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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基于“思想力”的“表达力”是奠定公民个体可

持续成长的生命基石,更是任何国家文化长期发展、不断增值的一笔重要精神资本,甚
至可能转化为一种可以直观感受的改造世界的显在物质力量。 由此而言,与“思想力”
合二为一的“表达力”,对推动公民、国家和世界全面进步能产生巨大的作用,构成促进

人类文明发展范式创新的强大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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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力是人际表达行为在特定语境中所产生的启思动情之积极效应。 当“表达行为”被遮蔽、“表

达力”已被不同程度偏废的背景下,凸显从“表达”到“表达力”积极效应这一语用主旨,具有重要的社会

发展价值。 本文所设置的论域中,“表达”是一种输出性的言语行为,但不是所有“表达”都是具有品质

的输出性行为;唯有卓越表达主体所输出的口头或书面的高品质言语,才必然对现在和未来任何时空中

的接受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产生不可估价、可以持续甚至影响深远的积极正能量。
无论是个人、种族或国家,所有物质和精神的多维度、多层次交往都是伴随着语言活动而进行并展

开的;而这种心灵之间的对话远比感性的物质交易更加重要,前者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决定了后者的广

度、深度和高度。 真正强大的语言表达力,本质上就如心灵的自由体操、思维的自如舒展那样。 恰如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①理性地说,社会人际关系就是表达与表达的真挚

融通、思想与思想的热情拥抱。 因此,个体生命的成长就是思想表达及其发展的历史,国家或种族的发

展就是秉持追求意志、向外喷射“表达活力”和“表达激情”的一种集体的精神历程;而且,精彩深刻、内
蕴丰富的思想表达力能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极为显著地重塑客观实体世界。 “表达力” (在

此语境中不能用“语言”这类含糊的表述来代替“表达力”)就逻辑地成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高智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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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及其价值的深刻象征。

一、表达力是公民个体持续成长的基石

语言的表达力及其隐含在其后的思想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一直受到特殊的重视。
古希腊最活跃的教育家群体是“智者派”。 该派高度重视演说教育,主张通过向学生传授修辞学、

辩论术和文法来培养其雄辩才能,促进人们在参与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时借助语言而表达个人的见解

和观念。① 苏格拉底著名的“产婆术”,实质就是通过诱导式对话来开启学生的思维闸门,发展思想力和

表达力,因此,“产婆术”一直被后世尊崇和光大,无论是“启发式教学”还是“发现法”引导,都可以从

“产婆术”溯源。 古罗马的社会风习要求青年人努力成长为具有雄辩才能的人甚至是雄辩家,凭借雄辩

力而击败政敌、影响公众、谋取权利。 在这种社会风尚的深刻影响下,以演说和驳难为内容、以强化表达

力为目标的雄辩家教育获得了比较广泛的高度重视。
古罗马西塞罗在《论雄辩家》一书中系统地阐释了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他高悬起雄辩家应

该达到的标准:“具有逻辑学家的缜密,哲学家的思维,近乎诗人的辞藻,法学家的记忆力,悲剧演员的

嗓子,以及近乎十全十美的演员的姿态。”②因此,雄辩家必须要具有快速反应的能力、敏捷的口才、清脆

的声调、匀称的体态、广博的知识以及其他一系列诸多语用的素养,练就演说家所呈现的在声调、手势、
呼吸和语调等方面的特殊语言表现力。③ 他甚至明确提出:“雄辩术必须从家庭中的练习场地走出去,
走向实际行动,走向喧嚣的尘世,走向军营和公共争辩的战场……”④昆体良同样对语言交往和争鸣中

的雄辩艺术分外看重,视之为一位古罗马优秀公民必须具备的卓越表达才质。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同样长葆着一种自觉意识到语言表达力之关键、堪称历史智库的丰

