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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君毅先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有一中国之语言哲学之传统”重大问题的哲学家ꎬ对于中国语言

哲学研究ꎬ他既有展开又有展望ꎮ 首先ꎬ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主要问题ꎬ唐君毅主要对语言的功能、言说的目标、
言说言论的标准等语意学、语言的意义等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己见ꎮ 其次ꎬ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重要主题ꎬ
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先哲对言默之运用即为中国语言哲学传统的具体表现ꎬ他的中国语言哲学研究ꎬ以言与默

为主题ꎬ以“即哲学史以论哲学”的方法来展开的ꎮ 再次ꎬ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重要特征ꎬ唐君毅着重提出了中

国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哲学中之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ꎬ亦正初为表此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者”ꎻ并
视此“近取诸身”之特征为“中国文化与其哲学中之一无价之宝”ꎮ 最后ꎬ应该指出的是ꎬ唐君毅并未完成其语言

哲学体系的建构ꎬ但他对中国语言哲学的未来开展进行了美好的展望ꎮ
〔关键词〕唐君毅ꎻ语言哲学ꎻ言与默ꎻ语意学ꎻ近取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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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君毅多篇著作都论及了中国语言哲学的

相关重要问题ꎬ对这些著作的研究可以刻画出唐

君毅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思路、架构、主题ꎬ描绘

出其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和未来蓝图ꎬ
从而为现阶段的中国语言哲学研究提供思想借

鉴和理论启迪ꎮ
论及唐君毅的语言哲学ꎬ不得不论及他的哲

学观ꎬ这是展开讨论的基础ꎮ 唐君毅反对以名

学、知识论ꎬ再至其宇宙观或形上学ꎬ更至其人生

文化政治社会之哲学的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哲学

论述秩序ꎮ 他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及自己

的“中国哲学概论”论述秩序:“依中国哲学之传

统而观ꎬ则正当以有关人生之事之学之观念为始

点ꎮ 人固先有其学为人之事ꎬ而有其人生之

观念ꎻ再有对其生活所在之宇宙之观念ꎬ更有其

若干对宇宙之知识ꎬ而有宇宙论ꎻ方有对其知识

之反省所成之知识论ꎬ及其知识表于名言之方式

之反省所成之名学ꎮ” 〔１〕他以此哲学观为出发点ꎬ
讨论中国语言哲学问题ꎮ 谈及中国语言哲学ꎬ唐
君毅首先承认此乃中国学术之短:“中国思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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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ꎬ对人之如何立论、推论之形式之研究ꎬ未
能如西方与印度之逻辑因明ꎬ早成为一专科之

