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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伦理语言语用立场的确立
———析维特根斯坦和斯蒂文森的意义理论

郑 树 梅

摘 　要 : 意义分析是元伦理学澄清伦理语言使用混乱的

主要途径。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为伦理语言的意义分析

指出了语用研究的方向 ,他后期哲学的意义理论则为伦理

语言的意义分析从语形、语义向语用过渡提供了理论根

据。情感主义伦理学主要代表斯蒂文森的二元意义理论

最终确立了伦理语言的语用立场。他们二人的意义理论

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伦理语言从语形、语义向语用过渡 ,并

最终确立语用立场的过程。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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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有三个层次 :语言符号间的排列和组合构成了

语形层次 ;语言符号及其组合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构成了语

义层次 ;语言符号的组合及其所指对象的关系置于语言使用

环境之中构成了语用层次。关于语言问题的研究 ,总会呈现

一个从语形、语义向语用层次过渡的过程。现代西方伦理语

言研究 (元伦理学 )过程也是如此。元伦理学自 20世纪初到

70年代 ,在英美伦理学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 ,经历了直觉主

义、情感主义和规约主义三个阶段。元伦理学主张通过伦理

语言的意义分析 ,来解决伦理学问题。其过程也呈现为从语

形、语义向语用过渡 :维特根斯坦 (L. W ittgenstein1889 - 1951)

前期哲学的“词语因指称事物而有意义 ”的语形、语义层次的

意义分析 ,经他后期哲学的“意义即使用 ”从语义向语用层过

渡的意义分析 ,再到 C. L. 斯蒂文森的伦理术语的二元意义理

论确立了伦理语言研究的语用立场。本文将以他们二人的意

义理论为对象来探讨从语形、语义向语用层过渡的过程。

一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意义理论 :

语词因指称事物而有意义

　　维特根斯坦虽没有直接提出什么伦理学理论 ,但他的理

论却极大地影响了元伦理学的发展。所以 ,他也被纳入元伦

理学早期代表之列。维氏哲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以 20世

纪 30年代初为界。前期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 》(1926) ,主旨

是 :词语因指称事物而有意义 ,中心概念有 :

1. 逻辑原子主义世界观 :罗素用人工语言把命题“当今的

法国国王是秃子”分析为三个命题 :“当今存在着法国国王这

个人”,并且 ,“这个人是唯一的 ”,并且 ,“这个人是秃子 ”。所

以 ,法国国王这个摹状词的意义是诸个相关的存在命题的集

合。受罗素摹状词理论的启发 ,维氏把常识世界的事物归结

为逻辑世界的事实 ,并把事实分为三层 :事实 —诸事态 —简单

客体 ,结果 ,一个事实就被分析为诸事态的集合 ,每个事态又

是诸个简单客体的集合。所以 ,一个名称就是该事物的性质、

状态等诸事态 ,是诸简单客体的集合。

2. 图式论 :语言是世界的图式 ,相应地 ,命题是事实的图

式。语言与世界有同构关系 :图式的各组成部分之间与对应

的事实世界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图式关系和结构

方式一致的关系。既然逻辑世界有三层 :事实 —诸事态—简

单客体 ,语言也有对应的三层 :语言 —复合命题 —基本命题。

简单客体是事实的基本单位 ,它们按逻辑结构构成事态 ,诸事

态又构成事实 ,事实构成逻辑世界 ;基本命题是语言的基本单

位 ,基本命题经逻辑连词 (如析取、合取连词 )构成复合命题 ,

复合命题构成语言。这就是图式论。

3. 真值函项 :维特根斯坦把逻辑世界的事实分析为实现

了的和未实现的事实之和。前者是正事实 ,构成了现实世界 ;

