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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语言意识形态
*

完 权

提要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从理论语言学视角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语言意识

形态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社会性为基点，分析了语言运用中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这可

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价值论、交织论、实践论。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把握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

系，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语言意识形态 价值论 交织论 实践论

1． 引论

在语言学界，关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认

识，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索绪尔和斯大林。
一百多年来，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到乔姆斯基的形式主义语言学，都把语言的形式

特征当作语言的根本性质，认为语言是天赋的自立的形式化系统，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意义之

间是基于编码属性的抽象的二元符号关系。因为意识形态不言而喻属于语言的内容，所以相

当一部分语言学者忽视了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1950 年，斯大林发表文章批判马尔附会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语言学说。这当然是进步，

可是，他也并未回归马克思，而是走向了以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界定语言的道路。这种注重形

式的观点，只看到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而忽略了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功能。
但在生活中，常常能够观察到语言相关的意识形态事件。只要我们还在说话，语言意识形

态就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幽灵”。本文尝试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

态》，并用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加以诠释，由此来谈谈我们对语言意识形态的初步认识。

2． 总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于 1845 年底至 1846 年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基

本理论，也富含理论语言学价值，包含许多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语言和意识问题的代表

性意见。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评价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了马克

思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语言的产生和发

展同社会物质生活、同人们的劳动过程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1960: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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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观以社会性为根本出发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意志意

识形态》明确指出: “语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

1960: 34)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笔下的“交往”更多地需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因此，

语言就不是简单的二元符号，而是特定社团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还

说过:“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 马克思、恩格斯，1979a: 36) “语言本身是一定

共同体的产物，正象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

存在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1979b: 489) 这些名言都从不同角度点明了语言的社会性。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理解，语言意识形态研究不可把抽象的语言体系从具体的言语中剥

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空壳，对具体的语言使用的分析也不可孤立于背后的整个语言系统。语言

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语言，看重的是语言、言语和话语中共有的社会性的一面。偏重形式的语言

理论容易导致语言研究与其社会历史的割裂，导致观察人的交际与社会历史发展语境的剥离。
而从语言的社会性出发，才是理解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关键。

3． 分论

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全面探讨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但是，即便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没有使用“语言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没有说“语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他们也已经这

么做了。他们以社会性为基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语言运用中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
3．1 价值论: 语言对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

要辩证地把握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首先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功能

与本质特征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本功能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

1960: 54) ，即为维护或颠覆某种现存的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辩护。而意识形态的本质

特征，“最基本的要素是: 价值观的理论体系”( 陈锡喜，2018: 9) 。所以，只要是表现出特定阶

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关系的价值取向，并发挥了维护其利益合理性的作用，就可以判定为具

有意识形态属性。
语言反映了“价值观”。这里主要指的不是语言的内容，而是语言的形式，及其使用方式。

这一点是斯大林没有注意到的。他认为:“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

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 斯大林，1953: 10) 斯大林

强调了语言的全民性。不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有这样的论述:“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

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

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例

如，propriété，Eigentum〔财 产〕和 Eigenschaft〔特 性〕; property，Eigentum〔财 产〕和

Eigentümlichkeit〔独特性〕; 重商主义意义上的和个人的意义上的《eigen》〔“自有”〕; valeur，
value，Wert〔价值〕; commerce，Verkehr〔商业，交往〕; échange，exchange，Austausch〔交换〕，等等。
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在其他的现代

语言中，情况也完全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1960: 255)

这一段话通过词源分析，论证了语言中至少有一部分词汇反映出，生产关系决定了语言的

形式，特定语言成分是特定阶级社会活动的产物，而这样的语言在使用中也在为特定的阶级利

益服务。确实，正如斯大林所言，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能使用同一系统内的语言，

但是这种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利益的语言，即便为无产阶级所使用，也依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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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跳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框架，无产阶级不过是使用反映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语言

在说话。这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都是由语言塑造出来的。这套概念框架是符合资产阶级特

殊利益的，对资产阶级有特殊价值，但全民的使用，使得资产阶级的利益被“说成”是全民的利

益。这就是语言意识形态。甚至，这套语言系统，就是把个别人的利益说成所有人的利益的工

具，因为这套生产关系也没有别的语言系统可以表达。所以资产阶级用这套语言来证明自己

的利益是“毫不费力”的一件事。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被资产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所辖制，他

