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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光潜“思想就是使用语言”的命题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传达论，很可能吸收了维特

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暗含着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康德先验主义的自觉克服，显示出对意识哲学的
主体间性改造之趋势。遗憾的是该文未曾引起足够的关注，错失了在其引导下，中国美学本该早
就进行的“语言学转向”，从而后者一直未能从“意识哲学”范式进入“语言哲学”范式。如果从日
常语言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及阿佩尔等人先验语用学出发，阐释朱光潜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如何可
能，又将产生何种后果，将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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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光潜自述其美学历程，是一个“从尾随克罗齐到怀疑克罗齐的经过 ”。 而克罗齐的美学，又
如他所言： “一般人把克罗齐称为新黑格尔派 ，其实他的美学思想更接近康德。不但他的直觉说是

发挥康德的‘无所为而为的观照’说，而且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上，他认为本来‘无形式的物质 ’借
心灵综合作用而得到形式，也还是康德‘先经验的综合’说的变相。 所以他的美学思想还是属于主
［2］
观唯心主义的范畴。” 这相当于自供其美学的哲学根源，与康德先验唯心论一脉相承———朱光潜
要探究“审美意象如何可能”，其主观条件是先验“我思”，即一个作为基础或极点的先验自我，具备

了先验的对象构造能力———将先天的知识如先天知性范畴加于被给予的感觉材料之上，使之从杂
乱无章变为整齐有序的知识对象，这便是“统觉的先验综合 ”。 在朱光潜那里，这种主观的对象构
造能力，其实分为两种，一是康德原初意义上的“直觉 ”，一是与先验想象力相关的“艺术的直觉 ”，
但不管如何，审美意象就是由这样一个孤独主体所创造出来的，“凡是美都经过心灵的创造 ”，在艺
术和美的领域，所有对象都由先验意识所构造，“所有实在都是我的意识”。
这种先验唯心论是一种方法论唯我论 ，其出发点为一个无历史的、非肉体的、纯形式的先验自
我，所有知识的、伦理的、美学的乃至政治的领域，其建构都离不开这个第一人称的先验基础 。这种
阿佩尔所言的“方法论唯我论”，有一个“至今仍未能克服的假定，即认为，即使从经验上看人类是
一种社会存在物，判断构成和意志构成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却原则上无需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先验前
提就能得到理解，也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这种可能性和有效性理解为个体意识的 建 构 性 成
［3］
果”。 其特点就是： “这种唯我论相信，人们可以理解他的意识材料，包括把自身理解为一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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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而在原则上没有假定自身是已经在交往共同体中社会化了的 。” 作为基础的自足主体若
被颠覆，整个先验哲学就将发生彻底改变 。
随着“怀疑克罗齐 ”进程加深，朱光潜逐渐试图克服先验哲学的唯我论，他先是在 1947 年发表
的《克罗齐哲学述评》中批评克罗齐之反对“传达”———“艺术既完全在心中成就，除作者自己以外，
就没有旁人能看得见，旁人也就无法批评它的美丑。 抹杀传达出来 的 作 品 就 是 抹 杀 批 评 的 对
［5］

象。” 这就很明确地反对克罗齐把艺术创造当做一个内在的 、唯我论意义上的心理过程，而要求
一个社会性的维度，即作品作为批评对象，必须被其他心灵所看到和评价。这首先要求作品能在不
同心灵间进行传达，传达必须借助于一种主体间有效的语言进行 ，否则传达与交流就不可能实现。
朱光潜把这种语言称为“外显语言 ”。 通过主体间有效的语言或符号，我们才能对作品加以批评，
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形成一个关于美的共识作为标准，来评定“美之等差 ”。 可见，朱光潜已经意
识到艺术作品的公共性———明确承认他者心灵的存在，艺术作品必须置于由他者心灵所组成的公
共空间或共同体之中； 其次，这个解释和评价的共同体，其互动和交流的媒介，必须是一种公共语
言； 再次，这个语言共同体在言语交流的基础上达成关于美的标准的共识 。
1948 年朱光潜发表了英文论文《思想就是使用语言 》，认为不仅传达是使用语
思索继续深入，
言，而且内在思想过程也是使用语言 。该文很可能吸收了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哲学的思想 ，从意识
构造和意识分析转向语言分析，暗含着从语言角度对康德先验主义的自觉克服 ，显示出对意识哲学
的符号学改造趋势。正如朱光潜自己所言，如果“思想就是使用语言”的论点成立的话，“人类知识
［6］

