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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方哲学的发展路向 

本体论 
现象论 
认识论 
语言论 

 
 



1.1：本体论   

自然哲学 
客观存在 
客观规律 
客观真理 
客观实体 

 



 1.2：现象论   

从现象到本质 
从已知到未知 
从直接经验到间接经验 
经验论和唯理论 
知识的获得与判断 

 



 1.3 ：认识论  

“形而上”与“形而下” 
如何获得知识 
如何描述知识 
如何判断知识 
真理的获得与验证 
方法论 

 



1.3.2 ：解释学  

1954J.丹豪瑟首先使用”解释学”这一术
语。 

对于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解释学涉及到哲学、语言学、文学、历

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
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 

成为语言学转向助推器。 
 



哲学家的语言观 

语言如同它所表达的思想一样也是世界
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语言谈论世界，
也可以用语言谈论语言，而谈论和关于
谈论的谈论是有区别的，看不到这一点
就会导致歧义，这种歧义又会导致荒谬
或悖论，所以语言哲学家必须使用一种
合适的语言来谈论世界。 ——伯格曼  



维特根斯坦的语义观 

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哲学研究》提出 
“用法即意义”的论断。 
应注重观察语言的用法,因为意义就存在

于可以称作“语言游戏”的各种语言用
法之中,或者说,意义就在于用法。  
 



 1.4：语言论   
语言学转向的路径： 
本体—现象—方法—载体 
思考1：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的转向： 
由“主体－客体”关系分析转为现象意义

辨析，再转向对语言表达及言语行为的分
析。  

思考2：研究的可行性；可验证、可操作 



 二、语言学转向的背景   
2.1科学主义精神， 
2.2实证主义路线。 
2.3自然科学 
2.4数理逻辑 
2.5心理学 
2.6信息革命 



 2.1：科学主义精神   
证明和证伪。 
科学性：逻辑性、实证性、可验证性；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能否验证？ 
？认知局限、认知误区、感觉失误？ 
？有意说谎？ 



 2.2：数理逻辑   

科学化标志：数学形式： 
科学推理：逻辑学 
数理逻辑：科学认识的基础 
语言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语言学转向的必经之路。 

 



 2.3：现代心理学   
行为主义—建构主义—认知科学 
黑箱系统方法 
刺激—反应—记忆—描述 
“目击者”现场描述的信度测试。 
心理分析通过言语行为分析获得复杂现

象的因果关系解释，助推了哲学的语言
学转向。 



 2.4：信息革命   

计算机+远程通讯 
编码—转换—传输—存储—重组—检索 
信息革命=载体革命=符号革命=技术革命 
信息载体的代码转换并不影响信息本身。 
证明可以通过对信息符号的控制实现对

现实客观存在物的控制。 
符号化、数字化、形式化、程序化 

 



 2.5：转向的关键节点  
康德区分了“本体—现象—知识”； 
索绪尔区别了： 
“语言—言语”、 
“能指—所指”； 
乔姆斯基区别了： 
“能力—运用”、 
“生成—转换”。 



 三、语言学转向的影响  

 



3.1：对语言功能属性的重新认识   
交际符号系统 

心理活动的外化 
逻辑思维的工具 
认知理解的媒介 
情智能力的反映 
文化传承的载体 
学习发展的基础 
信息处理的重点 
民族心理的寄托 
社会文明的标志 



3.1.1：心理活动的外化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心理活动的产物 
语言学与心理学的先天联系。 



3.1.2逻辑思维的工具   

人类的逻辑思维离不开语言； 
人类社会离不开语言。 
如果没有语言，就不成其为人类社会。 
语言学与逻辑学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3.1.3：认知理解的媒介   

 语言哲学家认为，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
的中介。 

人们只有凭借语言才能了解世界，也只
有通过语言才能描述对世界的认识，从
而使别人了解自己。 

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边缘交叉性。  



3.1.4：情智能力的反映 
语言和智能活动关系密切。 
语言能力的获得是人类进化的关键一步。 
智力和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思

维和表达上。 
大部分言语行为都离不开情感表达和心

智能力。 



3.1.5：文化传承的载体 

语言文字又是文化的载体，由于有了语
言文字的记录，历史才得以传承和延续。 

也由于有了语言文字的记录，民族特色
的文化精华才能在共时的空间中广泛地
传播。 



3.1.6：学习发展的基础 
学习和发展是个人心理需求的永恒任务。 
语言则是学习发展的必要条件。 
语言既是知识的承载、又是传播和获得

知识的媒介。 
将个人的直接经验转化为间接经验知识

的有效方式。 



3.1.7：信息处理的重点 

 在图、文、声、像等所有的信息媒体中，
语言文字仍是信息处理的重点。 

社会和生活中绝大多数信息都是以语言
文字的形式出现的。 

信息化的根本标志是语言文字的信息化。  



3.1.8：民族心理的寄托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构成部分。 
语言文字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被赋予