学ꎮ 此为中国学术之短ꎬ毋容为之讳言ꎮ” 〔２〕 当

然ꎬ唐君毅也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对此考察“亦当

不少”ꎬ所涉及的略同他方哲学所谓逻辑、语意学

与知识论之问题即中国“名辩”与“致知”问题ꎬ
换言之ꎬ语言哲学在西方哲学视域下主要关乎逻

辑、语义学和知识论三大问题ꎬ而在中国哲学视

域下则主要涉及“名辩”与“致知”两大主题ꎮ
由于中国的名辩与致知的学问ꎬ内容涉及到

西方的逻辑、语意学与知识论等相关问题ꎬ遂可

以衡定为中国的语言哲学ꎬ而其旨归在于纯粹以

成就人己心意之交通为鹄的ꎮ 唐君毅要言不繁

地揭示了中国语言哲学之要义:“中国思想之论

语言ꎬ乃自始重在达意ꎬ亦重说者与听者之相对

关系ꎬ而兼重说者之能说与听者之能听ꎬ并有一

趋于用默或语言外之东西ꎬ以济语言之穷ꎬ而达

意之趣向ꎮ” 〔３〕围绕这个中国语言哲学的主旨ꎬ唐
君毅分别对中国语言哲学的主要问题、重要主

题、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ꎮ

一、语言的功能:指物、表情、达意

唐君毅持有语言工具论的观点:“一切语言ꎬ
皆当视同于一桥梁、一道路ꎬ以载人之心意ꎬ通达

于种种境中之义”ꎬ〔４〕 又说:“此道路桥梁ꎬ乃时

时可由人重造ꎬ以改变其所通达之境ꎬ亦如语言

之意义之时可由人重定者ꎮ 然一一道路重造以

后ꎬ仍在互相殊别之情形下ꎬ各为一不同道路ꎬ而
纵横交错ꎬ往来通达ꎬ以成一道路之系统ꎬ正如一

一语言意义重定以后ꎬ仍合为一纵横交错、往来

通达之语言之系统ꎮ” 〔５〕 语言乃桥梁、道路ꎬ即语

言乃工具是也ꎮ 他以桥梁、道路为喻ꎬ说明不同

的语言乃各成特定意义之语言、不同的语言乃不

同的语言系统ꎮ
就语言的功能(即语言之用)而言:“常言语

言之用有指客观之事物ꎬ表主观之情志ꎬ及通达

人我之意三者ꎮ 指客观之事物者ꎬ如科学之语

言ꎮ 表主观之情志者ꎬ如文学之语言ꎮ 通达人我

之意者ꎬ如人伦间与社会中人之相告相命之语

言ꎮ” 〔６〕即语言有三个方面的功能:指称客观之事

物ꎻ表达主观之情志ꎻ通达人我之意思ꎮ 分别为

科学语言、文学语言、伦理语言(或社会语言)ꎬ
三种语言皆可以“达人我之意”一语以概之:“语
言亦即唯存在于此人与我之心意交通之中ꎬ或人

与我之主体心灵之交通之间ꎻ即唯存于今西方所

谓 Ｉｎｔｅｒ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之中ꎮ” 〔７〕 而在另外的著作

中ꎬ唐君毅对语言的功能的表述略有不同:“一般

说ꎬ语言文字的功用约有三种:(一) 为指物记

事ꎻ(二)为达意ꎻ(三)为表情ꎮ 指物记事是对物

或对事ꎻ传达则一般是对人表达己意ꎻ至于表情

则除对人外ꎬ或为对鬼神ꎬ或为对自己ꎮ” 〔８〕 唐君

毅指出ꎬ与西方印度在语言使用方面直接重视语

言之指物之一面不同ꎬ中国思想ꎬ则早将语言指

物之用ꎬ包摄于达意之用之中ꎬ而于语言之指物

之用ꎬ容有未尽量加以发展之处ꎻ故早有一视语

言唯存在于人我之心意之交通中之一传统ꎮ 而

就表义而言ꎬ在唐君毅视野中有消极的表义和积

极的表义的分别ꎬ“语言哲学”主要是探究何以

能积极地表义:“吾今所拟提出之一语言哲学ꎬ则
为根本不自语言的行为或语言之声形之本身ꎬ看
其何以能积极的表义之故ꎮ” 〔９〕 但是“语言之表

义ꎬ初非是积极的表义ꎬ而唯是消极的表义”ꎮ〔１０〕

何谓消极的表义? 唐君毅答曰:
即一语言之表义ꎬ初唯是以一语言之行

为ꎬ消极的遮拨其他之语言行为ꎬ或其他行

为ꎬ与其他之境物ꎬ以显一心意中之境ꎬ与此

境中之义ꎮ 不同之语言之行为ꎬ唯以其所遮

拨者不同ꎬ更互相限制其所表之义ꎬ而各有其

范围内之相对的一定之义ꎮ 由此而不同之语

言之表义ꎬ皆只是达其心意ꎬ以通于境中之

义ꎬ以成其自己心意之前后之通达ꎬ及己之心

意与人之心意之通达之事ꎮ 其表义只是达

义、通义ꎮ〔１１〕

唐君毅所言积极的表义和消极的表义ꎬ以熊

十力所言之表诠、遮诠释之ꎬ则积极的表义相当

于表诠ꎻ而消极的表义ꎬ可能与遮诠有一定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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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处ꎮ 或者积极的表义类似于冯友兰所谓的

“正的方法”而消极的表义则与冯友兰所谓的

“负的方法”接近ꎮ 冯友兰说:“真正形上学的方

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ꎻ一种是负底方法ꎮ
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ꎮ 负底方法