的几个重要分支，特别是语言学、语义学和美学，就会面目一新 ”。 下面我们将在阿佩尔和哈贝马
斯的“先验语用学”和“交往理论”的参照下，揭示该命题将产生何种后果，使美学“面目一新”。

一、命题的意图与推演
朱光潜认为，“思想就是使用语言”的命题与常识相反，“常识”认为“语言对于不依靠语言就已
［7］
经完成的思想来说是外加的东西，因而是语言的表达 ”。 这个常识，就是所谓的“意义的客观主
义”： “把意义的存在理解为独立于它的语言表达的，而这就意味着把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和交流
［8］
的意谓理解为独立于语言和言语的 。” 这种观点的代表即胡塞尔，他认为意识行为与语言是分离
的，先有意识构造行为，再把意识内容转化或翻译为外在语言： “说话之际，我们正在连续实行一个
内在意指行为，这个意指行为与语词融合一块，并激活了这些语词。 此激活行为的结果在于，语词
和整个表达在它们自身中体现了一种意指，并把在它们之中体现的意指当成了他们 自 己 的 意
［9］
义。” 意向行为的结果即意向相关项的意义能在语言中被表达，语言的意义即意向相关项的意
［10］
义，“两个平行领域之间是一种符合关系 ”。 在胡塞尔看来，意识活动和意识活动的意义，都是前
语言的。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意义观，即在语言学—哲学上假设所有意义在本性上都是语言性的 ，

这种观点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代表，如哈
贝马斯就认为： “不存在前语言的意义 …… 意义在根本上就是在日常语言中与交流 （ 而不是‘经
验’） 绑在一块的。意义也许会被表达在各种意向中 ，如期待和恐惧中，愿望与意见中，但意向必须
［11］
与主体间有效的表达相一致，才是可以被理解的； 意向必须被表达，它们从来就不是私人的。” 哈
贝马斯和阿佩尔不仅否认意义或真理独立于语言 ，而且否认一个前语言的先验主体存在 ，主体总是
已经在处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通过语言交往的主体间过程而被社会化了。 对这个社会化的语言
［12］
主体而言，“语言使用是所有个人意向的不可或缺的媒介 ”， 直接否定了胡塞尔“作为一种直觉
功能的认知的概念被认为本质上是独立于语言的 ”的观点。阿佩尔还据之抨击意识哲学的另一代

表人物康德： “一方面，康德第一次明确地探讨了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和主体间有效性条件 ； 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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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他又没有考虑到语言正是这种条件 。……但既然康德未能意识到语言是知识的可能性和知
识批判的可能性的条件，他的批判的第一哲学也终究成为现代唯名论的基本谬误的牺牲品了 。”与
［13］
之相反，他主张“作为先验反思之媒介的自然语言的‘不可回避性 ’”。 这个主张，也得到海德格
尔与伽达默尔的支持。海德格尔认为，“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 直接的感觉活动即已保持自身于
［14］

当下某种解释之中。” 在胡塞尔意义上的纯粹直观中，就已经有解释的活动伴随，解释就是理解，
［15］
如伽达默尔所言，“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 ”； “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
介。……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 ，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
［16］
表述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
以上当代西方哲学理论都可视为对朱光潜“思想就是使用语言 ”命题的支持。 朱光潜认为，如
果作为固定艺术作品的传达语言是“外显语言 ”，那么，思想过程和结果所用的语言就是“内含语
言”，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外显语言 （ 或表达 ） 中的任何内容都已经包含在内
［17］
含语言（ 或思想） 之内”。 朱光潜将之作为一个公理。接下来要证明“艺术在其内含的心理构思阶
段就已经包含着传达”以反驳克罗齐，其演绎推理从几个公理出发： 公理一： 思维不能在真空中进
行，思维必须借某些对象或材料而进行 。公理二： 我们只能思想那些以一些符号的形式呈现于心中
的事物。从公理一到公理二可以推出： 思想必须使用符号。（ 公理三在此无需提及 ） 公理四： 外显
语言（ 或表达） 中的任何内容都已经包含在内含语言 （ 或思想） 之内。朱光潜从这三个公理出发，进
行了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推理 ： 大前提———思维就是使用语言； 小前提———艺术是思维的一
种方式； 结论———“艺术就是语言”。再细推下去，因为艺术也是一种思想方式，所以 a） 艺术不能在
真空中进行，必须使用符号； b） 构思过程已经包含了传达，都是运用同一种公共符号的构造过程，
传达只是把构思的结果或内容转化为客观化意义上的 、公共可见的物质定型，因此说，外显语言的
符号早已存在于内含语言之中； c） 固定化的外显语言 （ 文本意义 ） 和内含语言 （ 作者意义或心理意
［18］
义） 之间不重合，二者之间存在着利科所说的“间距 ”，后者大于前者。 这几个结论，很显然是其
美学改造的基点，首先就是要矫正克罗齐的“反传达观 ”———主张艺术在构思阶段就已包含传达，

