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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词之用，关乎人类的逻辑和理性
□ 张留华

美国学者亚瑟·洛夫乔伊在《存在巨

链：观念史研究》中指出，西方思想传统

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观念单元，它们或

多或少地影响着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习

惯。了解这些流变不居的核心概念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往往是历史

经验最精确的测震器，也是文化变迁最

精准的显微镜。更重要的是，从概念的

嬗变来看，变化的不仅仅是概念，还有概

念的“运用”。这就涉及到将概念引入不

同社会语境时的文化对译问题。在文化

对译中，我们不仅需要全面把握相关概

念在西方传统中的演变轨迹，还需探索

其如何与中国语境互动，又如何与深受

中国文论滋养的中国读者互动。通过上

述互动，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一些具有鲜

明中国文化特征的基本概念，洞察其在

与西方文论应和之余，如何激发新的语

言关联和情感想象，展现新的社会经验

和文化风貌。因此，就形成立足于中国

本土的概念史研究而言，文化对译问题

不可忽视。我们不妨以西方文论中的

“Taste”概念为例，一探究竟。

众说纷纭的“Taste”概念

要定义“Taste”这个概念并非易事。

从词源分析来看，无论是在古希伯来语、

古希腊语，还是在古拉丁语中，该词的意

思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指通过

嘴品尝；第二，指通过感官感受、体验，甚

至享受；第三，在以上两个意思的基础

上，它又以隐喻的方式表判断、品鉴和区

分。由于其内涵的多义性和外延的模糊

性，这个反复出现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

概念让不少思想家、哲学家困于心、衡于

虑，却仍对其背后的深意不得而知。

比如康德在写《实用人类学》一书

时掩卷哀叹：“现代语言竟然会用某个

口腔内部的感觉器官来命名审美判断

的官能，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无论是

对美的鉴别还是对美味的选择，都由同

一个感官来做决定，这又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则指出，这

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认识把握

的知识剩余物。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漂

浮的能指。这个漂浮的能指的出现，与

其说是揭示、澄清了某种具体而真实的

内容，不如说是对某种不可能被化约为

我们知识框架的内容的遮蔽。在他看

来，这样的概念，越定义，越容易生产出

大量怪异的“知识的剩余物”。因此他

提议，我们不妨干脆将其“封印”，让它

在安息中酝酿力量的风暴。

对中国读者来说，在中文语境中探

讨“Taste”概念尤其不易，其复杂性和

艰巨性来自其不可译性。我们究竟该

将其译为“趣味”还是“品味”呢？无论

是“趣味”还是“品味”，这两个名词都有

审美判断和品鉴之意。例如，唐代诗人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就以“品”表

“品类”和“品鉴”两层意思。他也谈到

了“味”。在《与李生论诗》中，他提出

“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换

言之，诗应有“味外之味”。此处，第一

个味指品鉴具体的艺术形象，第二个味

指在具体的艺术形象的激发之下，由联

想 和 想 象 产 生 的 审 美 愉 悦 。 然 而 ，

Taste一词远不止“品鉴”和审美判断之

意。事实上，从该词在西方思想史中的

运动轨迹来看，中国文论传统中的“趣

味”两字似乎更为合宜。

“趣味”还是“品味”？

我们不妨先回到“品味”两字。从

《辞源》来看，现代汉语中的“品味”从

“品”字发展而来，而“品”则表官吏的等

级，也指某种社会约定俗成的标准规

格。当某人（无论其道德或行为举止）

或某件艺术品没有达到社会期待的标

准时，我们也会称其“不入品”。上述价

值判断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区分高低等

级之意。虽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

讨论“Taste”一词时也涉及了阶级区分

和层级高低之意，但这只是其多副面孔

中的一副。因此，以“品味”译 Taste，难

免以偏概全，招致偏见。而“趣味”则显

得更具文化包容度，并有利于中国读者

绕开理解时的种种障碍和误区。

首先，“趣味”与位置高下、等级无

关。根据《辞源》，“趣”表“旨趣”“意

旨”。正如学者李春青所说，就个体主体

而言，它（趣味）指一种心理倾向，是人的

兴趣之所在；就集体主义而言，则是一种