是讲形上学不能讲ꎮ” 〔１２〕 不过ꎬ唐君毅的深刻之

处在于他一方面指出语言哲学的目的乃探讨行

为或语言本身何以能积极地表义ꎬ另一方面则强

调语言的表义起初常常都是消极的表义ꎬ由此凸

显出消极的表义之于语言哲学的重要意义ꎮ
就语言的三大功用而言ꎬ唐君毅认为“指物

之用ꎬ包摄于达意之用之中”ꎬ足见他更加注重语

言的达意之用:
然人之多存原始之语言崇拜之心习者ꎬ

因其初信语言对事物ꎬ直接能有一实作用ꎬ故
彼虽已不信语言之有实作用ꎬ仍将重语言之

指物之用ꎬ而以语言存在于我与物之间ꎬ乃唯

重语言与客观事物之切合相应之一面ꎬ未必

真能重语言之达意之用ꎮ 而重语言达意之用

者ꎬ亦可更不重在求语言与客观事物之切合

相应之一面ꎬ如尽可以语言提醒人自怀某一

意、或自往注意某事物而止ꎮ 此则其机甚微ꎬ
而差别至大ꎮ〔１３〕

存在原始语言崇拜之思维习惯者ꎬ看重的是

语言的指物作用ꎬ而注重语言的达意功能者则自

然不重视语言的指物功能ꎬ而是“可以语言提醒

人自怀某一意、或自往注意某事物而止”ꎮ 唐君

毅考察中国先哲对言与默之运用后发现:“中国

之重此语言之达意之用ꎬ确为一传统也ꎮ” 〔１４〕 当

然ꎬ在唐君毅看来ꎬ即使达意也不是语言最终的

境界ꎬ“达意之事ꎬ有极限存焉”ꎬ唐君毅特以韩

非«说难»为例说明之:
韩非又著«说难»ꎬ更痛言虽善说者亦不

能期当道者之必喻ꎬ亦不能杜绝听言者之猜

疑ꎮ 盖说者为我ꎬ听者为彼ꎬ彼此异心而异

情ꎬ则听者对说者之所言ꎬ无不可另自作一解

释ꎬ以成一误解ꎬ而心怀疑虑ꎮ 说者之言无

穷ꎬ听者之误解疑虑亦无穷ꎮ 庄子固尝论言

辩之际ꎬ是无穷ꎬ则非亦无穷矣ꎮ 而韩非之

«说难»一文ꎬ则更彰显听者于说者之言之误

解与疑虑之不可无之义ꎮ 此则无异于谓以言

达意之事ꎬ有极限存焉ꎮ 此则原于听者恒能

于言者之言所达之意外ꎬ能更自另生其意而

来ꎮ 此亦正可证明心意不通ꎬ则言说必穷ꎬ人
势必归于默ꎬ言说唯存于心意之交通之际ꎮ
是见韩非与儒墨道之言虽皆异ꎬ然在以言说

唯存于心意之交通之际ꎬ亦未尝不同也ꎮ〔１５〕

此处唐君毅借«说难»一文谈及“言说”之限

制此一语言哲学之大问题ꎮ 关于“言说” 之限

制ꎬ唐君毅在«中国思想中对“言”“默”态度之变

迁»一文对之有详细论说ꎬ他说:“此限制者ꎬ在
听者之心情之一方面ꎮ 盖依于听者心情之不同ꎬ
而对一言ꎬ可有不同之解释ꎬ亦必不免于误解ꎮ
于是无论如何善说者ꎬ皆不能必此误解之无有ꎬ
亦终不能绝此误解所自生之根于他人之心情之

一方面者ꎮ 由此而见言说之不特不能成共喻ꎬ且
人与人间ꎬ正可以言说愈多ꎬ而误解愈深ꎬ使彼此

心意相去弥远者ꎮ” 〔１６〕 «说难»证明“心意不通ꎬ
则言说必穷ꎬ人势必归于默”ꎬ也说明了“言说唯

存于心意之交通之际”ꎮ

二、言说的目标、标准

人与人之间的言说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

标? 言说的正确与否有何标准可以加以评判?
围绕这两个语言哲学问题ꎬ唐君毅进行了详细的

探讨ꎮ
唐君毅认为言说的目标至少可以有五点:

如人之言说其目标可 (一)意在使他人

知我之意ꎻ亦可(二)意在留此言以使来日之

我知我今日之意ꎻ亦可(三)既非为使他人知

我意ꎬ亦非意在使来日之我知我今日之意ꎬ而
唯是意有所感即不容已而发为言说ꎮ 如无故

之自言自语ꎬ如诗人之出口成诗ꎮ 又(四)或

非此三者ꎬ而唯对一超越之神灵有所祈求ꎬ或
披开其自我以使神灵知我意ꎮ 再有非此四

者ꎬ而唯是(五)对所知之真理世界之自身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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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试以人能用语言加以指点描摹ꎬ如画家之