后者是负事实 ,构成了可能的世界。命题是事实的图式 ,描述

正事实的命题是真命题 ,描述负事实的命题是假命题 ,真、假

命题都是有意义的命题。

在 1中 ,维氏用现代逻辑的人工语言把“事实 ”的意义分

析为诸事态 ,强调的是事实自身的存在状态 ,词语或命题的意

义只体现为事实与诸事态的展开形式 ,即名称符号与其相关

的数个存在命题之间的展开或隐含关系 ,不涉及事实所指的

对象 ,只涉及语言符号间的排列和组合 ,所以它是语形层次的

意义分析。在 2中 ,基于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 ,意义体现为

事实的诸事态与命题的诸基本命题一一对应、逻辑结构与逻

辑连词结构一致的关系 ,即复合事实与复合命题的对应关系 ,

语言的意义就是其所指 ;在 3中 ,把逻辑结构和逻辑连词结构

延展到可能的世界 ,意义体现为实现了的事实和未实现的事

实之和与真假命题的对应关系。显然 ,图式论和真值函项这

两个概念强调的是语言与逻辑世界的对应关系 ,即事实与所

指对象的对应关系 ;语言世界的命题与名称的对应关系 ,意义

涉及了语言符号及其组合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 ,所以 ,它是语

形、语义结合 ,但偏重于语义层次的意义分析。

4. 神秘世界 :维氏用上述三个概念勾勒了一个精致的逻

辑世界。关于逻辑世界的陈述都是命题 ,这些命题有真假 ,是

有意义的。用逻辑原子主义世界观对“上帝 ”、“善 ”、“美 ”这

些名称进行意义分析 ,会发现 ,它们根本不存在 ,也不能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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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存在的命题 ,它们被划入了神秘世界 ,这是不可说 ,只能

呈现的世界。两个世界的界限就是命题 ,关于神秘世界的陈

述 ,都不是命题 ,它们既不真 ,也不假 ,是无意义的。但是 ,无

意义不等于无价值。维氏这样解释《逻辑哲学论》:“本书的观

点是伦理的观点 ⋯⋯这是开启这部著作的一把钥匙 ⋯⋯:我

的书由两部分组成 :这里描述的部分加上所有我还没有写的

东西。确切地说 ,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 ”①。维氏向我们昭

示 :伦理世界是非科学的世界 ,诸如“绝对的善和绝对的价值 ”

之类的概念都是科学的方法误用于伦理学所致。人的意志规

律是非逻辑的 ,我们应该跳出逻辑世界 ,反观人生。语言除了

用于描述世界 ,还可以用来表达意志 (命令 )和情感。伦理语

言学家们把语言的后两种意义纳入其伦理学研究的范围。艾

耶尔最早指出伦理语言不陈述事实 ,只表达情感 ,目的是唤起

对方同样情感。所以 ,维氏前期哲学为伦理语言的意义分析

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把伦理语言的意义分析从直觉主义

的“善 ”是什么 ,转为“善 ”表达什么 ,斯蒂文森又将研究重点放

在伦理语言情感意义的能动功能上 ,开始涉及语言环境与说

者的关系的探讨。

二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意义即使用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1953)出版于斯蒂