在特定时期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旨趣与价

值关怀。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中性的概

念。反观“Taste”一词的概念发展，该词

的复杂属性亦使其渐趋中性，从而与中

文语境中的“趣味”同频。进入二十世纪

以后，伴随着身体/心灵、女性/男性、高

级感官/低级感官、高雅/媚俗等二元对

立的消解，“Taste”的阶层区分作用更是

在不断的定义中被日渐淡化。正如美国

学者桑塔格所说，我们拥有方方面面的

Taste，“既有对人的 Taste，视觉 Taste，情

感方面的Taste，又有行为方面的Taste以

及道德方面的Taste”，甚至智慧也是一种

思想方面的 Taste。因此，Taste就是“对

一切物品等量齐观”。

其 次 ，根 据《说 文 解 字》，趣 ，通

“去”，表示迅速离开；通“取”，有取舍判

断之意。而纵观近几百年来的“Taste”

变革史，它确实也是消逝、演变和创新

交融的结果，既包含了个人的选择，也

体现了某一社会的普遍选择。因此，以

“趣”来体现上述变革并不为过。

试想，当英国 18 世纪著名的辉格

党政治家坦普尔爵士大谈中国园林趣

味时，他不可能预见到几十年之后英国

作家沃波尔对中国风的攻讦。这种趣

味变革既体现了个人的审美，也折射了

百年之内中英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英

国构建自身民族性的迫切愿望。而当

英国画家吉尔平以如画趣味引领英国

人踏遍湖区时，他也未必会预见到上述

趣味会成为英国中产阶层遮蔽贫富差

距的美学叙事策略，他更不会预见到维

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罗斯金会将上述

趣味列为次等趣味。不可否认，任何文

明、国家和地区的趣味都是在历史进程

中逐渐形成的，它与价值观念、宗教信

仰和风俗习惯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不

能用一成不变的本质主义语言来解释。

再者，我们知道，人的心志也是有

趋向的，因此“趣”又引申为意向、旨

趣。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谈到“渊明少

有高趣”中的“趣”，就是这个用法。而

“旨趣”又能引申出乐趣、兴味的意思，

如我们常说的“兴趣”“趣味”。这就牵

涉到人生哲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传

统文论中的“趣味”观体现的就是对人

生的关照。比如，以朱熹、陈淳为代表

的宋明理学家所谓的“趣味”，指的“就

是当人超越功利因素的羁绊，潜心问道

求学时所体会到的乐趣、快乐”。这种

超功利主义倾向是与人生的道德修养

密切相关的。同样，弘一法师在《嘉言

集》中也鼓励世人：“心志要苦意趣要

乐”。而梁启超的“趣味”论则更注重

“生活的艺术化”，即“把人类计较利害

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从而使

整个人生都充满乐趣、快乐，体现出一

种欣欣向荣的生命状态。

上述“生活艺术化”倾向不免让人想

起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的“美学

社会化”论调。我们说的修养、超功利态

度也与他们讨论“Taste”时频繁提及的“教

化”“审美无利害”等概念不谋而合。尤其

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少英国浪漫主义作家

出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需要，在对

“Taste”的讨论中融入了对生命感受力的

强烈渴求，和对欣欣向荣的生命状态的热

切肯定。他们对生命整体感受力的强调

无异于中国文论中以“趣”论人生的传统。

一言以蔽之，中西文论间的种种巧

合是我们选择“趣味”作为译文的主要原

因。在文化对译中，我们要尝试以中国

文化的框架来承载丰富语义的西方文

化，并在中国文论传统中寻找对应之

物。这既能保证中国读者在理解之余保

持适度的文化自觉，又能减少概念移译

时产生的语义亏损。陈寅恪曾说过“：凡

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同样，当

我们移译西方核心概念时，也应做到“凡

翻译一词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因为在

概念史研究中，文化对译不仅意味着言

语或符号的转换，它更是思想的旅行、落

地和再生。正是从这个层面讲，概念具

有建构能力，而概念史研究则是建构中

国话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
文学中的‘趣味’理论变迁研究”负责
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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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以叙事为历史的呈

