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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达的力量

潘涌

摘要：文章从新时代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探究人类语言所具有的深 

沉丰富之意蕴。文章认为社会化的语言转化为生命个体的言语，而个体的言语旨在输 

出性地表达；输出性的表达则能够砥砺成主体的表达力，思想主体的表达力最终必然升 

级为一种感动心魂、新人耳目的卓越创造力。文章强调“表达”行为在人的精神生产链 

中具有基础性重要作用，反思汉语历史传统与当代汉语语用生活中“表达”行为的被忽 

视和深度缺席，指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核心就在于全面提升社会各阶层成员的语言 

表达能力(简称为表达力)。由于优质表达力指向精神创造力，因此，这无疑是国家发 

展战略中一种外“软”内“硬”、独特强大的“真实力”(true power) ——国家现代化进程 

中的一种不可估量、动态发展的“核心资本”，完全能够并且一定可以获得深远和可持 

续的战略性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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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谐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新时代，需要围绕语言及其表达 

问题而追根溯源、理清思路，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展开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华民族之文化建设，极大 

地推进既以汉语为载体、亦以之为本体的文化建设之蓬勃发展。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语言“表达” 

在人的心灵活动与成长中的关键价值，有必要深度理解“表达”在国家精神文明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转化 

作用，有必要充分评估“表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与意义。由此出发，亦才能进 

一步唤醒作为母语的汉语“表达意识”，自觉培育汉语的优质表达力，并进而推动它趋向卓越的创造力， 

从而在“汉语表达”与“汉语文化创新”之间构筑起一种自足自享的逻辑循环一一由此形成可以与经济、 

军事等硬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此之谓“表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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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涌论表达的力量

一、语言是人类的象征

纵览古今，横观世界，从人的个体成长到各国文明范式的蓬勃演进，语言及其表达的欲望构成了人 

类世界诞生、繁荣与发展的强大“源动力”。作为智慧生命的“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如此息息相关，以 

至于我们可以用充分的理由来作出鲜明而直接的判断:人即语言，语言即人。

从人的外部感官活动而言，语言成为人的一种可以直观感觉、把握和考察的显性标志，所谓“存在 

即语言”。迄今为止，地球上所发现的一切生命种类中，人是最富于智慧品格的，这种超越其他动物的 

智慧品格如此明确而系统地体现在人的“语言”中。恩格斯早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处在蒙昧时代“幼 

年”，即低级阶段的人类，其主要成就就是“有音节语言的发生”；直到野蛮时代的“成年”即高级阶段，出 

现“文字的发明与它应用于文献记录”，从而使之作为“转入文明时代”的一种显性标志。①所谓“文 

明”，就是人类对天然产物、生态环境的一种趋向自觉的人力加工，就是作为宇宙精华、万物灵长的智慧 

生命在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遗留的独特心灵痕迹——从音节到象形、从语音到符号，就是“文明”最早 

的演绎过程，浓缩了人类早期“文明”进化的曲折历史，以至《易经》将“文明”及其修身养性的含义表述 

为“文言”。②虽然人类的文明进化极其漫长和复杂，许多重大科学技术、人文社科成果也远远发生在 

“成年”以后；但是，毫无疑问，语言文字的产生当然是人类文明最初进展的重要象征。

既然人类被视作文明动物的显现标志就是“语言”，那么，足可见“语言”及其起源不仅仅是与人类 

诞生息息相关，而且与自身的成长、繁荣与发展存在着深层次的逻辑关系。如果在本语境中，我们可以 

将“语言”与“符号”视为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语词，那么，不妨从文化符号学的立场继续深入探讨。无 

论是诉诸听觉的“音节符号”，还是诉诸视觉的“形象符号”，所有作为人类特有的语言之“符号”，都是 

人所无法替代的最富于代表性的唯一特征。以至于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如此创意地来判断哲学 

意义上的“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 

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③他进一步解释说，人是“生活在一个符号 

宇宙之中……人的符号活动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④他 

将人类以“符号”为载体的主体精神和主体能力彰显到一种极致，这就启发我们：对语言能力的评估可 

以拓展到最大值，几乎可以说“符号”与生命气息一样弥散在大宇宙之中，逼退实体世界甚至重构实体 

世界。中国先秦的老子早就有此类意思的论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⑤人类蒙昧时期，大 