了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成为民族心理的
寄托。 

“他乡遇故知”、“乡音无限情” 、
“母语情结”，都是古今共同的情感表
达。  



3.1.9：社会文明的标志 

个人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程度，在相当
程度上表现为话语权的使用和话语方式
的选择上。 

“语言暴力”、“语言污染”、”语言
陷阱”、“语言垃圾”等等，倍受诟病
和唾弃的现象，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问题
的本质所在。 
 



3.2：催生语言学新兴学科  
语义学、 
语用学、 
社会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 
法律语言学 
政治语言学 
数理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 

 



3.2.1：语义学   

语义的价值地位及其应用 
三个平面 
概念/逻辑语义 
词汇意义 
句法语义 
形式/构式语义 



 3.2.2：语用学   
语境 
话语动机 
语用含义 
语用原则 
语用推理 



 3.2.3：社会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法律语言学、政治语言学、
媒体语言学、网络语言学、广告语言学、
公关语言学、…… 

总体特征：复杂性系统 
多元化、多样化 

 



 3.2.4：数理语言学   
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统计语言学、

代数语言学、程序语言学、实验语言学、
听力语言学、…… 

总体特征：与数理统计、现代科技技术，
实验和统计分析，围绕语言展开实证研
究。 

复杂性、多元化、多样化 
 



 3.3：语言分析的多样化   
话语分析 
语篇分析 
情感/倾向分析 
舆情分析 
“人肉搜索” 
“猜你喜欢” 



 四、语料库转向的动向与前瞻   

多元化研究的驱动 
研究范式的转型 
研究手段的更新 
研究领域的扩展 
新媒体大数据的支撑 
人工智能的引领 

 



4.1：普遍认同语料库的资源价值   

遵循实证主义路线 
材料—资源—数据 
描写—解释—预测 
抽样统计、样本学习、数学建模、知识

挖掘 



 4.2：普遍认同语料库的研究范式   

举例证明—统计特征 
动态分布—趋势预测 
选材原则、抽样方法 
分词规范、统计分析 



 4.3:普遍采用定量定性分析方法  

资源+方法—〉理论创新 
定量分析 
特征抽取 
分布： 
标准差和方差 
相关性分析 
趋势分析 
…… 



 4.4：语料库能够做什么？ 
——研究选题举例   

概念语义空间 
词汇语义距离 
句法语义接口 
情景语义分析 
情感倾向辨识 



 4.4.1：概念语义空间   

触动、触及、触发、接触 
同/近义词辨析 
立刻、马上、赶紧、赶快、即刻…辨析 
兼类词研究 



近义词研究 

 



 



 



 



兼类词研究 

 



兼类词研究 

 



兼类词研究 

 



兼类词研究 

 



 4.4.2：词汇语义距离   

多义词义项之间 
多义词义项与同形词之间 
词与词组的区别 
一个——一根、一张…… 
短语词化与词化短语研究 

 



短语词化 

 



 



 



 



4.4.3：句法语义接口   

句法关系分析 
语序的句法功能 
虚词的标记功能 
搭配的构式功能 
构式的语义分析 
n元相关性句法模型 



 



 



 



 



4.4.4：情景语义分析   
语境：语言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 
情景语境参数：话题、参与者、相关物

体、言语行为效果： 
说话人、对象、旁听者、话题、场合、

渠道、语码、信息形式、事件、风格、
目的； 

词语的情景话题分布； 
情景语义分析的维度。 



4.4.5：情感倾向辨识   
情感与情感表达 
情感词挖掘不仅限于情感词和程度副词 
还涉及到情感语境、搭配。 
评价与批评：电池寿命很长—充电时间很长 

副+形、形+名 
极性词和极性构式/话语方式 



程度副词的等级权值： 
  超—很—极其/最 —较— 欠—稍 
1.5—1.25—2— 1.2—0.5—0.5—0.8 
语序的区别性以及多种表达方式： 
很好—还好—还行—不算好—不太好—

不很好—不那么好—不是很好—不好—
很不好…… 



 4.5：人工智能的引领   
人机对话 
信息检索 
机器翻译 
自然语言理解 
专家系统 



  基于语料库的深度分析 

深度学习 
知识挖掘 
非线性结构分析 
构式语块模型分析 
服务于专家系统的动态知识挖掘 

 
 
 



 结语及余论   
1 语言是个动态变化着的复杂性系统； 
2 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多模态互动； 
3 实证主义路线仍具现实可行性、可控性； 
4 系统自足性、认知局限性与规则不完备性

并存； 
5凡与哲学有关的问题都转向语言学； 
6 凡与语言有关的学科都将转向语料库。 
7 大数据助推了诸多学科的语料库转向； 
8 充分挖掘语料库的资源价值，“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不断认识世界，从而拥有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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