现与构成方式，历史叙事的本义

指向叙事的历史。模糊历史叙事

与文学叙事的界限，是西方对叙

事史学解构的主要达成路径，这

种认识在国内史学界并未引发更

多反馈，其对国内学术研究产生

影响，叙事学理论是重要媒介。

将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叙事，是

基于西方历史文本得出的认知，

是一种缺少宏观观察的当下考

量：倒置了历史叙事与叙事发生

的先后顺序，忽略了历史叙事与

文学叙事曾经的包含关系，也是

对中国古代文本中强烈时间意识

的漠视。中国历史叙事与文学叙

事之间，具有明确的“时间”界限。

历史叙事即以历史
的方法叙事

寻找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

界限，首要在如何定位历史叙

事。要而言之即：是将历史叙事

视为“叙历史事”，还是将其视为

以历史的方法叙事。前者是站在

当下的立场上用后起的叙事理论

观照既有文本，后者是追溯叙事

始于叙史的书写传统从而确认历

史叙事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独特

性。在中国古代文本中，历史叙

事是叙事的最原始形态，叙事这

一概念以历史叙事为基础发展或

扩大，不能影响历史叙事作为一

种既有形式存在的事实。

西方有关历史叙事的认识，

是以现代的叙事认知为参照的，

这决定了其对历史叙事概念所作

的规轨，本质上是将历史叙事视

为“叙历史事”，强调的重心指向

现代意义上的叙事。这样的讨论

无疑弱化了历史在讨论对象中的

中心地位，也就弱化了历史叙事

的特殊性。西方学界的历史叙事

认知，无法逾越的障碍之一是叙

事与历史叙事发生的先后关系。

叙事的概念大于历史叙事，但并

没有一种先于历史叙事的叙事实

践存在。

历史叙事与叙事的关系，类

似于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现代

学术体系下后者的范畴大于前

者，但在产生时间上前者早于后

者。所以，用当下历史学中记录

与解释的状态，用当下叙事中真

实与虚构的异同，去考察业已存

在的文本，甚至全盘否认历史真

实，必须谨慎。这种考察尤其不

适合史官文化和述而不作学术传

统中蕴养的中国历史文本。史官

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的重要载

体。《史通》认为“史官之作，肇自

皇帝，备于周室”，据《吕氏春秋》

所记，中国在夏朝已有“太史”，甲

骨卜辞更无可辩驳地展示了殷商

时期的史官分类，三礼等著述则

显示了周代史官系统的成熟。发

达的史官文化造就了历史记录、

历史叙事、历史反思及解释等中

国历史记述的独特存在形态，也

决定了中国历史叙事以历史之真

为核心的内涵基础。历史叙事，

即以历史的方法叙事，其重心在

历史。

中国文学叙事衍生
于历史叙事

叙事始于叙史这一命题，不

只具有事与史字义相通的自证逻

辑，更是中国经典文本实际存在

状态的体现。对中国经典文本的

另一种应有认知是，历史是内容，

文学是方法之一，而且这些所谓

的文学方法，包含有近代学科划

分等影响下的阐释意味。对此，

可以看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发

生的时间：中国文学叙事衍生于

历史叙事乃至记事。这里使用

“衍生”一词，是对历史叙事与文

学叙事方法部分重合的基本解

释，也为明确历史叙事中包含有

文学意味的非主观性。

文字是历史叙事的载体之

一，书面文本也是本文讨论历史

叙事的立足点，在这一层面上，我

们会看到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学

叙事的方法存在部分重合，但这

种重合并不影响历史叙事方法的

独立性。其一，中国早期文本中

存在与历史叙事相对应的文学叙

事系统，《诗经》中的叙事诗之外，

我们仍强调更广泛的诗具史笔，

而学界更倾向于将诗学纳入文学

范畴，历史叙事则是另一种独立

的存在。其二，以“散文”为形式

的文本中，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

学叙事的方法在产生时间上具有

明确的先后关系，一些原本属于

历史叙事的方法，其后为文学所

借鉴，乃至于再反向影响历史叙

事的方法，都与“历史的方法”的

独立性无关。其三，退一步讲，即

使历史叙事的方法在文学叙事中

完全适用，也不能构成历史叙事

等同于文学叙事的充分条件，因

为文学叙事的方法显然不能在历

史叙事中完全适用。

历史叙事文学意味的非主观

性，主要指向其文学意味中的后代

阐释与接受，可以简单表述为“我

们认为它是文学的”或者“后来它

变成文学的”，根源在文本认知差

异和文学作品影响。“鉏麑之叹”是

讨论历史文本文学意味时被反复

提及的话题，对刺杀赵盾者鉏麑

“触槐”前所说的话，论者往往以

“心理活动”质疑其真实性。实则，

这样的理解只关注了“叹而言曰”