二者都是运用语言，而语言只能是同一公共语言，艺术从一开始就有反私人的维度 。

二、命题对先验哲学之语用学的主体间性改造
但“思想就是使用语言”这一命题的效应，绝不仅止于对克罗齐的修正，它还蕴含着更多的理
论可能，意味着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先验哲学进行改造 ，即借助语言的公共性和交往性维度，对先验
哲学进行一个主体间性的转化。我们可借助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来探讨一下这些可能 。
1．“思想就是使用语言”，语言是一切思想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媒介，语言被赋予了一种本体论
位置，它“总是已经在那里”，没人能置身其外： 我们总是身不由己地被抛入或被嵌入一个语言世界
之中，不存在前语言的主体，语言是“我思”的先验前提。
2． 使用语言就意味着使用公共语言 ，进行公共的语言游戏，是遵守公共规则的公共行为。根据
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哲学，意义即用法，而语言的使用受规则支配，因此，理解语言或使用语言，也
即进行语言游戏———正确地使用词和句子，意味着一种能力，即掌握和运用规则的能力； 而规则是
由特定的语言共同体成员普遍同意并接受的 ，是主体间普遍有效的约定。因此，语言在本质上是公
共的。遵守规则意味着，使用语言是一种公共事件，是一种社会实践。 就如维特根斯坦所言： “因
此‘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以为［自己］在遵守规则并不是遵守规则。因此不可能‘私自 ’遵守规
［19］
则，否则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就同遵从规则成为一回事了 。” 判断是否遵守规则，是正确还是错
误地使用语言，可根据一个外在的、客观的公共标准来进行公共检测 。阿佩尔对维特根斯坦反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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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约定论进行了再探讨，假设每个人都能从内在出发制定自身的标准，那么，关于言语行为的
意义的公共性同一标准和主体间有效性都不可想象 ，因为每个人都将是一个私人语言的孤岛 ，交流
根本不可能。符号的意义和规则的有效性标准究竟如何确定？ 维特根斯坦“不但取消了一切客
观—形而上学的有效性标准，而且似乎也取消了康德意义上的关于客观性可能的一切主观条件
……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对指号的意义甚或规则的有效性来说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或主观的形
［20］

而上学的保证……我们注定了要就我们的行为和知识的意义和有效性标准去达成一致的 ”。 朱
［21］
光潜也持这种主体间约定论的语言观： “这些符号不是自然的形象，就是约定俗成的符号。”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称为“生活形式 ”的一个部分。 生活形式是特定共同体内所共享的深层共
识，它是“被给予的、必须被接受的东西”，譬如公共规则。遵守规则是前反思地盲目服从： “我遵从
［22］

规则时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从规则”。 生活形式，“作为‘给定的’（ 原始） 事实的无数形形色色
［23］
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同时也就是意义理解的终极的准先验的规则 —视界。” 对象只有在共同
体成员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里 ，也即在给定的规则—视界里，才可以被理解。生活形式或语言游
戏成为思想活动的先验前提，所以阿佩尔说： “一种‘私人语言 ’是不可思议的，从而就连每个个体
［24］
的孤独思想和行为，也总是已经维系于理想交往共同体的理想语言游戏了 。”
3． 对给定的、不可改变的使用规则的遵守，就成为一种“习惯 （ 风俗、建制 ） ”，因此，“一个人那
［25］
么一次遵从一条规则是不可能的”。 朱光潜再次体现出与维特根斯坦惊人的一致性 ，他通过推论
［26］
得出命题： “语言是以自然为根基的共同约定又是由于不断使用而成为第二天性的习惯 。” 对于
个人而言，某种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就是历史地给定了的事实 ，是一个先天条件。个人学习