厚思想资源。 先秦孔子“文质彬彬”说、⑤“有德者必有言”⑥,高度关注君子的立德和立言并重、内容和

形式统一;西汉司马迁发愤立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⑦以求名垂青史,开创了中国

文人胸怀天下、面向时代的“立言”传统,升华为世世代代读书人无不向往的一种神圣境界;魏晋时期的

曹丕更是将表达力之结晶的“文章”推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⑧。 总体而言,中国历来重书面

之“文”有盛于重口头之“言”,但是“言”“文”难以分割,共同指向高雅的“表达”,彰显出历来中国社会

精英非同凡响的精神存在和价值追求。 韩愈,这位唐代思想界、文学界和教育领域的代表人物,对“立

言”提出了系统、深刻和崇高的要求:“唯陈言之务去”,以求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的和谐出新;他更力主

“立言者”的人格修养和思想砥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⑨南

宋朱熹则借《中庸》之说立下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其中的“学”“问”“思”“辨”等涉及人生价值存在的主要行为动词,从现代语用立场来作出分析,无不涉

及内语用、外语用、输入性语用、输出性语用所有这些常态的语言活动,其中的价值取向则是书生一辈子

立身治学的大境界:言而有据、穷理达真。 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倡导“新民”,力主以明白晓畅、动
人心魂的“新小说”来启发民智、塑造新民;特别是在现代历史上创造了热情洋溢、气势磅礴、深切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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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新文体”———一种兼容文学色彩和政论特点的评论文体,思想犀利、表达恣肆,从而在五千年中

华文明史上高标一帜、独领风骚。 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的五四伟大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表达出新的

精神开放的黄金季节,也是语言表达力和创造力冲决文言文诘屈聱牙之禁锢、因而新思想新观念澎湃激

荡的活跃时期———梁启超的“新文体”即是该时代思想活力的表征之一,是“少年中国”青春活力和表达

活力十分耀眼的独特标志。
当今,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全球化时代。 现代民主与开放生活促进了人际的全面对

话,通讯技术的发达则助推并加速了跨时空、全天候的人际表达平台之构建。 全球化时代空前凸显出语

言表达力在人际精神生活中的基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作用———“世界公民”新概念正在成为一种活生

生的现实,跨疆界、超国别的合作、博弈与语言交往,必然要求“国家公民”乃至“世界公民”深具高度自

觉并且可以持续发展的语言表达力,包括宣扬观点、行使权力、承担职责和争取利益等,这无一不是通过

“表达力”之言语行为而来切实达成的。
首先,公民语言表达力是满足自身可持续成长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任何公民个体在从“自然人”到

“社会人”的身份转型中,必然要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学会语言(尤其是母语)的自我“表达”。
无论是通过“习得”还是凭借“学得”,人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清晰规范、得体有序地“表达”并且善于

深邃缜密、生动感人地“表达”,从而渐趋那种产生积极效应的“表达力”境界。 就人的漫长一生而言,表
达力构成了个体深度介入文明社会并作出独特贡献和发展、推进文明程度的重要精神进阶。 人的成长

和发展,其实就是思想渐趋成熟且升华为思想力的曲折漫长的过程,亦是其语言表达行为经受反复磨砺

并达成卓越表达力的心灵成熟的历史———质言之,成长即表达,发展即表达力之渐趋成熟。 正因为这

样,公民个体语言表达力的发展度与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生命价值的实现度,往往自然地构成高度

的正相关。
其次,公民语言表达力是切实兑现自身诸多权利的“流动资本”。 这与上述要义高度一致。 如果说

表达行为是公民自身不可被剥夺或被变相剥夺的一项神圣权利,那么,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在履行自己

的责任和权利、达成职场独特建树之过程中,必然要以语言的表达力作为最重要的“流动资本”来投入

人际交往与心灵对话之中,并且通过维系社会人之间良好和谐的合作关系来充分实现一己的价值和利

益,获得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发表文章后得到的社会共鸣和激赏、广场演说后收获听众的