们清醒地意识到，资产阶级语言体系的丰富性是以压制无产阶级语言的发展为代价的，马克

思、恩格斯的功劳恰恰在于，通过建构“社会基本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剥削”
“资本的贪婪”“无产阶级革命”，将属于无产阶级的“语言体系”从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中解

放出来，逐步形成“无产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虽然工人、无产者只是在潜意识里有代表自

己利益的朴素价值诉求的“语言意识”，但只有等到经典作家创立起一套论证无产阶级利益的

概念体系和与此相适应的话语体系，才获得真正的觉醒，工人阶级才从语言上的“被迫依附”
变为“自主表达”，才拥有了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语言。一个社会中不同的阶级或社团互相能

听懂彼此的表达，并不能掩盖使用中价值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这种差异小到社团，大到

国家，在语言变体的选用和语言的选用中都有显示。这都是语言意识形态性的表现。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葛兰西的意识形

态霸权理论———为重要渊源的批判话语分析学派，明确提出了“语言作为意识形态”( Kress 和

Hodge，1979) ，探索了故事、仪式、幽默、隐喻等多种话语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探讨了在日常

话语层面霸权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甚至考察了对处于支配地位的意义和意识形态进行的

抗争和抵抗形式是如何出现的( Van Dijk，2011: 287) 。这些研究的远源，不能不说就是《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的语言意识形态价值论。
3．2 交织论: 语言和意识相互交织

语言意识形态价值论的根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意识交织论，即意识生产、物质交往、
语言三者的交织，原文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

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

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

产也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1960: 29) 关于精神和物质，亦即意识和语言的关系，还有一段

论述:“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

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

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1960: 34) 这里采用了“纠缠”表达“交织”的意思。
交织论的关键，是精神生产，包括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语言中才得以实现。结合

价值论，可以认为“交织”和“纠缠”表达出: 语言塑造人的精神。具体到意识形态，则可以推

论: 语言使用塑造使用者的意识形态。
语言系统预置了意识形态，价值观体现在语言使用中。语言和意识的交织，使得语言成为

特殊的社会机制。学会使用一门语言，就默认了使用这门语言的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一

个人学会使用一门语言以前，使用这门语言的社会已经公约性地对世界做好了范畴划分，包括

意识形态诸范畴，而这种范畴划分和语言交织在一起。一个长期为“仁义礼智信”的价值意识

与文化语汇所塑造的人，无法真正理解和表达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民主、博爱”; 同样，满嘴

“自由、民主、博爱”的人也无法深刻理解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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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也无法认同并承担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历史使命。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不

只表现在语言的内容传达了意识形态，而且表现在语言的基本形式也可以是意识形态的反映。
《德意志意识形态》描绘了意识形态在语言使用中的自然流露:“他用一种经典式的、美文学式

的、意识形态的语言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例如: ‘有人认为，享用咖啡、糖等等纯粹是消费;

然而，难道这种享用在殖民地那里不是生产吗?’他可以同样成功地问: 对于黑奴来说这种享

用不是享受鞭子的滋味吗? 在殖民地这种享用不是生产毒打吗?”( 马克思、恩格斯，1960: 611)

价值论和交织论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 Sapir，1928) 的共鸣:“人类不

是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活动世界中，而是生活

在已成为该社会表达中介的具体语言的掌控之中。……事实是，‘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无

意识地建构于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之上……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这些视觉、听觉及其他经验

感受，都是因为我们所在社会的语言习惯预设了某些理解方式。”①这里的“某些理解方式”必

然包括“意识形态”的理解方式。
用认知科学的观点来看待语言意识交织论，就是“认知无意识”( cognitive unconscious) 。

这是大脑里无法有意识地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来认识的结构。表现在语言里，主要就是框架

语义学所说的概念框架。语言因为框架的作用而吻合世界观的基本范畴。当然，并不是说，说

同一种语言的人都拥有同样的世界观，而是说，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有着同一套表达世界观的语

言框架。不管他持有何种世界观、价值观，只要使用这种语言，其论辩体系就已经被这种语言

锁死了。除非能够在既有语言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也就是重建框架。语言承

载并唤醒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体系。而意识形态，译作“观念体系”可能更显明( 韦森，2019) 。
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 Lakoff，2004: 100) 指出: “框架是一种常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以某种方式被加以框架。”他把框架语义学应用于分析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实例，从而说明政