中的“叹”，而忽略了“言”即其是明

确表达出来的。赵府的门已经打

开，赵盾已经“盛服将朝”，那么赵

家其他人另有起床的并听到“鉏麑

之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

如果鉏麑所触之槐为晋灵公外庭

之槐，其言语被记录的可能性更

大。不能因为认知的差异而断然

否定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此外，历

史小说的接受等也会影响对历史

文本真实性的判断。包括历史事

件被文学化表达，包括文学作品对

历史的演绎，也包括相类似事件带

来的通感联想。

时间意识决定两种
叙事的文本界限

造成中西对历史叙事理解不

同的根本原因，在于观察对象之

间的差别。中国古代并无纯粹的

叙事文本，前四史如此，《左传》等

亦如此。如《左传》的文本构成，

至少包括解经语、记事、论事和叙

事四种形式，一方面叙事在文字

体量上所占有的优势与其史料价

值并不能完全成正比，另一方面

对话在叙事中的大量存在也保证

了表达的客观性。如上要说明的

是，作为经典文本的组成部分，中

国历史叙事的存在环境是历史

的。同时，中国历史叙事的表达

方法也是历史的，具有强烈的时

间意识和开阔的时间跨度。

中国历史叙事高度重视事件

发生时间。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

书写，依《玉藻》《艺文志》等有记

言、记事之分，《左传序》总结“鲁

史记”记事的方法为“记事者以事

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

系年”，也即刘勰所说的“贯四时

以联事”。在我们能看到的《春

秋》中，记言、记事之分得到充分

体现，而系统的以时间缀连事件

的“鲁史记”记事方法已被突破。

到《左传》，一方面已经言事相兼

甚至因言成事，另一方面在诸如

丁丑、戊午等具体日期之外，又创

造了“初”“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

也”“……之岁”等时间表达方

式。《左传》的时间表达为《史记》

《汉书》等记事、叙事所继承，时间

的精准程度则大体上从“以事系

日”跨越到了“以事系年”。中国

历史书写强烈的时间意识也为出

土文献如《竹书纪年》《清华简·系

年》等所证实，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是两部“完整的”著述。中国历

史叙事所建立的时间秩序，保证

了历史真实被客观陈述，是历史

叙事与文学叙事差别在文本中的

呈现。

开阔的时间跨度，决定了中

国历史叙事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而

非历史的意义。事件的连续性与

全面性，是观察中国历史叙事与

文学叙事在时间方面具有明确界

限的另一个视角。文学叙事中的

事在时间上一般是连续的，或者

表现为事件自身发生时间的连

续，或者表现为塑造人物形象的

连续，或者表现为传达某种意义

的连续。历史叙事则多由片段事

件组成，人物依托于事件造成了

人物形象的“片面性”，比如，郑庄

公是“失教”的，是“有礼”的，也是

“失刑政”的；事件依托于时间影

响了事件的全面性，比如，寻找完

整的赤壁之战，须要观察《三国

志》的多个列传。历史叙事是一

种点式叙事，文学叙事多为线性

叙事，这是历史文本开阔的时间

跨度给我们的直观启示。

中国的历史叙事文本，体现的

是以历史为核心的叙事方法，叙述

侧重点在事而非人或事件的意义，

显性的时间秩序保证了中国历史

叙事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寻找中

国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界限，须

在视野上跳出近代学科划分带来

的思维模式束缚，其实现路径是从

文本出发搭建历史与文学发生、发

展的层级体系。明确历史叙事与

文学叙事的界限，是定位经典文本

性质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历史叙事

这一概念介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的意义即学术增量所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左传》历史书写与文学生成研
究”负责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副研
究员）

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时间”界限
□ 杨金波

在我们自然语言中，存在诸

如“并且”“或者”“并非”“如果”

“ 所 有 ”之 类 的“ 小 词 ”（parti-

cles）。之所以称之为“小词”，至

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很

少有人关注它们，而且因为被认

为不指称什么东西，它们常常连

“名”也算不上：既不属于“太阳”

等所谓的“专名”，也不属于“红

色”等所谓的“通名”。语法学家

常常将它们与介词、助词、叹词等

一道归为“虚词”。二是他们在语

言学习中无足轻重。然而，稍加

深入思考，我们又不难发现这些

“小词”似乎有“大”用。所谓的

“虚词”在语法学上又叫做“功能

词”，它们能使我们的语言表达丰

富多变，在使用频率上远大于那

些实词。在日常表达或论文写作

中，倘若未能正确区分“如果”“只

有”“但是”“况且”等词，往往会给

人留下“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的

印象。这似乎已经触及了“小词”

