 喻 

性”三项基本原 则。在这 三原则 中，人类 的心智 

具有体验性是前提和基础，体验是人类认知世界 

的出发点，正是通过人的切身体验，世界才得以 

概念化和隐喻化；认知的无意识性是对传统分析 

哲学的彻底颠覆，人类有意识 的认知只 占整个认 

知活动的很少部分 ，无意识认 知是“由位 于可 通 

达的意识之尖下 面的心理活动构 成的 巨大整 体 

构架，是塑 造 和支 撑 有 意识 思想 的隐 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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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7]n 。；简言之，隐喻思维即是指通过 A事 

物来感知 B事物，而这种感知只能通过体验来获 

得，体验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人类基于自身体验 

的基础上，通过无意识的隐喻认知方式来感知 

世界。 

国内学者王寅是研究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 

学集大成者，他率先将雷柯夫和约翰逊在其研究 

体验哲学的专著中使用的英语术语 Embodied 

Philosophy翻译成体验哲学，并由此介绍并引进 

到国内，同时将体验哲学的核心思想概括为以下 

两个基本要点：一是人与外界的互动与认知加工 

是语言产生的必要条件，二是语言是人对现实世 

界进行概念化之后的符号系统，具有体验性以及 

认知性等特征，并且可以通过人类认知世界的几 

种基本方法来分析和探究[8]“ 。。此外，在人类 

对空间和运动的经验感知的基础上 ，约翰逊概括 

出了 27个最具代表性的能够构成人类经验和概 

念的意象图式，成为人类理解语言或符号意义的 

认知基础[9]l 。在体验哲学的影响下，王寅根据 

Lakoff和 Johnson倡导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 

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语言的体验观。这不仅是 

对语言众多性质的一个有益补充，而且对认知语 

言学的深入发展起 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在王 

寅看来 ，人类所有 知识 的来 源，包括 范畴、推理 、 

概念等都是依赖于身体对空 间关 系的感知 而形 

成的，而语言是人们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 

“认知加工”的结果，语言交际出自“人之眼”，各 

类表达皆“人之所 为”。“人本”是“认知”的基础 ， 

“认知”是通过“人本”来实现的[10]" 。“体验人 

本观”中的“体 验”和 “人 本”无 疑是两 个主要 要 

素，充分体现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即体验 

现实进而认知世界和语言。换言之 ，语 言是在对 

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 

成的。一方面，“互动体验”更多地表现出语言 的 

客观性，如语音层面的各种语言所具有的拟声词 

就是很好的佐证。另一方 面，“认知加工”是对互 

动体验的一 个补充和提升 。按照洪 汉鼎先生 的 

理解，人类不是在语言之外先同世界进行接触， 

然后再把 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放入语言的手段之 

中，而是人类与世界 的接触从一开始就是在语 言 

中进行的。语言对于人类来说，“不是把握世界 

的工具，而是构造世界的经验本身，语言支配我 

们对世界的经验 ，因此我们对特定对象 的把握和 

经 验 就 不 是 自 我 创 造 的，而 是 预 先 设 定 

的，，[n 。总之，体 验哲 学 是 认 知语 言 学 和 



“体验人本观”的哲学基础。在上述体验哲学的 

三原则 中，心智的体验性认为范畴、概念 、推理和 

心智等皆是 由人的身体经验——特别是由人的 

感觉运动 系统所形 成。认知 的无 意识性是 指人 

的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 直接 的知觉 ，语言 的习 

得是在无意识状 态下进行 。思维的 隐喻性是思 

维方式的一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方 

法 ，具有“意识性”的一 面，也有“无 意识性”的一 

面。语言具有体验性的特点不仅可以解释语言 

在不同层面的成因，还可以让人们去探求语言符 

号背后的表达理据，从而让语言的学习者和使用 

者更清晰地认识、学习和使用语言，还能更好地 

理解和阐释认知与语言的内在关系 。 

四、体验人本观视域下的语言与认知 

西方语言学最基本而又最具共性的研究规 

律是：首先，观察语言现象，然后，描写分析语言 

现象，最后 ，对这些现 象背后所隐含 的理据进行 

阐释[12]粕叫‘。从 17—18世纪语言思想发展 的连 

续性来看 ，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就 