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 》( 1944)之后 ,说前者影响后者似乎时

间不符 ,但是 ,他在后期哲学中用“语言游戏说 ”批判奥古斯丁

图画对斯蒂文森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大概是由于他们在剑桥

同事时有过思想交流的缘故。而且 ,前者的“意义即使用 ”的

理论对后者的二元意义理论具有本体论意义 ,所以 ,本文还是

把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 ”的意义理论放在斯蒂文森的二

元意义理论之前来讨论。

《哲学研究》的方法从前期的人工语言方法转为用日常语

言的事实批判传统哲学及他自己的前期思想。其主旨是 :“意

义即使用 ”。“语言游戏说”是维氏启用的新概念 ,主旨是批判

奥古斯丁图画。奥古斯丁图画主张 :每个词都有意义 ,意义与

词具有对应关系 ,一个事物就是这个词所表示的意义。他通

过设计游戏和比喻的方法证明 :语言是游戏。如“五个红苹

果 ”中 ,“苹果 ”指称事物 ;“红 ”对应于颜色 (属性 ) ;“五个 ”对

应于数量。该游戏表明 ,语言既有指称功能也有辨别颜色、计

数的功能 ;“建筑者”游戏说明语言既有指称功能也有区别事

物的功能 ;火车驾驶室里看似相似的操作杆实际上具有不同

的功能表明语言的相似性中有差异性 ;最关键的是把语言比

作工具。语言游戏揭示了语言功能的多样性 ,既批判了奥古

斯丁图画把词语的意义仅仅归结为事物的名称的片面的观

点 ,也批判了他自己前期的逻辑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图式论的

理论。所以 ,“在许多 ———尽管不是全部 ———使用‘意义 ’这个

词的场合 ,它都能够被定义为 :一个词的意义就在其在语言中

的用法 ”②。不要寻找意义 ,只要探究用法 ! 即“意义即使

用 ”。

语言就是形式多样的游戏 ! 人们使用语言就是遵守规则

玩游戏。如下命令、用图构造事物、思考事件、讲故事等。立

足于语言游戏分析词语的意义 ,就不能追问它指称什么 ,脱离

语言环境的追问是无用的 ,只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就像我

们不能问“卒 ”是什么 ,但可以问“卒”怎么走。所以 ,我们也不

能追问“善 ”是什么。因为 ,“语言是一种工具。它的各种概念

是各种工具 ”③。工具具有功能与人要达到目的之间体现为人

用工具达到某个目的的活动 ;语言具有的意义与人要达到的

目的之间也体现为说者用语言达到某个目的的活动。所以 ,

语言的意义 (用法 )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表现 ,语义的多样性和

变化性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和变化性的反映。哲学的目

的就是描述日常词语在语言中的用法之间错综复杂的网络联

系。“哲学不能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 ,它只描述用法。它也不

能为语言的用法提供基础 ,它让一切按其本来面目存在。”④

“意义即使用 ”强调在具体的语境中 ,联系说话者和语言

效果来确定词语的意义 ,所以 ,这种意义分析是语用层的。这

个意义理论改变了哲学、伦理学的研究方向 ,从原来的分析语

言的逻辑结构、探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转为语言使用者的行

为、态度、意图、语言的功能、效用与语境的关系上 ,形成各种

语用性的新的意义理论 ,比如后来的言语行为说、非自然意义

理论和历史因果理论等。在伦理语言研究上表现最突出的是

斯蒂文森。他提出 ,通过伦理语言的情感意义的能动功能进

行劝导来消除伦理分歧 ,来解决伦理问题的新的伦理方法 ,从

而使伦理语言的意义分析真正进入了语用层。所以 ,我们说 ,

维氏后期哲学为伦理语言的语用研究提供了理论根据 ,开启

了“语用学转向”。

三 　斯蒂文森的二元意义理论 :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

《伦理学与语言 》( 1944)是斯蒂文森的代表作 ,被公认为

“是对伦理学的情感理论的最彻底、最精确、最系统的阐述和

研究”(Mary W arnock)。在书中 ,他提出了具有实用主义特色

的二元伦理体系 ,从而最终确立了伦理语言意义分析的语用

学立场。

斯蒂文森在《伦理学与语言 》中宣称 ,他的伦理学要实现

两个目的 :一是澄清诸如“善 ”、“正当 ”、“公正 ”、“应当 ”等伦

理术语的意义 ,即意义分析 ;二是提供能够证明或论证道德判

断的一般方法。前者是手段 ,后者是目的。他还强调了 :伦理

术语的意义分析必须深入到现实道德情境中 ,即把伦理问题