以人能用之颜色线条绘彼所见山川者ꎮ 此则

可初别无任何其他目的ꎬ唯所以通“能”“所”
在此中人之与对之事物或义理之隔ꎮ〔１７〕

唐君毅把上述五个方面的言说目标归纳为

两点:自喻与喻他ꎬ一三五皆为自喻ꎬ二四即为喻

他ꎮ 唐君毅认为自喻或喻他之言说存在三种可

能:或为指陈事实、或为抒情达志、或为说明义

理ꎮ 就学术性之言说而论ꎬ自喻或喻他之言说其

要归于说明义理ꎮ 就说明义理之言而论ꎬ其意在

举出理由ꎬ其目的无非两种:在自喻者ꎬ即意在说

服自己ꎻ在喻他者ꎬ即意在说服他人ꎮ 在唐君毅

看来ꎬ“无论说服自己与说服他人ꎬ皆有一说理

由ꎬ而自己或他人即服者ꎬ亦有说而不服者ꎮ 说

而不服ꎬ则不服者可更自有说ꎮ 而二说相对ꎬ遂
有辩ꎮ 有辩之说与无辩之说ꎬ其说之方式又互不

同ꎮ” 〔１８〕唐君毅遂由言说之目标转入讨论辩论之

类型、方法、意义ꎬ由于辩论涉及问题颇为复杂ꎬ
当另作专文论述ꎬ兹不赘述ꎮ

而关于言说言论之标准问题ꎬ唐君毅提出以

下几个原则ꎮ 第一ꎬ言说唯存于心意交通之际ꎮ
在“言说唯存于心意交通之际”的判准下ꎬ韩非

与儒墨道之言虽异ꎬ亦未尝不同ꎮ 第二ꎬ言之是

否当于客观事物ꎬ为决定是非之标准ꎮ “当”而

不是“真”成为基本判准ꎮ 他说:“墨家于客观事

物之辩ꎬ乃以言之是否当于客观事物ꎬ为决定是

非之标准ꎮ” 〔１９〕 依此ꎬ墨子“而于人生社会之理ꎬ
则以天为义ꎬ天志为决定是非之标准ꎮ 天志在兼

爱ꎬ墨家即本之以斥不兼爱而攻战等说之为非ꎬ
而谓兼爱非攻及天子之尚同于天之为是”ꎮ〔２０〕 足

见墨家是坚信有决定辩论之是非胜负的客观标

准的:墨子认为辩论之问题乃一客观之问题ꎬ辩
论之是非胜负以是否当于一客观标准为判断原

则ꎻ庄子则不然ꎬ“庄子则以辩论之问题ꎬ乃恒源

自人之主观之成心所向之异而生ꎮ 故不能真有

一客观之标准ꎬ以决定是非ꎮ 因人即有一客观之

标准ꎬ尚有此标准是否真为辩论双方所同意之问

题ꎮ 同意与否ꎬ仍为人之主观之事”ꎮ〔２１〕 第三ꎬ检

验真知与否的标准在于“兼本吾人仁义礼智之

心”ꎮ 唐君毅认为ꎬ此处所谓“仁”就是“遥通古

人之心思ꎬ而会得其义理ꎬ更为之说ꎬ以示后人”ꎻ
所谓“义”就是“古人之言ꎬ非仅一端ꎬ而各有所

当ꎬ今果能就其所当之义ꎬ为之分疏条列ꎬ以使之

各得其位”ꎻ所谓“礼”就是“义理自在天壤ꎬ唯贤

者能识其大ꎻ尊贤崇圣ꎬ不敢以慢易之心ꎬ低视其

言”ꎮ 如是则“超越于任何特定之历史世代之永

恒普遍之哲学义理ꎮ” 〔２２〕 尤其是阐发古人之

“义”ꎬ唐君毅的理解殊堪玩味:“古人之言ꎬ非仅

一端ꎬ而各有所当ꎬ今果能就其所当之义ꎬ为之分

疏条列ꎬ以使之各得其位ꎮ”可见正是“当”而不

是“真”成为“义”的重要标准ꎮ
在检验真知的问题上ꎬ涉及到辩论是否有标

准的问题ꎮ 唐君毅注意到了庄子与墨子的不同:
“依庄子之言ꎬ以论辩论中人之自是而非他之事

之所以起ꎬ其要并不在人所自觉的持以自是而非

他之‘故’ꎬ或人所自觉之‘理由’ꎬ如墨子辩说时

之所着重者ꎻ而是在人之自觉之理由之后之下之

不自觉的成心、成见、习见、嗜欲或情识ꎮ 此方为

人之自是而非他之真正理由所在ꎬ而人在辩论中

则常并未持之为理由ꎬ或亦根本不知其存在

者ꎮ” 〔２３〕在辩论的问题上ꎬ是否有一客观标准衡

定孰胜孰败乃墨子与庄子争论的焦点ꎬ墨子认为

有客观标准ꎬ庄子否定之ꎮ 由此ꎬ唐君毅断定:
“然实则此共同之前提之承认ꎬ正为最难之事ꎮ
如墨子不承认功利以外之价值ꎬ而儒者承认之ꎬ
或竟视非功利之价值高于功利之价值ꎬ则儒墨虽

辩论一世ꎬ仍不能达彼此之同意也ꎮ” 〔２４〕 唐君毅

认为如果辩论双方不承认共同之前提ꎬ则辩论没

有意义和价值ꎮ

三、言与默:中国语言哲学的重要主题

唐君毅在«说的世界与默的世界»一文中坦

言:“对于言与默的问题ꎬ数十年来几常放在我心

中ꎮ” 〔２５〕他在该文中表达了其语言哲学的核心观

点:第一ꎬ“一切人类思想与人类文化生活之问

题ꎬ都可化归于语言问题”ꎮ 第二ꎬ“一切语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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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具ꎬ在一切语言尽其工具之用时ꎬ都要销

毁ꎮ”第三ꎬ“超越语言是完成语言之应用之唯一

道路ꎮ 所以ꎬ一切语言之世界都必须归于默的世

界ꎮ 人的一切思想一切文化生活都最后必须寄

托归宿于默的世界ꎮ 而不能寄托于语言之世

界ꎮ” 〔２６〕

在«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ꎬ唐君毅则

注意到中国思想对语意之问题的反省在于“自始

注意及语言与语言之外围之默之关系ꎬ并视语言

之用ꎬ唯在成就人与人之心意之交通”这一重要

的语言哲学问题ꎮ 唐君毅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

“有一中国之语言哲学之传统” 〔２７〕的重大问题的

思想家ꎬ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先哲对言默之运用

即为中国语言哲学传统的具体表现ꎬ进而对墨庄

孟荀言辩之异同作了一总持之讨论与分析ꎬ以说

明“此传统中之语言哲学中诸基本形态之思

想”ꎮ〔２８〕他说:“旷观中国先哲对言与默之运用ꎬ
而后知中国之重此语言之达意之用ꎬ确为一传统

也ꎮ” 〔２９〕并对这一传统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名辩

之学或语言之哲学ꎬ乃纯以成就人己心意之交通

为归ꎬ此实一伦理精神之表现ꎻ而超语言界之

‘默’ꎬ又为限制语言界ꎬ亦补足语言界之所不

及ꎬ以助成此心意之交通者ꎮ” 〔３０〕 并辩证地看到

了言默成就心意交通之作用:“然语言固可成就

人我之心意之交通ꎬ而语言又或不足以成就此人

我心意之交通ꎬ乃不容不默ꎬ而默又可为无言之

言ꎬ反能助成此心意之交通者ꎮ” 〔３１〕

唐君毅特以孔子为例说明言默之思想之最

高典型ꎬ他说:“特提默之一名ꎬ为言行之枢纽ꎬ则
盖原于孔子ꎮ 孔子有‘默而识之’之语ꎬ又尝谓

‘予欲无言’ꎬ并举‘天何言哉ꎬ四时行焉ꎬ百物生

焉ꎬ天何言哉’以自况ꎮ 则知言外之有默ꎬ言外有

无言ꎬ乃始于孔子ꎮ” 〔３２〕 唐君毅强调默之所以必

要在于:“言既对人ꎬ即必一方有我为说者ꎬ一方

有人为听者ꎬ语言唯存在于此说者听者之间ꎮ 则

无其听者ꎬ或听者非能听ꎬ自当归于默”ꎬ〔３３〕 并指

出受孔子之教的影响ꎬ孟荀以及儒家之传皆兼重

言默:

孔子后之«孟子尽心»篇曰:“未可以

言而言ꎬ是以言餂之也ꎻ可以言而不言ꎬ是以

不言餂之也ꎮ 皆穿窬之类也ꎮ”荀子«非十二

子»篇:谓“言而当ꎬ智也ꎻ默而当ꎬ亦智也ꎮ
故知默ꎬ犹知言也ꎮ” «易传» 既言 “当名辨

物”ꎬ“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ꎬ又言“吉人之

辞寡ꎬ躁人之辞多”ꎬ“默而成之”ꎮ «中庸»
言:“邦有道ꎬ其言足以兴ꎻ邦无道ꎬ其默足以

容ꎮ” 〔３４〕

唐君毅洞察到孟荀、«易传»、«中庸»等儒家

之传皆重言默ꎬ是受孔子之教的影响所致ꎬ而道

家则是另一型态之语言哲学ꎬ他指出:“道家以不

言为教ꎬ以言教人证无言之境ꎬ是以言泯言也ꎮ
此与孔子之言默相代以为用者ꎬ又明为另一型态

之语言哲学ꎮ”虽然如此ꎬ他们异中又有同:“然
其期在以言与忘言之人ꎬ互通心意ꎬ以相视而笑ꎬ
莫逆于心ꎬ或期在万世之后ꎬ得知其解者ꎬ以相遇

于旦暮(«齐物论»)ꎬ则又与孔墨之以言通达人

我之意之旨ꎬ固未尝不同也ꎮ” 〔３５〕 至于重视文字

训诂的清儒ꎬ他们表面看来似乎重言不重默:“清
人因重由音声训诂ꎬ以通文字ꎬ由文字以通圣人

载籍ꎬ而冀得明圣人制作之意ꎬ此则大类汉儒之

求通经ꎮ”然而在唐君毅看来ꎬ清人之学亦有“其
默足以容”之一面ꎬ因此清代学术“固亦为一代

之学风所存ꎬ而未尝非本语言文字以为媒ꎬ以求

通古今之心意之学也”ꎮ〔３６〕

以言与默作为语言哲学的重要主题ꎬ唐君毅

采用“即哲学史以言哲学” 〔３７〕的方法对整个中国

语言哲学史作了一个深度考察ꎬ唐君毅认为ꎬ中
国各时代之思想对言默之学术态度之变迁ꎬ虽然

同代有不同ꎬ但其宗旨都是环绕着“如何以语言

成就人我心意之交通共契之一问题”而生ꎮ
唐君毅敏锐地察觉到ꎬ中国语言哲学应围绕

“言与默”这一研究主题构建一个理论:“而此中

各时代之人之学术态度之异ꎬ皆应有其对言与默

及如何成就此心意之交通之理论ꎬ足资吾人之探

索ꎮ”唐君毅深感此问题之重大ꎬ非一人之力所能

为ꎬ他说:“然此所牵涉者至广ꎬ亦非吾今之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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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及”ꎮ 虽然如此ꎬ唐君毅还是指出了深究此问