千世界一片混沌，唯有语符指称的介入，方才“唤醒”万有之世。这种“名”与“实”的哲学意义上的考 

辩，同样彰显出正是语符之“名”开启人类文明先河这一精神实质。直言之，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就是 

符号化的过程；而由于本语境中，符号与语言完全可以同义替换，因此，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也就是“语 

言化”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说，语言是人类的象征，语言是心灵和智慧的载体；人类除了语言之外，几 

乎一无所有(思想天然蕴含在语言之中，参见下文)。

而且，迄今为止，在这片浩茫的星空下，人是唯一的语言动物。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持续延续、身体经 

验的日趋丰富特别是内宇宙的无限拓展，语言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力量将更趋显著。甚至法国哲学家 

克洛德•海然热的预判也并非夸张：“人类物种已经被词与句的汪洋大海所淹没。”⑥从历史纵向分析，语

(D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27页。

② 金克水编著：《周易全解》，其中《易经•乾卦》将人的修身养性等文明活动归入“文言”这一易学名词下。中央编 

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③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④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⑤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⑥ ［法］克洛德•海然热：《1985年法文版作者前言》，见《语言人》，张组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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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涌论表达的力量

言是贯穿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根主轴，把不同地域和种族、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串连”起来的深具主 

导价值的一根主轴——虽然这根主轴上存在着许多语种的分支，需要语种之间的“转译”来维系人类精 

神生活主轴的运行，即以“转译”来维系不同地域和种族、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心灵互动。由 

是而言，人类的历史与文化，除了广义的“语言”之外，同样几乎是一无所有。既然，海然热把人指称为 

“语言人”，那么，地球文明史也就是一部丰富灿烂、咀嚼不尽的“语言史”。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来进一 

步深度聚焦并透视作为人类物种一切行为中的核心——“语言行为”，①并从此出发而瞻望当下高度文 

明时代的国家与公民的未来命运——由语言素养和能力所决定的语言生活和语言行为。

二、“表达”是语言活动的主旨

就个体而言，既然语言不是独立于心灵之外的客观外在之“对象”或者“工具”，而是活生生的“人” 

本身，就如呼吸、脉动、心跳成为“生理存在”的显著标志，同样，语言则成为人之“精神存在”的可感表 

征；就文明史而言，既然语言不是人类历史演进之外的“他者”或分离于心灵之外的某种“道具”，而是这 

种文明史演绎的本体或集中象征——因为人类社会兴衰荣枯的全部，就显在地见证于其所有的语种符 

号之中；那么，云缠雾绕、颇有神秘感的“语言”之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第一，语言孕育“言语”。这里暂且不去讨论语言与言语以及孰先孰后的问题。只是聚焦文明人如 

何从语言而习得言语能力的问题。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明确区分了“语言”与“言语”之别：“语言和言 

语不能混为一谈；它（语言——引者）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 

分类的原则。”它为个人提供“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②而“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③ 

“言语活动是异质的”，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语言”，“却是同质的”。④虽然，索绪尔这部《普通语言学 

教程》作为在日内瓦大学的三次教学讲义，已经被作者自己反复整理和修改，也被他的门生们根据听课 

讲义而多重梳理和编辑；然而索绪尔在这部公认为现代语言学奠基石的名著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前 

后一致并完全明确的。他将个人的“言语行为”从社会公共符号系统的“语言行为”中剥离出来，彰显了 

“言语”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的本体价值——这在世界语言学发展的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发现静态“语言”后面所凸显的正是活生生的“言语”：没有“语言”，就不 

可能实现“言语”；没有“言语”，“语言”就沦为客观化的对象或外在化的工具。任何一个主体生命，必 

然与言语行为真正血肉相连、唇齿相依，言语自身方才构成了主体人感性鲜活、理性缜密的独特的“存 

在形式”。

第二,言语旨在“表达”。言语包括输入性言语和输出性言语。输入性言语是主体生命运用语言符 

号来认知超越被肉身的经验和感官所局限的更广大外部世界的内向语用行为，输出性言语是主体生命 

运用语符来表达一己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的外向语用行为。固然两者密不可分、辩证统一，但输出性 

“表达”是言语逻辑链条中的重心所在（即达成言语交际的目标）。正如语用学所关注的那样，人的言语 

行为（书面与口头）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围绕一定的话题而与他者深入展开的，背景、语境、话题和交 