热烈回应、与人交谈后化解心灵阻塞的和谐与快感,尤其是名诗名文问世后给作者带来的丰厚回馈和深

远美誉,或学术创新中以崭新“话语”为核心的新理论所赢得的广泛社会认同和学界高度共鸣,这些所

有“表达”成果既是作者对社会演变的卓著思想贡献,同时也是自身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和生命意志及

意义的精彩彰显。 表达力作为一种在时间向度上的“流动资本”,是可以伴随灵魂的苏醒和崛起而持续

增值的。 正因如此,孔子说:“不学诗,何以言。”这是对“士”阶层语言表达力之积极效应的殷切期待和

自觉要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杰出人物的语言表达行为及其表达力效应是其贡献社会创新思维、获得

卓越精神创造成果的主要途径。 公民群体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往往是以精彩“表达”为标志的,其著名

思想论断往往是以内涵饱满、观点深邃、表达力效应极为显著的个性话语而行世。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

我一无所知”,这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对地球人局限性甚至渺小感的深切洞察。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

苇。”这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对地球人外在卑微与精神独特的关系之体认。 “发现问题永远比解决问

题更重要”,善于抽象思辨的爱因斯坦不仅仅陷于具化的物理学问题之探索,他对人类文明进化的概括

性提炼,富于重要前瞻价值。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学论”对教育学的启迪,与时俱

增、含蕴深长。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的辩证哲学,真是“大智若愚”、字字珠

玑。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开启了后人的另一扇心灵窗口,内在的精神

世界成为了真正的风景所在。 这些永留青史、充满人性智慧的深具表达力乃至创造性的精彩表达,成为

人们漫漫艰难探索中智慧长涌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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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达力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本

语言表达力甚至创造力更是民族与国家走向强盛的一个显著标志,而所有象征着这种“表达力”和

“创造力”的思想成果,无不成为民族和国家最为荣耀的发展性精神资本———它们不仅仅是民族或国家

昔日辉煌的标志,甚至更是其明日新辉煌的重要预示。 这里,我们先需要对“表达力”的发展阶段作出

一个比较理性与客观的划分。
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国家,其表达力必然具有一个纵向的发展阶段,甚至其周期性的巅

峰———创造境界。 因此,语言“创造力”(creativity)或“独创力”(originality)是“表达力”积累与发展的最

高境界,①是个人或群体语言输出水平达到极致、不可复制的超越性表现。 无论中英文语境,“创造力”
都是指个体或群体在某个特殊领域经历长期积累、持续研究而获得的超越前人、亦不可为同时代复制的

首创性思想成果及其卓越影响力,或者在某个特定领域所达到的一种标志性思想高度及其卓越影响力。
作为人的思想力和表达力的结晶,创造力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境界,甚至是智慧生命的

体力和心力、情商和智商、经历和境遇、经验和灵感等等诸多元素的大荟萃,可遇之而难求之。 这正如前

人在评价大诗人时所判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清·赵翼)这般大化之境,当非常人

所能至也。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今天笔者提及一般语言能力时,为何多论“表达力”而少提“创造

力”的原因所在———确实,就一般人而言,“创造力”只是一种可以追攀、却难企及的人生至境。 我们回

眸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文明发展的历史时,更多倾向于选择能够代表该民族或国家的精英人物及其“创

造力”,因为其言语作品相当程度上典型地代表了一个民族母语或国家通用语的发达水准。
这样,本语境中所谓“表达力”,主要是指特定时代的文化精英们的“表达及其效应”,而当判断“表

达力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精神资本”时,其中“表达力”则是国家文化自身演进的一种高境界即“创造力”
阶段,或者说是“高级表达力”阶段(以下论述皆作如是观)。 因此,我们只要聚焦民族文化演绎过程中

的精英人物及其语言创造性“表达精品”(特别是书面语精品),就能深刻觉悟到这些语言精品的文化含

量及其持久生命力,洞悉到创造性表达力必然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精神资本———不仅仅是标志着国家文