客们是如何使用语言手段激活民众的概念框架，达到操弄意识形态、操纵民意的目的。这些手

段不只是词汇手段，而且包括语法手段，比如复数形式的使用等。这就说明，语言和意识形态

的交织可以深入语言系统的底层，而美国政客在政治实践中则谙熟此道。
3．3 实践论: 意识形态反映在语言实践中

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联是内在的，而语言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则是外显的、具体的、现实的、
社会的，亦即，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把语言看作一种实践活动，因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

实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
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

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1960: 34)

“语言和意识”这段话揭示了实践性的根源是社会性。“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

自己存在”，意味着语言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而语言的社会性先于语言的个人性。这一点

可以从社会语言学对身份意识( identity，一译“认同”) 的研究中一窥端倪。语言除了传递信息

功能外，还具有象征功能，即同样的内容在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后能够传递不同的内在信息。
语言的身份意识功能就属于象征功能，指的是个体对自我的主观意识，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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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重要的个人类属标记，并且更多地是在社会层面上( Edwards，2009: 55、16、22) 。说话者

会根据自己希望被交谈对象看成怎样的人来调节自己的语言表达。怎么说常常比说什么更重

要，因为怎么说刻画了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斯大林( 1953: 14) 从语言全民性出发质疑: “这些

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相互交谈是经过翻译的呢? 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

说英语?”事实上，诺曼征服后，“英语沦为英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而宫廷、贵族等

团体讲诺曼法语( 李赋宁，1991: 95、190) 。贵族即便和下层人民交谈不需要翻译，也不会在宫

廷中讲英语，因为使用特定的语言是和本阶级的相互认同，是身份的象征。一个社会两种语言

固然是极端的情况，但即便在同一语言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反映阶层的社会变体，社会语言学的

发展已经证明了社会结构对语言的变异和变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不过，承认语言使用的

阶层差异并不意味着语言因阶层或意识形态而分裂，或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词库。封建皇

帝可以自称“朕”，并听得懂普通百姓自称的“草民”，反之亦然，这说明了他们可以掌握共同的

词库; 但他们不会互换自称，这说明了语言使用反映了身份意识。新兴阶级也可以通过改造语

言系统及其表达方式改造意识形态，反之，意识形态的革命也推动了语言体系的变革，正如五

四“白话文运动”和后来的“大众语运动”所做的那样。当然，现在不应苛求斯大林在他那个时代

能够了解语言的社会分层，以及在阶层差异上所附着的利益诉求的异质性和价值承载的差别性。
“语言和意识”这段话中语言的现实性，要从意识的现实性来理解。意识不是抽象的，它

在现实中都是具体的，属于某个确定的人。基于语言和意识的交织，我们也不能把语言只看成

抽象化的符号。辩证地看，语言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语言是使用中的语言，是现实的具体

的实践，是活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防止片面地仅仅从结构、形式、符号的角度来看待语

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很多例子分析现实的语言是如何体现出意识

形态的，堪称批判话语分析的先声。一个生动的例子是: “一个美国佬来到英国，在那里碰到

保安法官阻止他鞭打自己的奴隶，他气冲冲地道: Do you call this a land of liberty，where a
man can’t larrup his nigger? 〔你们把一个不准人鞭打自己黑奴的国家叫作自由国家吗?〕”
( 马克思、恩格斯，1960: 229) 这个例子深刻揭示了“自由”的虚伪性、阶级性。在词语的使用

中，意识形态和词语形式“交织”在一起，充分表现了说话人的价值观。这是无法仅仅凭借查

字典就能认识清楚的，必须放在语言的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 1960: 525) 还总结了从语言

表象中剖析意识形态的原则:“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

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

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语言意识形态实践论无疑能得到现代语用学的响应。语用学家 Verschueren ( 2012: 10－

20) 尝试使用四条命题来定义意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 第一，“我们可以把任何与社会

‘现实’( 特别是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领域) 有关或涉及的基本意义模式或解释框架视为意

识形态，它们被认为是常识性的，并且常常以规范的方式运作。”第二，“意识形态最明显的表

现( 之一) 是语言使用或话语，它可以反映、构建和 /或维持意识形态模式。”

4． 申论

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把握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即承