际者构成言语深入展开的一系列基本元素，支撑起心灵对话的必要平台。语用意义的达成无不受制于 

这些基本元素。从某个特定的主体来看，置身语境中的人，其语用活动的展开无非包括理解“他者的表 

达”与输出“自我的表达”两大部分,两种不同主体的“表达”由浅入深而循序推进人际互动和心灵交往，

① ［法］克洛德•海然热：《1985年法文版作者前言》，见《语言人》，张组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第16页。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页。

③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页。

④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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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涌论表达的力量

意义由此生成，价值得以实现。①这里，就个人主体而言，言语就是基于理解和接受进而来“表达”自身 

内在的欲望、情绪和利益诉求；就语境中的群体而言，言语就是表达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之间“表达”行 

为的渐次展开，这种相互“表达”的良性深化和扩展就构成了言语“交际”的一种精神活动过程，构成了 

智慧群体特殊的精神生活及其内在规定。个体的“表达”与群体的“交际”相依相存、缺一不可，失去“表 

达”，就无法形成“交际”；失去“交际”及其平台，更遑论激发“表达”的内在欲望和持续动力，因而亦无 

法实现•'表达”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就每个值得高度关注和尊重的生命主体角度而言，所谓“言 

语”，旨在“表达”，旨在输出自己的思想、意愿和释放内在的体验、情绪——其中，接受语符和信息的行 

为，就表现为感官的听、读、视，而输出语符和信息的行为，就表现为感官的说、写、评；生命主体接受语符 

和信息与其输出语符和信息，两者合成就完整地构成了人的一条“言语”逻辑链条。而接受（即输入）与 

输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手段与目的、必要条件与价值达成之间的循环互动关系，重心就在于输入基 

础上的输出性“表达”。进而言之,所谓“言语”，其主旨无非就是基于输入、源自思维和体验的“表达”， 

唯有“表达”才可能最终实现生命主体的思想意义和利益价值——此之为言语过程中的“表达本位”。②

由上言之，从语言到言语、从言语到表达——这是“语言”内涵的学理演绎之基本思路。本语境高 

度强调“表达”的重要性，一方面，根因于“表达”观念在语言学学术史上尚存在一定的分歧，特别是在 

“表达”与“交际”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问题上，或简单等同、不加甄别，或学术背景不同、所持立场有 

异。③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社会汉语公共生活中“表达”严重“变相缺失”或“变相偏废”，即言语主体 

经常异化为一般的“听众”和“读者”，不自觉地放弃了作为思想主体和表达主体的应有基本权利。这种 

现象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生活中暴露得尤其明显。作为生命主体的语用活动，不但需要形式上的输 

出性“表达”，而且需要基于思想内核的非形式化的心灵“表达”，需要源自独立人格、自主思考和生命体 

验的颇有实质意义的智慧“表达”。囚此，真正意义上的“表达”自然应该是丰富多元、而不是人云亦云、 

缺失己见的“同质表达”；就一个社会发展的远景而言，开放性的“异质表达”更具有深远的文化建设价 

值并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强大物质生产力。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对学术探索和文学创作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方针;④习近平同志才从学术文化创新的宏观立场出发给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界郑重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样的原创性学术使命。⑤虽然，两位领袖人物所倡导 

的言语“争鸣”和哲社“新话语”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言语行为，属于“表达”的高端即文化建设的最上层， 

但该方针的基本创新精神同样适用于指导社会语用生活的规划。

第三，唯有表达才可能凝聚并提升为语言“表达力”。其实，仔细斟酌，“表达”依然仅仅只是言语展 

开过程中的一种输出性行为。标题所谓“表达的力量”，其实最后的要义是指言语展开过程中所渐进性 

形成的优质“表达力”——即由口头或者书面的表达行为而在特定语境中所达到的启人思考、激励人心 

这种积极效应或感染接受者的深切程度，甚至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更有深刻性、创新性和审美感的卓越 

境界。例如，历史新时期发轲之初，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和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起并有力推动了“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这个著名的新话语，坚定 

不移地倡导“发展是硬道理”这种接受了沧桑岁月考验的经典判断，极大地解放了社会各阶层潜在的精

① 沈家埴主编：《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② 潘涌：《积极语用：21世纪大陆母语教育新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③ 陈波：《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作者否认语言学术史上诸如乔姆斯基等 
众多学者所秉持的语言是思维表达的工具这样经典的结论，理由并不充分。乔姆斯基等人的观点虽有某些表述的缺陷， 