化发展的巅峰,也是深远影响到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声誉,为国家未来可持续文化增值与文明

升级提供传承的源泉、动力和重要基石,所谓“精神资本”正在此意。 以下我们进一步从汉语文化发展

的历史来看待“表达力”所发挥的显著积极作用。
先秦以来,儒道论著和诗经楚辞等分别开辟了理性鲜明、意蕴丰厚、两相交融的数千年汉语文化传

统,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传承和光大而独辟注重审美、自有特色的东方文明“大道”。 泱泱汉语中国,
上下五千年文明,历经象形符号伴随漫漫岁月而长期演进之历程,深度融进理性与感性的交融渗透。 一

方面,先秦诸子,以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为代表,或通过《论语》《孟子》诸多思想论著,宣释“仁”“和”
“忍”“忠”“义”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或凭借《道德经》 《庄子》等汉语大典而彰显“无为而治” “有无相

生”
 

的出世大道。 它们共同铺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性底色,何其漫远地矗立起数千年汉语文化传统

的思想里程碑。 另一方面,以诗经、楚辞为发端,以唐诗宋词为峰峦,以明清小说等为高标,建树起汉语

诗性文化的审美典范,它们以丰富的意境、灿烂的辞章、诉诸感官的人形物象之塑造而博得后世永恒的

审美共鸣并陶冶着汉语审美表达力。 其间交相辉映的文化符号横贯历史的浩瀚星空,从才思流溢的

《文心雕龙》到光焰万丈的李杜诗章,从岳麓人籁、阳明心学到芹圃砚斋、桃源逸情,乃至羲之心画、白石

气象……形色千种、图符万般,无一不是心灵诚挚深婉的“表达”,可谓:思接日月、视通天地,天籁与人

声和谐际会、境像与心韵融为一体。 深厚蕴藉的汉语文化以其诉诸感官与心灵的特殊形态符号鲜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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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龙安:《创造性思维与教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 页。 作者把“独创力”作为“创造力”的一个
分支概念;笔者以为“独创”是“创造”的核心或本质特征,“独创力”与“创造力”并列为宜。



体现出生命最伟大的“表达力”,常常惊天地、泣鬼神、感人心,并且与时俱进地上升为中国文化传承和

演绎中一种无坚不摧、不可斫削的“软实力”,一种长葆中华民族精神定力、甚至抵御外敌入侵的刀枪炮

火也不可替代的坚定向心力、凝聚力和自信力。 正是这般汉语文明之悠久绵亘的“表达”及其穿越时空

的无限弘扬,在黄河长江的发源地上袅袅升腾为古老坚硬的“东方文明”,向世界辐射出超越时空的永

恒的传播力和感染力。 虽然,现代中国自五四运动爆发百年以来,在异质文化的对峙和融合中,自身出

现种种顺应人类现代化大潮的精神变异,但依然无法割断汉语文化命脉的绵延赓续,汉语之根深扎于东

方民族的深心而蓬勃生长。 可以断言:如果斑斓造像的汉语是中国文化之“根”,那么,汉语文化历经数

千年而源源不断喷涌的精彩表达力和杰出创造力,无疑是源自本土、持续壮大的最伟大的“生长力量”,
是泱泱大国母语文化葳蕤兴旺、硕果煌煌的价值表征。

现代以来,胡适、陈独秀改良甚至革新语言表达的新思维,引领中西方思潮交汇期间伟大的
 

“思想

中国”之崛起;梁启超“新文体”、鲁迅白话小说等开创现代文化启蒙时期汉语蜕变、思想觉醒的语用新

典范。① 五四时期,汉语的命运出现了一种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巨大转折,以适应国门洞开这种非常时

期中国“灵魂新生”的特殊文化需要。 在相当程度上,内涵丰富、思想精湛的语言精品对民族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具有固本强体的“造血”特效。 正是新思想新表达给衰弱的文化生命造出“祛瘀除污”的新血