题的大致方向:“约而论之ꎬ此中之基本问题ꎬ唯
在言说对心意之交通之效用ꎬ何所至而止? 大凡

重观其所至者ꎬ则必尚言ꎬ重观其所止者ꎬ必兼尚

默ꎮ 兼观此二者ꎬ则兼尚言默ꎮ 先秦墨家为尚言

者ꎬ道家为偏尚默者ꎬ儒家盖得其中ꎮ 此即为三

种基本形态ꎮ” 〔３８〕 按照这三种基本形态ꎬ唐君毅

对汉以后之中国语言哲学史作了一个综述:“后
之汉儒尚注疏论说之言ꎬ魏晋清谈则兼重默识言

外之意ꎮ 六朝隋唐之诸言佛教教理者尚言ꎬ禅宗

则扫言以归默ꎮ 宋明儒之自得于道ꎬ赖默识心

通ꎬ而又称心而谈ꎬ以告学者ꎬ是最得孔子之意ꎮ
清儒则以言释言成训诂ꎬ以知圣人制作之意ꎬ而
讳言默识ꎮ 是皆不出儒墨道三基本型态之

外ꎮ” 〔３９〕

唐君毅对于“言与默”的态度ꎬ总体上是“超
越工具ꎬ归于默的世界”ꎮ 他指出:“中国思想之

传统ꎬ皆是重在以语言通达心意ꎮ 通古昔圣贤之

心意ꎬ与通当世对言者之心意ꎬ皆是通心意ꎬ既通

心意ꎬ则必求归于默ꎮ” 〔４０〕 总体来说:“默的世界

大于语言的世界ꎬ默的世界亦深远于语言的世

界”ꎮ〔４１〕唐君毅看到了中国语言哲学传统中对默

的重视乃不同于西方语言哲学处ꎬ他说:“西方现

代之哲学之发展ꎬ重语言之意义效用之反省ꎬ但
尚未反省到言与不言之默之关系问题ꎬ即尚未反

省到言与非言之交界之问题ꎮ” 〔４２〕对默的重视是

中国语言哲学传统的特点和优点ꎬ唐君毅强调

说:“东方思想如果有什么可贵的地方ꎬ则其中之

最重要的一点ꎬ即其自始不在语言的世界立根ꎬ
而在超语言的世界或默的世界立根ꎮ” 〔４３〕

四、“近取诸身”:中国语言哲学的基本特征

中国语言哲学的特征是什么? 唐君毅对此

有其初步的思考ꎬ他认为中国语言哲学的一个基

本特征是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在于表征身体之

生命心灵活动ꎮ
许慎的«说文解字»曾引用«易传» “近取诸

身ꎬ远取诸物”一语ꎬ以说明汉字之来源ꎮ “近取

诸身ꎬ远取诸物”显现出中国哲学中对人类自身

身体和周遭事物的双重重视ꎮ 对于唐君毅而言ꎬ
“近取诸身ꎬ远取诸物”的两个造字原则ꎬ“近取

诸身”的语言哲学意义远甚于“远取诸物”ꎬ“近”
“远”二字本身就说明了重要性的差异ꎬ中国的

先辈们自然不会舍“近”求“远”ꎮ 唐君毅赋以

“近取诸身”深刻的哲学意涵:“吾所谓眼前当下

之生命心灵活动之诸方向ꎬ其最切近之义ꎬ可直

自吾人之此藐尔七尺之躯之生命心灵活动以观ꎬ
即可见其所象征导向之意义ꎬ至广大ꎬ而至高远ꎬ
吾人之此身直立于天地间ꎬ手能举、能推、能抱、
能取ꎻ五指能指ꎻ足能行、能游、能有所至而止ꎻ有
口能言ꎬ有耳能听ꎻ有目能见ꎻ有心与首ꎬ能思能

感ꎬ即其一切生命心灵之活动之所自发ꎮ” 〔４４〕 由

此ꎬ中国哲学中之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ꎬ亦正初

为表此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者ꎬ此所谓“近取诸

身”是也ꎮ 唐君毅遂以先秦各家说明之:
试思儒家何以喜言“推己及人”之“推”?

庄子何以喜言“游于天地”之“游”? 墨子何

以喜言“取”? 老子何以言“抱”? 公孙龙何

以言“指”? 又试思仁何以从人? 义何以从

我? 性、情、意、志、思、念、忠、恕之名ꎬ何以皆

从心? 认、识、诚、信之字ꎬ何以皆从言? 知字

何以从口? 圣字何以从耳? 德行之行从彳

亍ꎬ初岂非两足之事? 止善之止ꎬ初岂非足之

止? 再 思 德 何 以 从 目、 从 心? 道 何 以 从

首?〔４５〕

唐君毅遂断定:“中国之哲学义理ꎬ表现在中

国之文字ꎮ 中国文字之字原ꎬ今犹多保存于字

形ꎬ故其字形直状吾人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者ꎬ
今犹可触目而见ꎮ” 〔４６〕 他视此特征为“中国文化

与其哲学中之一无价之宝”ꎮ 这一文化遗产足使

人时刻不忘中国人之文化与哲学智慧之本原就

体现在吾人此身之心灵生命之活动中ꎮ 尽管在

唐君毅看来ꎬ“字之原义ꎬ不足以尽其引申义ꎬ哲
学之义理尤非手可握持ꎬ足所行履ꎬ亦非耳目之

所可见可闻ꎮ”但是“本义理以观吾人之手足耳

目ꎬ则此手足耳目之握持行履等活动之所向ꎬ亦
—７９１—

唐君毅对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展开与展望



皆恒自超乎此手足耳目之外ꎬ以及于天地万物ꎮ
此即手足耳目所以为手足耳目之义理ꎮ”因此ꎬ唐
君毅推论道:

故真知手之“推”ꎬ亦可知儒者之推己及

人之“推”ꎮ 真知足之“游”ꎬ亦可知庄子之游

于天地之“游”ꎮ 充手之“抱”ꎬ至于抱天地万

物ꎬ而抱一、抱朴ꎬ即是老子ꎮ 尽手之取ꎬ至于

恒取义ꎬ不取不义ꎬ利之中恒取大ꎬ害之中恒

取小ꎬ即是墨子ꎮ 穷手之指ꎬ至于口说之名ꎬ
一一当于所指ꎬ即公孙龙也ꎮ〔４７〕

唐君毅以先秦各家主要推崇的身体动作为

主要哲学概念ꎬ揭示出先秦各家的哲学意蕴ꎮ 拎

出表示身体动作之“推” “游” “抱” “取” “指”诸
动词ꎬ来概括儒、老、庄、墨、名诸家之哲学旨趣ꎬ
以说明“中国哲学中之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ꎬ亦
正初为表此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者”这一深刻的

哲学道理ꎮ
唐君毅上述有关“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在表

征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的观点获得了诸多的赞

誉ꎬ最近有学者的研究可谓与唐君毅的看法所见

略同ꎮ 香港著名学者关子尹指出:“在«说文»
中ꎬ许慎曾引用易传‘近取诸身ꎬ远取诸物’ 一

语ꎬ以说明汉字的基本元件ꎬ也即所谓‘部首’之
来源ꎮ 此语对人的身体和对周遭事物的双重重

视ꎬ与现象学传统对身体与吾人的生活世界的

‘相联性’ (Ｋ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的重视可谓不谋而合ꎮ
更有进者ꎬ若考虑海德格尔把人理解为‘在世界