置于实际情境中 A、B双方的伦理争执 ;分析要从词语的情感

意义入手 ,即争执的双方都试图利用词语的情感意义的能动

作用来说服、劝导对方 ,改变态度。

首先 ,斯蒂文森把词语的“意义 ”置于人与现实的伦理情

景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意义也称为“倾向性 ”。所谓“倾

向性”是指刺激、反应、伴随条件和倾向基质四个因素在一定

的总体条件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置于伦理学之

中 ,伦理语言的倾向性就是指说者、听者、语言环境和人的感

受能力四个因素间作用的关系。斯蒂文森关于“意义 ”的解释

与杜威的“经验”是一致的。所以 ,词语的意义不在于指称某

个事物 ,而在于它能产生某种效果的倾向 ,是非实在的、动态

的、能动的 ,是一种语言活动。人与人之间正是通过这种活动

相互影响的 ,这就是伦理判断的力量所在 ,也是它们的意义所

在。所以 ,意义的实现关系到说者、听者和语境诸因素 ,因为

一个符号对某人有意义 ,而对另一人未必有意义 ,在某个语境

中有意义 ,在另一语境中却未必有意义。这就从根本上把“意

义 ”与语言的使用者联系起来。

斯蒂文森接着分析了词语的情感意义和描述意义。斯蒂

文森虽然赞成艾耶尔等极端情感主义以词语的意义分析入手

解决伦理问题 ,但不赞成他们完全否认伦理术语的事实属性



146　　

的极端的观点。他提出“意义 ”这个“属 ”下有两个“种 ”———

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他实际上是把词语的意义二元化。这

是斯蒂文森的创举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对传统伦理

学和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指称论 ”的进一步的否定 ,也是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在伦理语言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就描述意义而言 ,斯蒂文森在肯定它们的指称功能的前提下 ,

进一步指出了伦理语言的含糊性问题 ,这是伦理语言不同于

科学语言的一方面因素。比如 :“世界是个大舞台 ”,它的描述

意义可以翻译为 :“人生是出戏 ”、“现实生活常常像一台戏 ”

等 ,但没有一个与原句的描述意义完全对等 ,即翻译句的描述

意义与原句所暗示的东西不可能完全一致。这里明显受到维

特根斯坦的关于日常语言具有灵活性观点的影子。

发现词语的情感意义并利用词语的能动功能是斯蒂文森

情感主义伦理学与众不同之所在。宾克莱评价说 :“斯蒂文森

的《伦理学与语言 》的最大贡献是表明了规范伦理判断既有描

述的因素 ,又有情感的因素 ,而且情感意义是根本点 ”⑤。奥格

登和理查兹最早在《意义的意义 》中提出情感意义的概念 ,即

指那些没有指称什么 ,但确有意义的词语。斯蒂文森发展了

他们的观点 ,并把它定义为词语表达和激发特定情感或态度

并因此适于“能动 ”用法的倾向性 ,从而把词语的描述意义与

情感意义相互作用的关系与人的主观目的和现实环境联系起

来。一个词语能用来描述事实 ,也能用来唤起同情、提供暗示

等。说者总是有目的使用语言 ,即能动地使用词语 ,目的是诱

发对方赞同的倾向。词语的情感意义的实现 ,具有一种因果

或倾向性质 ,与人的心理相关 ,是非必然的关系 ,是一种极为

重要的关系。这是伦理陈述不同于科学命题的更为重要的因

素。

斯蒂文森还指出了描述意义、情感意义相互作用的关系 :

“它们是一个总情景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而不是可以加以鼓

励研究的两个‘部分 ’”。所以 ,“⋯⋯要防止道德问题出现混

乱 , ⋯⋯就必须始终注意道德语言和使道德语言具有特殊功

能的逻辑和心理因素 ”⑥。逻辑因素是指描述意义 ,它能影响

人的认识倾向 ;心理因素是指情感意义 ,它能影响态度倾向。

二者中情感意义起主导作用 ,描述意义从属于情感意义。由

此可见 ,斯蒂文森伦理术语的意义分析是非常精细的 ,精细到

每个元素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可见 ,他是把意义分析的语用

立场贯彻到底了。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语用立场仅仅停留在

指出语言具有“工具 ”性能 ,而不涉及如何使用工具解决问题 ,

那么 ,斯蒂文森不仅指出了“工具 ”性能的机制 ,而且指出如何

使用工具 ———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相互作用的关系 ,来解决

伦理争执。

斯蒂文森提出了两个关于“善 ”的定义模式。第一模式 :