是人类 知识 的 由来 以及认 识能力 形 成 的过程。 

哲学家约翰 ·洛克在其四卷本的《人类理解论》 

中试图探明人类知识缘何发生、如何构成等问 

题。洛克认为，一切知识都源于经验，不存在任 

何天赋观念。观念要么来 自对外部种种事物的 

感觉，要么出自对内部心理活动的反省，但是，无 

论怎样探讨知识 和认识 ，都不能 离开语言[1。]3盯。 

正如 Ungerer和 Schmid所指出的：“词语所表达 

的意义，以及如何结合使用，取决于人们对于周 

围真实世界的感知和范畴化。，，[“]2 。在体验人本 

观视野下，人们可以对语言的本质以及与认知的 

关系有更清晰和进一步的认识。首先，人类的认 

知活动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语言，其结构 

与功能是人 的认知 能力 发展 到相 当高度并适 应 

交际需要的产物，即语言出现和使用的先决条件 

是人类的认知思维活动，同时，语言又 自然地参 

与了人类的思维认知活动，继而促进了人类的认 

知能力和思维能力 向前发展 ，因为如果没有语言 

的参与，人类的认知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 

框架就难以构建和完成。这恰如张炼强所指出 

的：“人的认知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观察的结果， 

观察到的并非完全符合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而 

语言将这种主观观察的结果承载下来，所以语言 

映照的是人 的认知对客 观世界 的重新 组合 的结 

果。眦 ]9卜n‘总之，人的身体体验和认知与语言的 

关系就在语言的参与下，客观世界投射到人的认 

知结构上，使其得 以构成 并承载 和巩 固，而认 知 

结构映照客观世界，语言结构又映照认知结构。 

其次，语言与思维和认知之间具有相互依赖 

的关系 。人类的言语活动不但可 以反映认知 ，同 

时也映照人类 的逻辑思维。既然语言是人类认 

知和思维的载体 ，那就要对语 言的逻辑思维进行 

观察。观察认 知思维与逻辑 思维在语言形式 中 

的分合 ，也就成为观察语言和言语 活动 的认知思 

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众所周知的萨丕尔一沃尔 

夫思想假说的精髓不在于其全部理论，而在于其 

中的一个方面——具体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萨丕尔曾经指出语言是“人类所持有的、非本能 

的、借助一系列 自然产生的符号来表达思想、情 

感及需求 的手段”。人类使用的词语 和话语都指 

向共同体验，因而可以分享现实、思想和经验知 

识，并将其纳入某一类世界知识体系中。因此， 

在体验观的框架内，人类语言之间的可译性与不 

可译性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由于 

人类有相同的身体构造 ，并且对生存环境 的认知 

都来自同一个客观世界，尽管感知体验有些许差 

异，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共通的，人类具有基本 

相同的思维规律和生活体验，正是人类所具有的 
一 些共同的思维方式 ，而人类认知事物的共性又 

为语言的共性所体现，这就决定了语言之间的可 

译性。所 以，要 深入 观察语 言与认 知思 维 的关 

系，就必须对语言 的逻辑 思维进行观察 ，二者交 

织在一起，有相合协作的一面，又有矛盾分歧的 
一 面。观察认知思维与逻辑思维在语言形式中 

的分合，也就成为观察语言和言语活动的认知思 

维 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窗 口。 

第三，应当承认，语言的确有天生的一面，但 

体验性与语言的产生是密不可分的。人类语言 

千差万别 ，但客观世界 只有 一个 ，当人们用 感官 

体验、以直觉把握客观世界时，各民族之间不会 

有太大差别，而一旦涉及意识、观念的思考，需要 

语言介入的时候 ，情形就大不一样 。语 言共性论 

者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人类早期演化的产物。 

斯蒂芬 ·平克在其专著《语言本能》中持有这样 

的观点：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与直立行走的能力 

一 样，都不是文化的产物。平克指出，“复杂语言 

具有共性，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语言并非任何文 

化发明，而是人类某种特殊本能的产物 。，，[ ]2 因 

此，语言与认知密不可分，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 

联系。总之 ，语言既不是人脑对 客观世界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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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也不应该是 “天赋”的产 物，人类语言是 人 