认事物的存在和运动是一个内在有机整体的思想( 张一兵，1985) ，从拒斥抽象的本体论同一

性思维、思辨的总体性思维以及抽象的实证思维，在社会历史的辩证总体性中把握事物(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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骞、唐解云，2021)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概念”( 俞吾金，2009: 68) ，“存在

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中，……综合地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表现出来，并通过纵向的

领域体现出层次性。……凡是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中包含的反映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矛

盾与冲突的内容，便是意识形态。”( 陈锡喜，2018: 15) 因此，要判断语言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

一要看语言是否反映不同群体或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二要看语言是否体现特殊利益

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两点显然都是肯定的。
所以，语言和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并非所有语言系统的组成部分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也并非都不具有; 事实是，在某些语境下( 包括时代背景、主题领域、言谈主体等等) ，可以从一

些词汇、语法或用法形式及其使用中解读出意识形态属性。这样理解，既有助于抵制“去意识

形态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也避免“泛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扩大化”的倾向。

5． 结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社会性为基点，分析了语言运用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语言意识

形态价值论、语言意识交织论和语言意识形态实践论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整体。辩证地而非机

械地把握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不能简单地说“语言

是意识形态”或者“语言不是意识形态”。比较符合事实的说法是: 透过语言的使用，语言系统

的各个层面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语言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是，不仅语言的

内容，语言的形式也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在这里，语言的形式，不仅指词汇形式，而且指语

言的使用特征，包括修辞和语用，甚至语法。因此，要辩证地看待语言意识形态问题，生活在复

杂的意识形态社会中，万万不可忽视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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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sed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surrounding Mandarin dialects．
Keywords: Zhanghu cluster of Jin group in Inner Mongolia，entering tone，the merge into falling-rising tone，

the merge into yinru tone，the merge into level tone，the merge into falling tone

SUN Bojun，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Hexi dialect in the 12th century reconsidered
According to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so called “36-character Chinese alphabet” in Tangut rhyme book

Wuyin Qieyun，Gong Huangcheng’s research on the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as well as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Sanskrit dharani produced during the Tangut reg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Hexi dialect spoken during the 12th centu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me features were inherited
from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while others are variants of Tanguto-Chinese．
Keywords: Tanguto-Chinese，Hexi dialect，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Tangutology

CHU Taisong and CHEN Yuncong，Phon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Sanskrit and Chines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phonology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Indian Buddhist scriptures，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gained increasing
knowledge of Sanskrit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onology gradually became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They pioneeringly broke through the limits of ideographic characters which is a mileston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Based on their studies of Sanskrit letters and spellings，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notic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honological systems via Sanskrit-Chinese comparison，and they observed more details
concerning the place of articulation，manner of articulation，medial vowel，syllabic ending and the combination and
change of syllables in Chinese． As a result，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was outlined in the form of rhyme tables，
which reflects the influential role of Sanskrit-Chinese comparison in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phonology．
Keywords: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Sanskrit and Chinese，Sanskrit，Siddham，phonology

FENG Shengli，The ancient ideas of gua ren ( 寡人) and triple-evidence method
In Archaic Chinese，the gua ( 寡) in feudal lord’s appellation gua ren ( 寡人) is generally interpreted as

“modesty”or“pride”． However，no clear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to support such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the double-evidence method proposed by Wang Guowei， this paper proposes a triple-evidence method by
integrating three types of evidential attestations，namely，the unearthed materials，the extant historical written
materials and the ancient ideas which determine word interpretation．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gua was not a
modest appellation for self-effacing but an honorific title denoting“the one who has no competitors”． Hence，

the paper claims that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words should not be verified only by unearthed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but also by the ancient ideas that might have given rise to its semantic source and trajectory．
Keywords: gua ren ( 寡人) ，double-evidence method，multi-verification of semantic trajectory，logic-certainty
of the Qianjia School

WAN Quan，The linguistic ideology of The German Ideology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explanations on the ideological view of language in The German Ideology from a

Marxist theoretic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sociality of language，Marx and Engles analyzed the
ideological propertie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language use，which can be understood in three ways: social value，

the interweaving of language and ideology，and linguistic practice． A dialectical rather than a mechanical grasp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ideology needs to follow the Marxist idea of totality．
Key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linguistic ideology，social value，the interweaving of language and ideology，

linguist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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