“我赞成它 , ( 1)你也赞成吧 ! ( 2 ) ”第二模式 :“我赞成它 ,因

为它具有 X、Y、Z等性质和关系。”

第一模式中 , ( 1)陈述了“他赞成 ”这个事实 ,是善的描述

意义 ; ( 2)是命令 ,是善的情感意义。该模式表明道德判断有

描述和命令两种功能。第二模式中 ,善的情感意义被翻译为

能引导听者改变认识的描述意义 ,它显示了道德判断的描述

和劝导功能。虽然我们无法找到完全对等的描述意义 ,但伦

理判断的目的只在于劝导对方改变原有的态度 ,实现行为的

价值取向。所以 ,只有那些情感上被认同的东西才是“善 ”的。

所以 ,“善 ”是主观感受的结果 ,是主观态度的体现 ,是主观情

绪反应。这两个模式表明 ,伦理学问题首先是以追问某事物

是不是善的或某种是不是优先于另一种的选择方式而提出来

的。

把伦理因素二元化是斯蒂文森伦理学的特点。除了词语

意义二元化外 ,还有二元伦理分歧 ———信念分歧与态度分歧 ,

伦理语言的二元功能———描述功能和能动功能 ,伦理论证的

二元基础 ———逻辑 (事实 )的关系和心理 (情感 )的关系。二元

间看似对立 ,实际上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这种关系表明 ,

“是”与“应该”之间是既逻辑 ,又心理的复合关系 ;也说明 ,伦

理方法既不应该是传统伦理学用理性寻找最高道德原则的方

法 ;也不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贬低甚至否认理性 ,走向虚无的

方法 ,而是沿二元的方向 ,事实的内容遵从逻辑规律 ,是理性

研究的对象 ,应该用理性的方法 ;心理的内容遵从情感规律 ,

用来发泄情感、唤起和激发行动、改变态度 ,应采用非理性的

方法。两种方法有时相互转换 ,有时双管齐下 ,但有所偏重。

据此 ,斯蒂文森提出 :“我尤其注意了在道德争论中使用的方

法 ,其中有理性的方法 ,也有非理性的方法 ”⑦。可见 ,他的伦

理方法是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复合的方法 ,最有效的非理性方

法是“劝导 ”,劝导的机制是伦理语言的情感意义的能动功能。

所以 ,词语的情感意义是斯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学体系的中

心概念。

至此 ,斯蒂文森已经完成了伦理语言意义分析的语用学

转向。他的语用立场极大地影响了他之后的规约主义和描述

主义。如规约主义的代表黑尔就主张 ,道德陈述是可普遍化

的命令 ,必须既要适用于发出道德命令的人 ,也要适于所有其

它的相同处境的人 ;适用于所有类似于做出这个道德判断情

景中的行为或目的 ;适用于任何类似的时间和地点。

值得注意的是 ,斯蒂文森的语用立场只是抽取了具体的

道德规范和实践活动的抽象的分析 ,是不涉及任何阶级利益

的分析和评价 ,是形式主义的语用。他认为 ,对具体行为的评

价“可能使分析丧失其不偏不倚的公正性 ,把相对中性的研究

歪曲成为某种特殊道德准则的辩护。⋯⋯本书的任务仅限于

改善人们的工作方法 ”⑧。方法只有被使用者使用的时候 ,才

能发挥其效力。

注 :
①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牛津 , 1953年 ,第 43段。

②③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三联书店 1992年版 ,第 43、

124页。

④⑥⑦⑧斯蒂文森 :《伦理学与语言 》,姚新中等翻译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 1991年版 ,第 54、5—6、序言。

⑤宾克莱 :《二十世纪伦理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

第 111页。

参考书目 : ( 1)斯蒂文森 :《伦理学语言 》,姚新中等翻译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1年版 ; ( 2)姚新中 :《道德研究与伦理比较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2000年版 ; ( 3)孙伟平 :《伦理学之后 》江西教育

出版社 , 2003年版 ; ( 4 )《当代英美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0年版。

(责任编辑 :南 　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