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 

础上经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观互 动 

的结果。不论人类 的语 言能力来 自何处 ，是先天 

带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就语言的本质来说，语 

言一部分是生物现象，另外一部分是社会概念和 

文化的产物，即是社会和使用者的产物，而语言 

之所以能够产生，则是基于人类的身体体验的。 

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明确指出“所有词汇的所有意 

义最终是来自身体经验，，["]7。换言之，词汇意义 

也即语言 的意义来 源于人 体与外部世界 的因果 

性互动以及人 与人之 间的社会 性互动。当人把 

身体感知通过大脑把各种 概念和认 知进行抽 象 

组合联系时，他的头脑就生成了一种概念方式的 

抽象运作，并由此生成种种复合建构的概念构造 

和概念认知，并以此概念构造和认知反馈于生活 

经验中的实证认知。作为抽象认知中介的符号 

的加入，使人类的意识活动生成了一种身体感知 

方式和概念认知方式相互联结的人类 意识能力 ， 

从而使得人类在对世界认知过程中所形成的观 

念、思想、知识和自我意识以及人类的抽象和经 

验统一于概念智能 和实践创造之 中。总之 ，“我 

们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点和依托去认识我们周 

围的世界，去建立语言和世界之间的意义关联， 

去建立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体系 。”Its] 。 

最后，语言的体验性对语言教学与研究具有 

较强的解释力和启发性。王寅曾经总结指出，就 

研究语篇连贯而言，没有一个学派能够超出系统 

功能语言学，而对介词的研究也没有一个学派能 

超过认知语言学 ，因为人类认知之初来 自身体与 

空间的互动。王寅把语言的体验性概括为八个 

方面的内容 ，并从理论与实践层 面分别讨论了语 

言的体验性问题，认为语言的体验性不仅能够 

“解释语言在很多不同层面的成因”，“更能合理 

地解释语言表达形式背后的理据”，这将非常有 

利于语 言学 习者更好地理解、掌握 和使用语 

言[19]。。 。此外，在体验哲学以及体验人本观的 

启示和影响下，语言研究产生了不少创新性的理 

论和方法，比如概念整合、互动建构、隐喻认知、 

识解多元等等；在具体的语言分析对象上，语言 

研究也从以前重视文学作品或新闻语篇等经典 

书面语更多地转 向对 主观性话语分析 中的边缘 

话语研究，比如更 多地关注 医患话 语研究 、多模 

态话语分析 等等。其 中多模态话语分 析之所 以 

能够在话语分析研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人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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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单纯从语言 的角度 已经不 能对话语进行深入 

全面的研究，因为话语的意义中的一大部分是由 

非语言因素体现的，交际不再是利用一种感官进 

行，而是多种感官同时进行，如用 PPT上课则是 

视觉与听觉同时进行的，讲解则是听觉、视觉和 

触觉同时进行的。这种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把 

文字语言与图像、声音等非语言符号结合起来并 

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各类符号所组成的表义系统 

和话语意义的研究方法显然是源 自于人类对世 

界万物的感知体验。总之，“体验”与“认知”是人 

类感知世界获得知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体现 

在语言的不 同层 面并贯穿 于语 言交际 的整个过 

程。体验人本观将后现代哲学的有关观点引入 

语言研究，大力倡导人本精神，从体认角度阐释 

语言的本质，从而科学地揭示出语言表达背后的 

认知方式。 

五 、结 语 

语言研究的历史表 明，人类对语言本质的认 

识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围绕语言 

中的“人本”与“非人本”的争论也贯穿整个人文 

学科发展史 。人们 在关 注语言 、思考语言本质的 

过程中，由于历史 的局限，一直无 视人 的因素及 

其主观性，仅仅把语言视为人所使用的客观性工 

具。语言学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很多理论体系和 

分析方法，但距离我们真正认识语言仍然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有关语言的基本问题 比如语言的起 

源与本质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背景下会不 

断被提 出和加 以研究。梳理西 方语言学发展史 

可以看出 ，出于对语 言本质 的不 同理解，语 言学 

家各 自提 出了 自己的理论框 架并形成 了不 同的 

语言派别。比如具有古典希腊性质的传统语言 

学重视研究语言的“规则性 、表达性 、工具性”；索 

绪尔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则强调研究语言的 

共时性，看重语言符号的“系统性”和“任意性”； 

坚持语言“天赋”观点 的转换生成 学派认 为语言 

具有“先天性、心智性 、生成性”；而韩礼德的功能 

语言学把研究视角放在 了语言的社会功能上 ，重 

视研究语言的“社会性、交际性、功能性”。建立 

在体验哲学基础之上的认知语言学则更加强调 

语言的“体认性、构式性、象似性”[2D]̈。。体验哲 

学照观下的“体验人本观”是 20世纪语言哲学的 

延续，批判消解了传统和现代哲学 中的客观主义 

倾 向，诠释了人 以及语言与世界和思维认知 的关 

系，体现出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精神。语言本质 



具有多面性，不同语言派别从语言本质的不同方 

面来探讨语言，这与“否定本质、倡 导多元”的后 

现代哲学思想是相容 的。20世纪所经历的众所 

周知的三场语言学革命正是这种后现代哲学思 

想在语言学领域的体现。总之，若要说语言有什 

么本质的话 ，只能是语言具 有多元本质 ，而体验 

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将后现代哲学的有关观点引 

入语言理论，倡导研究 中的人本精神，主张从体 

认角度阐释语言的本质 ，科学揭示语言表达背后 

的认知方式，依据现实体验一认知一语言的核心 

原则，认为语言反映人类的体验和认知，并且通 

过语言映照客观世界和人类的逻辑思维，语言在 

人类活动中最能表达人性特点 ，可充分体现人本 

精神。体验人本观倡导人 的 中心地位 以及 人 的 

主观体验与语言的互动关系，为语言理论研究和 

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开启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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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 d Re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Hume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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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birth of human language，human being has never ceased his prob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and 

supplied various accounts towards the issue．However，due to the fact that objectivism has been dominated the humanic 

study in western history，human factor has been discounted in the language study，which leads to the stereotype of 

pursuing the absolute nature of language．The postmodernism，begun in the middle of 20 century,stresses the humensim 

once overlooked，and advocates to research language and mind from humensim．W ith the aim to reveal the essence of 

language，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pply some theories of postmodernism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na ture by advocating humensim，while the Embodied Humenism，which i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Embodied Philosophy， 

approaches language nature from perceptual embodiment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The Embodied Humenism supplies 

human being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language and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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