的秘密，但从哲学上看，“小词”的

理论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在当代

分析哲学中，这些小词被称作“逻

辑词”，有关它们的理论建构和学

术争论关乎我们对于人类逻辑和

理性的省察和探索。

逻辑学问多藏于小
词之中

逻辑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学会掌握这些小词。人们习

惯于说“语言是逻辑的载体”，但

这过于笼统，一种更能切中肯綮

的说法或许是：逻辑的奥秘主要

是在那些小词之用法上。一个

人不知道“比特”何意或者菽麦

不分时，尽管这是一种认知缺

陷，但并不会归为逻辑谬误。相

比之下，一个人援引某一官方规

则“只有通过考试者才能入围”，

抗议说：“我已经通过考试结果

却没能入围，这是不公平的。”其

中所暴露的对“只有……才”的

误解，就属于逻辑问题了。类似

这样的小词之用或许属于“语

法”范围的工作，但它们并非普

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法知识”，

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语法。当逻

辑学家奎因说“逻辑学沿着语法

之树追求真理”时，正是在此意

义上使用“语法”二字的。

跟奎因的说法相一致，当代

逻辑学作为一套专门学问，基本

上也体现了对于“小词”的分门别

类研究：经典一阶逻辑中的命题

演算专注于“如果”“并非”“并且”