但基本意思值得肯定。且不说“语言”的基本内涵有待清理（正如作者文中所一一定义的那样），就语言功能的“首要”含 

义也需重新明确界定；尤其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语用的独特语境及其内在规定、切人语境分析的特殊学术背景 

（学科立场）等等，都会影响对“语言首要功能”的阐释并产生不同侧重的结论——而搁下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乔姆斯基 

等主流语言学家基本一致的观点应该值得继续认同、补充甚至深化。

④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395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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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物质的双重创造力，从而使之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出颇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方案”和“中国道 

路”。今天回眸既往，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离不开来自诸如此类的新话 

语、新判断之巨大表达力和内蕴思想力；按此推理，今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有赖于这样创 

意叠出、意蕴丰富的新话语、新思维。①由此推论，这种“表达”的实然积极效应自然就是“力”之所在、 

“力”之显现和“力”之释放——能为客观事实所真切验证的强劲正能量。

这里，“表达力”“表达能力”和“语言能力”一组概念尚需作出非常清晰的内涵梳理和外延界定，从 

而使本语境最重要的这一新概念“表达力”之学理，获得最准确、最恰当、最深刻的积极彰显。“表达力” 

（expressive power）之“力”（power）,原是物理学科的专业术语，表示“力”对物体作用后空间累积的显在 

物理量（physical quantities ）;本语境中，通过跨学科的类比表明：由“力”所释放出来的是一种显在和积 

极的场效应，它不仅仅具有“表达能力"（expressive ability）的主观性、内在性和可能性，而且，更具备“表 

达能力”所缺乏的客观效应和实际验证这样的现实品性（即“力”对物体作用后空间累积的显在物理 

量）。因此，表达力可以作为本语境中对“表达能力”更精准、更完美和更全面的一种补偿性指称。而 

“语言能力"（language ability）则是更上位的概念，虽然囊括了“表达力”和“表达能力”，不过也包含了输 

入性言语能力。“语言能力”原来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中一个重要术语，指的是由抽象思维能 

力和灵活发音能力这两者的结合。它是由人类大脑天生就具有的语言装置与语言习得机制所合成的， 

是主体人与生俱来而被赋予的独特的语言基因与语言生态之高度融合而生成。正如上文已经阐述的那 

样，“语言能力”的外延是极为宽泛的，包括输入与输出、内在构建与感官显现，因此，它完全覆盖了“表 

达能力”和“表达力”（详见下图）。

输入能力

昕

视

语言能力
说

写

评

输出能力

表达能力（主观） -----＞表达"力”（主客观统一）

本语境从“表达”出发，旨在鲜明彰显“表达力”在国家语言能力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和突岀地 

位。作为主体生命所特有的优质“表达力”，虽然是在特殊语境的特定瞬间灿烂爆发，却来自语言生活 

的长期磨砺和积累、葆有恒久不减的无限魅力；它不但是表达主体主观所拥有的非凡素养，而且是能被 

该语境所清晰印证的客观存在（效用）；它不但特具别有意味的形式美，更是心灵智慧的结晶体，故能以 

内在的思想力而散发出高贵的气息与炫目的光彩。这就是我们在题目中赫然大写的“表达的力 

量”------ 种由表达主体所长期积聚而逐渐形成的强大“语商”（Lanauage Quotient,简称LQ）,标志着主

体生命在整体表达之有效性和高效性方面的独特品质。②就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而言，这样优质的“表达 

力”将上升为宏观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即一种可以与社会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并驾齐驱、获得深远 

可持续发展的文艺、学术和理论的软实力。在一个国家或民族深远的可持续发展中，作为“文化软实

① 潘涌：《中国特色新话语：语用结构、表达品质和价值特征一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2页。

② 语商是指语言商数（Lanauage Quotient,简称LQ）,体现一个人语言表达力的高低程度，是一个人智商、情商、逆 

商、美商、德商、灵商的外在体现。最早由李易真先生提出。参见钱诗金：《语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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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然内涵之一的优质表达力，是其复兴腾飞、远翥高翔的双翼之一，无论何时都是不可或缺的。如 

果优质的表达行为是一种精神资产的输出，那么，高效而优质的表达力之形成就是一种值得期待、可以 

增值的精神生产力乃至创造力。当汉语的表达承载着对当代改革开放与创新文化的输出，实质上就是 

实现了以“解放思想”为核心的改革新思维在国际世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广义上就是当代汉语对人类 