液,产生新生的强大活力。 语言是为文化运转和社会成员的思想沟通提供最具精神营养、持续发展的强

劲动能。 古代汉语(即文言文,古代中国读书人的书面语言)在历经数千年汉民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的反复淬火之后,到了五四时期面对外部强敌的全方位入侵而深深陷入“不堪危局”的境况,难以承载

一个现代民族面对沦亡的思想危机及其心灵对话;换言之,活在先人笔下的古汉语已经深度沦入文言文

难以抒写现代中国人变异之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力”危机。 于是,一如顾炎武所深切痛感的“古人之所

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和谐相称于今人心灵和唇吻的新语言之创造,②自然顺势而动、应时而生。
于是,指向“立德”“立功”的新时代“立言”当为一时之急务。 胡适等一批思想革新人士以“语言表达”
为突破口,开展汉语文化史上最为深刻伟大的一场“定点爆破”行动,一扫传统汉语思想流播的旧貌甚

至阴霾,清新地重塑现代国人尤其是文化精英们的语用风范。 他高度自觉地认识到,现代文化的“表达

力”效应是以新鲜晓畅、活跃唇吻之间的普通“白话”为获得之基本工具,文体亦是承载“白话”、结体舒

展的自由体为主;而这样的语言“表达力”,方才真正适切于新内容、新思想、新观念之本体:“不摹仿古

人”“不作无病之呻吟”“不避俗字俗语”“务去滥调套语”,最终实现“言之有物”;③而至于“不用典”“不

讲对仗”之要求,则祛蔽“典”“仗”之表达晦涩、旨在敞亮新思想之本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新文

化、新思想、新观念之迅捷产出与广泛传播而创造具有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

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④而此后的陈独秀则表现得更为鲜明激烈,从新文化创造

的角度明确提出语言表达的新规范: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 这位新思想的先驱,无一不表达出

与历来陈腐雕琢、艰涩迂晦的文言文坚定决裂之意志。⑤ 他们呼唤语言表达的革命与创新,最终真正指

向的是现代中国亟须达成的政治革新、社会改造之旨。
而五四前后,梁启超批判“老年中国”的腐朽滞后、鲁迅痛苦反思“国民劣根性”,都是从“立人以立

言”“立言为立人”的思想高度出发,希冀在世界性语言流动的背景下再造新国民及其新精神。 梁启超

极力鼓吹“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纵笔所至不检束”“别有一种魔力”的“新文体”,诸如

《少年中国说》这样的新思想新文体,充满才情洋溢、憧憬未来的卓越表达力和冲决旧时代思想藩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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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潘涌:《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 “思想中国”是作者首
创的一个新概念,有别于物化形态的“实然中国”。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不仅仅需要“经济中国” “政治中国” “社
会中国”的崛起,更需要“思想中国”的诞生———这才是“现代化”的更丰富、更深刻、更本质的内涵。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九,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445 页。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 2 卷 5 期,原载《新青年》二卷五号(1917 年 1 月 1 日)。
胡适:《〈尝试集〉自序》,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8 页。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 2 卷 5 期。 《新青年》二卷六号(1917 年 2 月 1 日)。



批判力,并且急溅起国人回旋激扬的思想波澜。 鲁迅以白话为载体的现代小说,充满一代思想大家对国

民精神世界的深度洞悉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情怀。 与同时代文艺家有异的是,鲁迅小说的

字里行间“复述”着自身经验世界的见闻和故事,实际上是以犀利的思想锋芒解构着旧时代的人情世

态,毫不留情地展示出灵魂世界的卑微、猥琐和无可挽救的极度不幸。 这里,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深刻解

剖了狂人、阿 Q 们的灵魂典例,“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思想力和表达力。 他用
 