语言就是接受一个给定的公共规则 —视界并将之习惯化的过程，也即进入某种“生活形式 ”而社会
化的过程。习惯化是被训练的结果： “遵从一条规则类似于服从一道命令。 我们通过训练学会服
［27］

从命令，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命令作出反应 。” 训练和学习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互动，是
一个语言交往和理解的主体间性过程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见出康德唯我论所假设的无世界的
纯形式主体的荒谬了，主体总是已经在世界之中，总是已经在语言之中，总是在一个历史地给定的
规则—视界之中，也就是说，主体总是已经在语言交往的共同体中社会化了的主体，具有一个生活
世界中共同的意义视域，不可能是徒具形式而无世界内容的封闭内在性 （ concealed interiority） 。
4． 至此，不仅可以确定语言的先天地位，而且可以确定“语言交往共同体 ”的先天性。 个人不
可能是没有世界和他人的孤独主体 ，他如海德格尔所言，“总是已经 ”被抛入世界，与他人共在。 他
要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只能借助于语言，语言对他而言就是必须接受的生活形式，是他活于世间
的先验前提。阿佩尔就用“语言交往”替代了“先验我思”，成为知识、伦理、审美之可能性前提。
5． 承认“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就意味着孤独的我思不可能，我思总是以一个实际的语
言交往共同体为前提———必须通过主体间交往，才能获得语言能力，才能获得积累性知识，才能借
之进行思维； 而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主体间性的过程 ，是一个和各种观点、理论无声交谈的过程：
“即使是在我们最深处的思想中，我们也被卷入某种对话中，和他人的踪迹或过去意义的剩余物进
［28］
行对话。” 我们可举康德为例。康德没有意识到语言是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条件 ，没有意识到在对
象构造和先验反思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以语言为媒介，也就没意识到主体总是一个历史性主体，拥
有一个被给定的时间性视域。他在构造源于经验观察的知识时 ，就已经以习得的知识为前提了，譬
如所谓的先天知性范畴如因果性 ，以及理性概念如灵魂、自由等，都并非康德原创、属于他的“私人
语言”，而是他通过与共同体成员间的语言交流而习得的公共语言游戏 ，是先于康德已有的、主体
间有效的普遍意义，它们构成了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历史连续性视域 。这个视域，也即所谓的“前理
解结构”，如伽达默尔所言，“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和前理解，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处理
［29］

的”。 前理解结构的不可被还原性，意味着主体不再是一个无世界无历史的先验主体，主体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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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被嵌入具体社会—语言—文化语境的在世存在，如扎哈维所言，“身体性和主体间的被嵌入
［30］
性是其特性”。 也就是说，主体性总是已经以语言为中介（ linguistically mediated） 而被主体间性所
贯穿，被主体间性和代际性地所构造出来，在每一个我思之“我 ”中，都有一个普遍的主体间性结
构，“我”总是已经包含着“我们”的意识 （ we － consciousness） 。前理解视域也即共享的生活世界习
俗所体现出的先验主体间性，或扎哈维所谓的“世代间主体间性”（ generative inter － subjectivity） ，取
［31］
代先验主体性成为本体论基础，是单个主体从第一人称视角进行世界构造的先验前提 。
总之，阿佩尔和哈贝马斯认为，先验哲学之所以是唯我论的，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先验自我是
前语言的，一旦把这个无语言因而无他人无世界也无历史的基础颠覆 ，破除其自足性，也就打破了
其唯我论的硬壳。其策略是用语言的先天性和公共性维度来打破主体的封闭性和孤立性 ，证明前
语言的主体不存在，主体总是使用语言的主体，主体总是已经通过语言交往而被社会化了，它总是
以语言交往共同体作为先验前提 ，不可能自足。其后，他们用语言交往取代了先验自我，意味着用
主体间的言语共识取代了统觉的先验综合 ，用主体间的对话取代了孤独自我的独白 ，也就意味着用
言语的主体间性取代了唯我论，标志着他们完成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 朱光潜“思想
就是使用语言”的命题，已确立了一个非唯我论的起点，再结合其传达观的公共讨论维度，照此种
理路发展下去，取得的效应也将这般巨大。