文化的“中国贡献”、所提供的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因此，甚至有学者深切地认为这种语 

言的“表达力”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软实力”，而且它与“国家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力”“科技创新力” 

“国际竞争力”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一种“硬实力”。①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判断是有可能出乎 

常人的普通认知的，不过实质上也是合乎语言表达与文化创造的内在学理性逻辑的，属于顺应新时代发 

展趋势的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洞见。一种语言文化获得“输出”和“传播”的影响力与同化力，其本身之 

过程是“软性”的；不过当以思想创造力为内核的新语言精品“产出”时，这种文化软实力却深具“刚性” 

的另一面一一这正如阻止战争爆发的力量不仅仅是壁垒森严、固若金汤的军事设施，更是坚毅执着、众 

志成城的伟大的和平信念，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首页主张“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②其中所蕴 

含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两者之间的辩正关系及其必然转化的内在逻辑，深深蕴涵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民族的语言，尤其是在言语实践中的表达行为及其生成的独特鲜明的优质表达力，极其深刻地 

象征着国家深远未来的文化命运。这可以用如下简洁的等式来揭示内在的朴素真理：

优质表达力+强盛思想力=国家文化的明天

这既是世界语言学界的一种思想主流，也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一种普世共 

识。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那个著名的判断所昭示的那样：“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 

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艮族的语言，两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③在结构主 

义语言学诞生之前，洪堡特“语言论”的指称相对比较宽泛，其中当然包括口头或书面的表达行为。这 

个广为传播的经典论断，同样启示我们东方民族：优质的汉语表达力，最后必然通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 

族精神的伟大创造境界，并且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增生。不 

妨说，正是形象美丽、意蕴厚重、排列整饬、声韵铿锵的方正汉字及其流光溢彩的魅力组合，一如黄河波 

涛，其象湍急、其魂磅礴，它们不但坚实地构成了每位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身份与特殊的精神符号，而且 

也曾经辉煌地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并且将要逻辑地上升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新文化、新创造 

和新境界。因此，优质的汉语表达力与强盛思想力其实是无可分割、辩证如一地融合为完美无缺、和谐 

统一的整体。

当然，环顾世界，我们应当具有危机感来审视当代汉语的现实处境及其深刻根因。一方面，在作为 

强势文化载体的“疯狂英语”的制度性裹挟下，弱势汉语被逼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边缘化困境：全民“英语 

热”几乎是变相剥夺了国人习用汉语的生命材料——精力和时间，异化为对生命资源巨大的浪费，甚至 

是变相剥夺了整个中华民族创新汉语文化的宝贵历史契机；就文化交流生态而言，由于当代汉语创造活 

力的持续走弱，中国已经沦为文化“入超”国——即使对外汉语教学在世界各地逐渐推广，也并不能从 

深层次上改变这种因当代汉语精品的非常稀缺而导致的文化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汉语生存的内部文 

化土壤长期以来严重受损，十年“文革”遗留的暴力话语、网络流行的庸俗话语和草根泛出的山寨话语， 

以种种粗鄙斫损了现代汉语大气、尊贵、典雅、精致等审美品质，令人遗憾地侵蚀了培育汉语表达活力所

① 赵世举主编：《语言与国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26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s://zh.unesco.org/: Building： peace in the minds of men and women.
③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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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那种和谐纯净之文化生态。虽然，改革开放40余年来，思想走向开放的政治文明和改革渐趋深 

入的经济发展已经显著地恢复并改善了这种汉语表达的外部文化生态，但汉语表达品质的提升和创造 

活力的完全复苏，需要一个逐渐累积的文化改良的周期。毕竟支撑汉语文化命脉的是东方民族博大精 

深、思想出新的高迈境界。基于上述对汉语生态及其语用现状的理性而冷静之反思，更是基于汉语在国 

家未来文化建设中的突出职能和重要使命的前瞻性思考，我们应当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博弈的战 

略出发达成新的“国家共识”：培育洋溢丰富美感的汉语表达力，使之持续趋向生动、勃发和理性的汉语 

创造力——这是中国文化兴旺繁荣、重获青春的“固本之举”，是新时代条件下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 

一条深具中国特色的独特且不可取代的唯一发展路径。

固然要致敬传统的汉语文化，但它毕竟属于中国历史的昨天。辩证地说，不仅仅要开发并弘扬古代 

汉语经典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更急迫、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当然应该是在此基础上深度培 