“现代汉语”埋葬了旧时代

旧思想,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主要不是供“闲适”阶层怡情养性而是为“思想斗士”输送精神补给的。
因此,大凡一个时代的思想先驱,必定就是充盈表达力和创造力的语言大师,其贡献于国家或民族的,既
是一笔划时代的思想遗产,同时又是一种思想表达的语言遗产,从而引发同时代和后时代人们的深切

共鸣。
总之,一个国家如果要在世界风浪和文明演进中持续成长壮大,必然需要与时俱进地长葆和更新文

明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并不断从“语言” (即语用) 这根文明蜕变的特殊“脐带” 中汲取先贤的思想营

养———这就是文化传统的独特力量,通过母语(当然不仅仅限于母语)的传递而最大化地丰富后人的精

神世界。 由此观之,前人洋溢表达力的“语言”与后人同样充盈表达力的“语言”不断对接,才真正构成

国家或民族永恒演进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文明接力棒”,使人类之崇高思想、丰富知识和伟大理念从

“火种”成为煌煌“太阳”。 其中,从具体语境中超越而出的精英人物,其创造性思想和语言的力量构成

文明进化的核心元素,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言,这样的精英人物感觉到“生命冲动”的方向,坚定地

渴望把“冲动的印记”留在人类的身上,并以之塑造他的同胞。① 所谓“冲动的印记”主要就显现为思想

的表达及其效应,即用代表文明进化方向的先进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重塑群体乃至社会的思想风貌,使
一个时代的文明发生或渐进性或革命性的巨变。

因此,国际或民族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转型升级都是有赖于承载先进思想的语言力量来提供伟

大的动力。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首创文化人类学“后喻文化”之于人类文明演进范式的揭

示,罗马国际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所用“可持续发展”一词之于地球资源有序开发与人类

生态和谐发展的反思性警示,“现代语言学之父” 、德国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比较静态、抽象和普遍的

“语言”与动态、具体和个性的“言语”之差别基础上提出“言语”一词对理论语言学的重要推进,美国

语言哲学家乔姆斯基对形式组合有序的“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特殊话语的产出等等,都以颇具表达力

的话语深刻而积极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术发展,甚至升华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精

神资产。

三、表达力甚至可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语言表达力诉之于接受者的思想,可以形成启发思想、优化心智的积极精神效应。 然而,音形外壳

内的语言内涵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由于诉诸肉体生命的心灵和大脑,并由接受者的神经系统

转化为对应的行动意识,进而升华为改造世界的雄厚的物质力量,因此,语言表达力,更是一种由作用于

精神世界而转化为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非常直观的肢体行动力量。 简言之,语言表达力,也是改天换地的

物质力量! 正因为这样,语言表达力不仅仅是重塑人心的文化“软实力”,同时,当然也是再造物质世界

的强大“硬实力”! 只要人的行动接受大脑神经系统的支配与役使,语言必然永恒是人类改造世界与人

心的最重要的利器。 当作为接受主体时,人们常常通过对语言表达意义的输入和影响而在融合生活体

验后形成自己的意念、信仰和行为意志,并使之转化为颇具革命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种物质力量!
请看语言表达力如何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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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 页。



表达主体输出→接受主体输入→启发接受主体的思想意识→转化成接受主体的行动力量→作

用于客观实体世界

这种转化与作用的过程是复杂隐性的“化学反应”,而不是简单和直观的“物理反应”。 在人类历史

上每当社会各阶层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的危急时刻,总会出现一些特别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

思想理论,并且它们常常以强烈共鸣感的语言表达而横空出世,从而有力地调整社会原已严峻失衡的秩

序,使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获得舒缓甚或解决,促进文明范式继而平稳更新和发展。 在这里蕴含着英国大

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成长”理论之精髓: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就是一种有序的循环,激发进步的动

力来自“适度的挑战”,从社会成功应战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的

歇息到新的运动,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转型为反复再现的文明进步节律,而适度的新挑战不断插入其