“或者”等句子联结词的逻辑行为

研究，因此也称作“联结词的逻

辑”；在此基础上，谓词演算同时

关注“所有”“有的”等量词的逻辑

行为，因此也被称为“量词的逻

辑”；至于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

义逻辑、认知逻辑等所谓“非经典

逻辑”，如其名称所标明，它们所

重点研究的则是另外一些小词，

如模态词（“必然”“可能”等）、时

态词（“过去”“现在”“将来”等）、

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

等）、认知词（“知道”“相信”等）。

学习逻辑课程，在一种非常重要

却常被忽视的意义上，其宗旨正

是要以系统的方式教会我们掌握

这些小词的用法，进而学会如何

正确且一贯地开展由小词用法所

主导的诸种逻辑推理。这当然不

是说我们在进入逻辑课堂之前，

就完全不懂得逻辑思维，因为毕

竟在母语习得中我们已经无意识

地学过这些小词。但差别还是存

在的：正如很多经验和常识不够

系统一样，伴随母语自然获得的

那些小词用法顶多构成了一种

“逻辑本能”，无法称得上“逻辑学

问”。一个人本能地“会用”这些

小词，仅意味着他能在自己熟悉

的场景下或正常的语式句型中正

确运用，往往难以应对那些复杂

和陌生语境。现代科学意义上的

逻辑学，让学习者对于小词之用

多了一份“语义自觉和自控”：位

于“如果”“并非”“或者”等小词用

法背后的正是我们普遍遵循的

“肯定前件式”和“否定肯定式”等

逻辑推理规则，而且这些小词之

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譬如，当

我们承认“A 且非 B”后就无法进

而断言“如果 A那么 B”或“只有 B

才A”。

借助小词把握思维
形式乃至世界结构

当从现代形式系统的角度来

研究这些小词时，借用数学上的

变量常量之分，逻辑学家把它们

称作“逻辑常项”，以区别于那些

被认为变化之后不会影响我们思

维“逻辑性”因而常被处理为“变

项”的词语。对于变项，通常采用

普通的字母 ABC 等表示；而对于

常项，则专门设计了一套人工符

号，譬如：用→表示“如果”，用∨
表示“或者”，用 表示“并非”。

如此符号化“小词”，并不只是抽

象或记法缩略的需要，它代表着

我们对于人类思维形式的把握和

凸显。如果说逻辑学之所以又称

作“形式逻辑”是因为其研究对象

乃思维的形式结构（而非内容）的

话，那么形式性之所以能反映思

维的逻辑性则主要是因为其中作

为常项的那些小词。也正是在这

种意义上，塔斯基、奎因、布兰顿

等哲学家直接把这些小词称作

“逻辑词”，以凸显其在人类语言

和思维系统中的独特地位。

站在语言进化的角度，可以

设想，这些逻辑词之所以能彰显

思维形式，可能是人类长期社会

实践中所积累（或“自然选择”）的

某种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人类语言

中的凝聚和固化。而从形而上学

的视角看，这些小词之所以能成

功刻画思维结构，并帮助我们应

对日常及科学研究中的各种推理

难题，罗素等哲学家试图论证，是

因为它们反映着我们作为认识者

与外部世界在结构上的暗合。换

言之，这些小词的意义或许是源

自对于这个世界之自然结构（或

曰秩序）的指称，正如“太阳”一词

的意义源于宇宙中所存在的一颗

恒星。

文化差异或源于对
小词的释义

逻辑相通，是不同民族之间

语言翻译、文化理解得以可能的

基本条件。按照奎因的说法，“我

们把逻辑植入了翻译手册”。根

据所谓的“彻底翻译”原则，一位

人类学家把某初民部落语（或任

何其他可以设想的陌生语言）中

明 显 接 受 为 真 的 一 句 形 如“A

ka bu A”的话翻译为“A 并且

非 A”时，这与其说是表明了该部

落文化（因为公开承认矛盾而）不

具有逻辑思维能力，毋宁说倒可

以直接证明：该人类学家把小词

“ka”“bu”分 别 翻 译 为“ 并 且 ”

“非”，是一种糟糕的翻译。类似

地，当一群小孩子在做某种“暗

语”游戏时，完全可以把“并且”说

成“或者”，把“或者”说成“并且”，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群孩子的“逻

辑”与我们成人的“逻辑”不相通，

更多只是表明他们的“逻辑记法”

不同，此即通常所谓“纯语词之

争”。当然，不同文化或亚文化群

体之间可以进行语言翻译，并不

意味着翻译总是具有确定性。文

化基因上的差异，不仅会使得某

一语言中的“实词”在另一语言中

找不到恰当的对应词，而且在最

微妙也最根本之处，还可能会以

某种方式影响不同语言中（甚至

是同一语言中）不同群体对于逻

辑词（“小词”）的用法释义或对其

意义完整性的追求。

譬如，同是在英语世界，达

米特等直觉主义逻辑学家在界

定否定词“并非”时，并不完全认

同经典逻辑理论中的双重否定

律。他们承认由“A”可以推出

“并非非 A”，却不接受反方向由

“并非非 A”到“A”的推理，因为，

在他们看来，后者在某些情况下

并不成立，譬如，当把“证实”仅

限于“直接证明”（而排除“间接

证明”）时，“上帝不存在”被证伪

并不意味着“上帝存在”已被证

实。还有，普里斯特等弗协调逻

辑学家接受双重否定律，却不认

同经典逻辑学家所信奉的“爆炸

原理”（即，由假命题作为前提可

以推出任意命题），由此使得他

们可以承认特定情况下的所谓

“真矛盾”，如，说谎者语句“这句

话不是真的”既真又假。类似

地，汉语中对于析取词“或”的解

读，在有些场景下，可能会与英

语中的标准解释存在差异：譬

如，从词源上看，汉语“或”字常

带有“怀疑”之意，如孔子曰“或

之者，疑之者”，因此当我们说

“或 A 或 B”时，可能并未意指 A

和 B 已经穷尽了所有选项，也就

不能由“或 A 或 B”和“非 A”作为

前提，直接推出“B”。这些在逻

辑词释义上的细微差别，不必有

损于人类逻辑的统一性，因为只

要我们不把现存任何一种经典

或非经典的逻辑理论理解为有

关逻辑词的“终极学说”，它们顶

多只是反映出人们在追求完整

把握逻辑词意义过程当中的内

部竞争，属于语义反思层面的

“二阶论争”。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

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认识自

己”这一古老的哲学之问生发新

的维度和意蕴，这其中就包括对

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全方位反思。

逻辑及理性作为当代人最基本的

“规范”关怀，一直位于这场反思

的根基处。然而，逻辑和理性的

奥义不能在柏拉图的天国寻找，

我们应返回人类的言语实践，尤

其是围绕小词养成的言语行为方

式以及对小词之用的探索与评

价。当代形式逻辑和逻辑哲学在

这场“认识自己”的新征程中的重

要贡献之一就在于：与认知语言

学、认知心理学、语义学、计算机

科学等一道，经由小词之门径，向

人类理性规范的纵深挺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逻辑词汇的历史演进与哲
学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华东师范
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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