三、命题的发展趋势与启迪
以上论述说明，朱光潜确实有意识地试图从语用学出发克服方法论唯我论 ，进而走出意识哲学
的牢笼，但遗憾的是，他后来没能沿着这条道路深入下去，偏离了西方哲学界从“意识分析 ”向“语
言分析”的“语言学转向”，又落回了意识哲学的窠臼。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缺失，也是整个当代中国
美学界的缺失。如果我们站在阿佩尔等人所代表的当代西方哲学前沿性基础上 ，对朱光潜的开端
进行完形补充，可做出这样的逻辑推导： 首先确立“没有思想能独立于语言，没有思想是附加于语
［32］
言表达之上的”， 思想的过程就是一个语言游戏过程。 其次，证明语言如维特根斯坦所论证的，
只能是一种公共语言，因此，运用语言就必须遵守公共约定的规则 。学会一门语言意味着掌握使用
规则的技巧，这必须通过主体间互动的语言学习和训练 。语言的公共性和习得性，确立了心灵的社
会性概念，主体性先天地就是主体间性的主体性 （ inter － subjective subjectivity） ，从而打破了笛卡尔
至康德和胡塞尔的内在性的、私人性的心灵概念（ an internalist and individualist conception of mind） ，
使一个自足的、独白式的先验主体成为不可能，从而突破了唯我论的樊篱。 最后，语言交往共同体
的先天性，在破除了意识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主义的同时，使“解释的交往性综合 ”成为知识和审
美判断的主体间普遍有效性的条件 。人类知识和伦理规范乃至审美判断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必
须以“交往共同体的先验语言游戏”作为前提。“交往共同体的先验语言游戏 ”意味着一种以语言
为媒介的主体间构造，知识和规范必须由“我 ”和其他同样进行着构造的主体之间通过具体的、主
题化的言语交往而达成可接受的共识 。这相当于说，真理概念是一个程序合理性的概念 ，不管内容
如何，只要真理是通过一个规范的理性交往程序而产生的主体间“意见一致 ”，它就是有效的。 这
便是真理的“纯粹程序主义观”。
同理，审美判断的普遍性以及美的标准的普遍性乃至艺术概念的界定 ，既无形而上学的客观保
证（ 柏拉图的美的理念） ，也无主观保证（ 康德的先验情感） ，一件艺术作品是否美，要由接受主体通
过自由言语论辩来达成一致性共识———“个人意识的明证性借助于语言沟通而被变换为一种对我
们来说的陈述的先天有效性”，是“解释的交往性综合”而非虚设的共通感，才保证了审美判断的普
遍性即主体间有效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只有经过主体间关于审美的商谈 （ 商谈是主体间反
· 139·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

思性的言语行为） 程序，作为普遍性共识的结果有效性，才是合法的普遍化。 这样，从逻辑起点到
过程与结果都实现了对先验哲学的语用学的主体间性转化 ①，中国美学必将“面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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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inguistic Turn of Zhu Guangqian’s Early Aesthetics
XIAO Zha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Zhu Guang-qian’s proposition that " thinking is the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and his expressionism based
on it，were perhaps influenced by the philosophy in Wittgenstein’s later years． They imply the self-conscious overcoming of
Kant’s transcendentalism from the linguistic perspective，and the tendency of semiotic transformation of Kant’s intention
philosophy． What is surprising is that such a significant article has been neglected for so many years． It is a defect in the
topography of Zhu Guanqian’s thought，moreover，Chinese aesthetics has missed a linguistic turn． Thus it has been constrained in intention philosophy or metaphysical thinking，in terms of Habermas，and cannot enter the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which takes as characteristic and transcendental premises the " linguist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 oriented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
Key words： Zhu Guang-qian，Aesthetics，transcendental idealism，language communication，inter-subjectivity

作为构造起点，其主体性是以语言为中介而被主体间地构造出来的，实质即先验主体间
① 第一人称的“我”
性； 而“我”之构造与其他同样发挥功能的主体（ co － functioning subjects） 的构造之间，通过语言交往而形成一致性
共识———逻辑起点是构造的先验主体间性（ the constituting transcendental inter － subjectivity） ，过程是主体间的理性
语言交往，结果是后天的、被构造出来的、具体的主体间性（ the constituted inter － subjec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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