中,使原有的平衡变为新的不平衡———这实际上是一个潜在的无止境的进程。① 在这一进程中,承载着

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的语言及其表达,例如启迪心智的新话语、新判断、新篇章以其颠覆性的思想力

量冲击着旧世界、旧秩序、旧伦理,从而在人类文明范式的演绎中发挥着不可缺失的关键作用。
这里,深深具有经典价值的是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卡尔·马克思及其语言表达力。 其语言

表达力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产生了特殊“震撼弹”效应,且不说“剩余价值”“异化劳动”“积极扬弃”“否定

之否定”等诸多内含丰厚的新概念的诞生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思想启迪价值,仅仅以语言表达的审美

感染力而言,就对阅读者产生了启思动情的深远且强烈的积极影响(即发挥着思想启迪和审美感动的

双重作用)。 卡尔·马克思在人类思想理论史上第一次弥合了理性判断与诗性表达两者之间的分离甚

至对立,将科学理性与形象思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空前地、创造性地树立了科学品质和审美品质兼容

的“新经典”。 就对人类学术思想的贡献而言,如此“新经典”实质性地创立了学术表达的新范式,为人

类突破学术表达的既定标准和固有框架,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范本新样态———来者犹可追,希望在

明天。 我们以《共产党宣言》这个经典文本为例来欣赏马克思这种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语言表达力:②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
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点评:“幽灵”的比喻、短语的并置和反复、正反政治力量的对比,勾勒出 19 世纪中期欧洲大地上严

峻对峙的政治形势,语气急促、语势紧迫,展示出共产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逻辑、坚定意志和强烈自

信。 作为象征历史逻辑的时代力量,共产主义的幽灵震慑一切旧势力旧观念。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 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

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点评:以肯定的语气和直截了当的评论,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污秽本质与庸俗特征,简洁而犀利、严厉

而精辟;“面纱”的形象比喻洞开了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和悖逆人性的真相,从中显示出作者作为现实

社会批判者的锐利思想锋芒。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点评:这句充满高度概括力的宣言,前长后短,敞亮思想,强烈地、毫无保留或遮掩地显示出共产党

人的理论自觉和信念坚执。 “消灭私有制”五个大字,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声势,充分显示出共产主

义的思想伟力和行动意志!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

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言蜜语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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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88-289 页。



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点评:一系列有序的联合比喻,揭示出德国社会主义者“永恒真理”的特征:脆弱的思想本质、浮艳

的语言装饰;而且,其中充盈了作者轻蔑、嬉谐和嘲弄的意味。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

的将是整个世界。
点评: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句,一个半世纪以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励志口号。 它以祈使

句的独特形式、以对比和借代等修辞格来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抱负和坚定信念,上升为无

产阶级最具内涵、最具激情的“革命广告”。 今天,虔诚的无产阶级依然怀抱着激情和梦想,以《共产党

宣言》所展示的未来愿景为目标,继续行走在他们崎岖坎坷的圣洁道路上。
总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导师卡尔·马克思,以其充满哲学思辨、艺术形象和诗性感情的卓越

表达构建了共产主义的宏伟理论,赢得了同时代和后世人们无限的敬仰,同时也深刻启发了他们的思

想,点燃起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巨大热情;换言之,语言的力量不仅仅显现为唤醒被压迫者的抗争意识

与激发其伟大理想的信念,而且,更是“对象化”地体现为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反剥削、反压迫的坚定

行动意志,反映在他们为人类明天而采取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行动力量,因此,焕发出精神

感召魅力的语言表达力已经转化为“洗礼”世界的强悍物质力量———那种改天换地、重塑人间的可以深

切感觉到的有形的物质力量。
综上所述,与思想力合二为一的“表达力”,是推动公民、国家和世界与时俱进的根本力量,是促进

人类文明发展范式不断升华的原动力。 基于崇高深刻之思想的表达力,其影响多么深远,则人类就能够

行走多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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