中存在’这一立场ꎬ则许慎‘近取诸身ꎬ远取诸

物’这一‘两开’原则大可按梅洛庞蒂对人之‘身
体性’之重视ꎬ理解为‘我的身体在世界中’这一

人类文明最原始的现象ꎮ” 〔４８〕关子尹在中国语言

文字传统与现象学传统中找到了一些密切的关

联ꎬ认为汉语“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的造字原

则与现象学传统对身体与吾人的生活世界的“相
联性”的重视可谓不谋而合:一方面ꎬ现象学关于

身体与感知世界之相联性可为汉字部首或部件

的潜在组合法则提供一种合理的理论解释ꎻ另一

方面ꎬ汉字部件这一隐藏结构的揭示又为具有普

遍诉求的现象学理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例

证———汉字的世界同时是感知世界的某一意义

的缩影ꎮ 虽然关子尹关注的不只是“近取诸身”
还有“远取诸物”ꎬ但他的论述表明ꎬ“近取诸身”
比“远取诸物”更有基础的哲学意蕴ꎬ这正好印

证了唐君毅的观点———“名言之原始意义在表征

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ꎮ 当然ꎬ关氏比唐君毅更

进一步指出:“汉字的发展ꎬ除了对汉语群体直接

相关外ꎬ也为人类文化整体作了一次极珍贵的示

范ꎮ 即显出了ꎬ一旦隐藏于汉字部件中的身体意

向性被激活起来以后ꎬ人类那‘迷雾’般的思想

是如何可被‘规画’起来的ꎮ 因为这些身体意向

性及其于世界所开发的‘据点’ꎬ无疑是一切人

类文明的泉源ꎮ” 〔４９〕汉语“近取诸身”的造字原则

是中国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ꎬ它不仅对于汉

语群体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ꎬ甚至对于人类文化

整体提供了示范乃至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泉源ꎮ

五、唐君毅对未来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之展望

唐君毅先生尽管非常关注中国语言哲学问

题ꎬ但正如前文所述ꎬ他也表示中国语言哲学中

的许多问题非常复杂ꎬ非一人之力所能梳理完

备ꎮ 就其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成就来看ꎬ他尽管

未能完全架构起中国语言哲学的研究体系ꎬ但对

于未来中国语言哲学的研究ꎬ却提出了诸多前瞻

性的展望ꎮ
首先ꎬ哲学问题是否就是语言问题ꎮ 针对清

朝戴东原、钱大昕等训诂学家的“训诂即义理”
的看法以及西方有些哲学家“语言分析就是哲

学”的观点ꎮ 唐君毅提出疑问:哲学问题是否就

是语言问题? 他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懂得训诂

并不一定懂得义理ꎮ 若是ꎬ最后的可能是思想全

文字化、物化了ꎮ 人的思想若全文字化、物化ꎬ哲
学就没有力量ꎮ 无论是清朝的由训诂以讲义理

的哲学ꎬ或现代西方的语言分析的哲学ꎬ都是视

界太小、全局限在书本文字上面之无力量的哲

学ꎮ” 〔５０〕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字是为思想、学
问而有ꎬ不是思想、学问为文字而有ꎬ其理甚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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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文化生活、文化精神的表现ꎬ亦不等于文