育和蓄养当代汉语面向人类未来新文明的优质表达力乃至卓越创造力，培植每位公民、包括未来公民个 

体建立在言语理解和言语鉴赏基础上的新思维、新精神的输出性表达力乃至创造力 —— 由此而在全球 

多元文化博弈中自然转型升级为汉语文化的外柔内刚的“软实力”。唯有深具优质表达力的汉语，才一 

定是正在或者即将要创造中华民族伟大、深邃而浩瀚的思想力的载体和表征。这里，深度认识民族语言 

与民族精神（主要是民族思想，同时包括民族信仰、品质和气度）的关系极其重要。语言表达之所以如 

是蕴含关键作用，是因为卓越的语言输出就是一种精神伟力的正式产出。恰如洪堡特所深入阐述的那 

样：“语言（即表达——引者注）对人的主要影响施及他的思维力量，施及他的思维过程中进行创造的力 

量，因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语言的作用是内在的（immanent）和建构性（constitutive）的。"①换言之， 

语言的表达力实质上就深层次地指向主体或民族思想的建构性创造；或曰：“思想”是内在的“语言”（言 

语），“语言”（言语）是外显的“思想”。与洪堡特思想一脉传承、同样秉持语言是一种自由创造的“内在 

活动”的德国语言学家浮士勒（Karl Vossler）,甚至超越了前者的思想：“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寓于言 

语的精神构成的。况且，精神并不是在构造语言；精神是在创造语言。”②他直截了当地把这种语言（言 

语）与精神的关系用这样一种等式来表达:“语言=精神表达。”（引文由引者加粗和强化）③如果，我们同 

意：表达即思想；那么，语言表达力必然就是或者必然指向思想的创造力。它们两者可以被深远地视为 

同位一体，即特定事理的一体两面。不但如此，人的思想是创新世界之“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更 

为内在、更为深沉的终极动力：“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亦且最富足的内在源泉，它用自己的力 

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蕴浇灌着语言，而语言则回应以一些相似的音，以便在他人身上引发相同的情 

感。”④任何一种语言与主体的思想之间都存在着这样密不可分的深切关联。汉语优质表达力与主体生 

命内在的伟大思想和智慧之间亦复如是——这是构筑汉语表达力与“文化软实力”之间前后贯通、价值 

升华的一种支撑性与转换性逻辑。可以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唯有表达是构建输入性语用与输出性语用 

的主要津梁——而汉语优质表达力必然伴随新时代思维空间的拓展、人文生态的净化而升华为当代中 

国文化的澎湃创造力。换言之，汉语优质表达力及其升值完全超越了已有汉语传统文化之康续和流播 

所形成的积极影响力和广泛同化力，更深切地指向具有当代意义和里程碑价值的汉语新经典之创意 

诞生。

综上所述，全文可以用下图来直观地展示文明社会中主体生命的语言生产链：

①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版，第35页。

②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页。

③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页。

④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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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继续推论，唇吻之间流泻、键盘之间奔跑的言语激流，并非柔弱无力，完全可以匹敌于刀锋 

之锐、岩石之坚。从人的言语表达力到言语创造力，从富有个性特色和思维内涵的主体表达力到洋溢着 

生命活力、迸发出心智灵感的精神创造力，语言的思想核心与表达形式之间的“文质彬彬”合成了创造 

世上最伟大文明的一种强盛力量——新时代汉语的传世经典，当然需要培植以新思维为内核的优质表 

达力乃至伟大创造力，舍此别无它途！

On the Power of Expression

PAN Yo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found and rich implications of human languages, starting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It holds that when socialized language 
finds its way into individualized speech, the latter, as outward expression of individual agents, often 
transforms itself into an intellectual exercise rich in expressiveness and power of creativity, touching the heart 
and mind of receivers. It stresses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expression in the spiritual production chain of human 
beings, and reflects on the neglect and deep absence of " expressi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usag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of n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 construction i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of members of all social strata ( here abbreviated as power of 
expression) . Because high・quahty expressive power directly feeds into spir让ual creativity, it undoubtedly 
projects itself as a unique true power of a nation, "soft" externally but "hard” internally. In other words, it is 
an inestimably powerful wcore capital” of a nation modernizing itself, with its strategic added-value forever on 
the rise in bolstering far-reach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nguage ； speech ； expression ； expressiveness ；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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