化ꎮ” 〔５１〕总体来说ꎬ唐君毅对于清代学术的所谓

的语言的转向评价不高ꎬ甚至认为清人文字训诂

文物考证的工作是人文精神的堕落、思想的物

化ꎮ 所以ꎬ关于语言问题是否是哲学问题这一现

代语言哲学的核心观点ꎬ唐君毅是持否定态度

的ꎮ
其次ꎬ关于语言之存在地位ꎮ 在西方现代思

想中ꎬ针对语言结构、意义效用ꎬ作分析的反省之

思想潮流ꎬ形成了所谓语法、语意、语用之学ꎮ 唐

君毅按照这个划分ꎬ认为语言、语言直接所表之

义ꎬ与人用语言时所意指之事物三者ꎬ构成一极

复杂的关系ꎮ 面对西方现代思想对语言之存在

地位的讨论多所未及的窘况ꎬ唐君毅提出了一个

语言哲学的重要问题:语言之存在地位在何处?
唐君毅明确表示语言的存在地位在说者与听者

之间ꎬ即说与听所构成之心意之交通之间ꎬ与此

同时ꎬ语言、语义及语言所指物三者之关系ꎬ也都

应纳入到说者与听者之心意交通之关系中去展

开ꎮ 因此ꎬ唐君毅提醒语言哲学的研究者:“故了

解语言ꎬ须了解说者ꎬ说者须了解听者ꎮ”他强调

中国自先秦以下之语言哲学“即重了解说者之为

人ꎬ以知其所说”ꎬ如孟子说:“诵其诗ꎬ读其书ꎬ
不知其人可乎?”即是强调说者又重了解听者ꎻ又
如荀子说“未见颜色而言ꎬ谓之瞽”ꎬ也即强调言

语之外围即默与人之行事ꎮ 唐君毅呼吁:“真要

有一健全的语言哲学ꎬ须于上述之三者之关系

(即语言、语义及语言所指物三者ꎬ引者注)外ꎬ
兼重言与‘说者’‘听者’及‘默与人之行事’之关

系ꎬ以成一六项之关系全体ꎮ”对此ꎬ他展望道:
“人能对六项之关系全体ꎬ加以一理论的分析ꎬ再
来看中国传统思想中ꎬ对言与默之态度ꎬ尚有种

种之话可说ꎮ 此可帮助我们成立一更完善之语

言哲学ꎬ亦可帮助我们对中国思想史中之言外之

意之了解ꎮ” 〔５２〕也就是说ꎬ在唐君毅那里ꎬ完善的

语言哲学应重视语言、语义及语言所指物三者ꎬ
及“说者”“听者”及“默与人之行事”三者ꎬ此六

项之间的复杂关系ꎬ为我们建构中国语言哲学体

系提供了方向ꎮ
再次ꎬ关于语义(意)学ꎮ 唐君毅认为ꎬ语意

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内容:“如何运用语言以表意

表义ꎬ语言运用与行为之关系ꎬ语言运用之价值ꎬ
与其限制何在ꎮ” 〔５３〕中国传统思想对这些问题自

始有不断之反省与论述ꎬ唐君毅认为这些内容大

体略同于现代西方所谓语意学之问题ꎮ 他以荀

子正名及先秦名学三宗与墨子«小取»篇之论辩

二文ꎬ说明“先秦名家及墨子、荀子之论名实关

系ꎬ辩论之程序ꎬ及言之多方异故等问题ꎬ皆由语

言之如何指实表义ꎬ人在对辩时ꎬ如何使己意喻

诸于人而引起”等问题是近乎语意学的ꎮ 如认为

«小取»篇为语义学或内包逻辑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之前驱:“所谓吾人之心理上对事物如何取故之

分别ꎬ亦即同时是:吾人在心理上对所用之语言

之意义ꎬ或重此一方面与或重彼一方面之别(自
此而言ꎬ亦可谓«小取»篇为今日所谓语意学或

内包逻辑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之前驱)ꎮ” 〔５４〕 又如:
“吾人观荀子之作«正名»篇ꎬ见其不重命题之构

造与相涵关系之讨论ꎬ不重推理之原则规律之提

出ꎻ而重论名言与其所表之意及事物之状ꎬ与所

指之实之关系之讨论ꎬ及如何成就人与人之相

喻ꎻ则其名学思想ꎬ与其说为属于西方所谓逻辑ꎬ
实不如说为更近于今所谓语意学者ꎮ 至求人与

人之名言之相喻或语意之相喻ꎬ其目标又在成就

治道ꎬ则又超乎今所谓语意学之目标之上ꎮ” 〔５５〕

他提出:“由比较的观点ꎬ以训诂与义理交相明ꎬ
而视中国哲学传统为一独立的哲学传统ꎬ而加以

了解研究的方向ꎮ” 〔５６〕在肯认中国哲学之为一独

立传统之研究态度下ꎬ唐君毅认为我们可以“初
步承继清代学者缘文字之训诂ꎬ以求知哲学名

辞、哲学言说之意义之方向以前进”ꎮ 〔５７〕他主张

抓住语义学这个关键ꎬ“中国哲学研究之新方向ꎬ
乃以哲学名辞之涵义之多方面的客观了解ꎬ为开

始之据点”ꎬ〔５８〕 按照义辞、义涵、义系、义旨、义
趣、义用、义比、义通的秩序依次进行ꎬ“先是哲学

名辞的‘义辞’研究、‘义涵’研究ꎮ 再是哲学思

想体系的‘义系’研究、‘义旨’研究、‘义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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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ꎮ 再作‘义用’研究ꎬ探求这思想体系对其他

学术、文化的应用价值ꎮ 更求‘义比’研究ꎬ作不

同哲学思想宗趣、义理、应用价值等的比较ꎮ 直

到‘义通’或‘义贯’研究ꎬ寻求诸哲学在历史中

生长转易ꎬ凝聚开辟的迹相ꎮ” 〔５９〕 从而开出中国

哲学研究新方向ꎬ〔６０〕 为从语义学角度研究中国

语言哲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ꎮ
最后ꎬ预言将来必会兴起一“以作语言之批

判ꎬ以定语言之外限”之哲学ꎮ 唐君毅对于现代

西方逻辑经验论的语言哲学论调很不以为然:
“关于语言哲学之问题ꎬ为现代西方之逻辑经验

论者所喜论ꎮ 但彼等对语言哲学之认识甚狭

隘ꎮ” 〔６１〕唐君毅认为中国语言哲学传统中对默的

重视乃不同于西方语言哲学处:“西方现代之哲

学之发展ꎬ重语言之意义效用之反省ꎬ但尚未反

省到言与不言之默之关系问题ꎬ即尚未反省到言

与非言之交界之问题ꎮ” 〔６２〕出于对默的世界的推

崇ꎬ〔６３〕 并由现代西方哲学重语言之分析之事实

出发ꎬ联想到康德的知识论“作知识之批判ꎬ定知

识之外限”的哲学目的ꎬ唐君毅对未来语言哲学

的发展作了如是畅想:“今后必有一哲学兴起ꎬ以
作语言之批判ꎬ以定语言之外限者ꎮ 则超语言之

默之意义ꎬ自当逐渐为人所认识ꎻ而中国先哲于

此ꎬ实先有其大慧ꎮ 人必习此大慧ꎬ然后可自由

运用语言ꎬ而辩才无碍ꎮ 此则儒佛道三教同有之

境界ꎬ非今世论语言哲学者之所及ꎮ” 〔６４〕 唐君毅

对未来语言哲学之任务的规定为两大任务:作语

言批判ꎬ定语言的外限ꎮ 而就这种形态的语言哲

学精神来看ꎬ波兰尼的“默会知识” 庶几近之ꎮ
由于中国有对默的世界推崇的文化传统ꎬ中国的

语言哲学家们在不久的将来或许能在波兰尼的

“默会知识”的基础上ꎬ推陈出新ꎬ为世界哲学提

供一种更完备的语言哲学新形态ꎮ 果能如此ꎬ则
唐君毅先生若地下有知ꎬ定会含笑九泉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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