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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本质的哲学反思

马　明 , 陈　瑶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　　　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 隐喻与明喻的区别并不在于缺省了比喻标志词 , 而在于隐喻是

直陈 ,明喻是修饰和形容。隐喻是利用结构比较清晰的概念来系统认识未成形的经验或概念的过

程 ,正是这一过程产生了隐喻的认知性。隐喻并不是表达现成的 、明摆着的相似性的一种手段。

隐喻相似性是人类认知创造性的结果。这种创造性使隐喻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重要的手段。

隐喻直陈性使隐喻意义不再依赖于隐喻表面包含的语义冲突 , 而完全依赖于语词的通常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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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作为启发人 、感动人的艺术一直是修辞

学和诗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隐喻的修辞效果及其

与其他相邻的辞格的差别得到了深入细致的研

究。20世纪 70年代以来 ,隐喻的认知性受到前

所未有的关注 ,形成了对隐喻研究的“狂热”。目

前 ,隐喻已成为众多学科领域的热门话题 ,哲学也

不例外 。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到康德 、黑格尔 、

尼采 ,再到利科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 ,众多哲学

家都对隐喻作过认真的思考和精辟的论述 ,对隐

喻的本质进行过犀利 、深邃的洞察。本文从哲学

的角度 ,以隐喻的认知性为主线 ,主要探讨与隐喻

本质有关的四个问题:隐喻与明喻 、隐喻的界定 、

隐喻相似性及隐喻语义冲突。关于这些问题的阐

述 ,古今中外 ,浩如烟海。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审

视 、反思这些观点已经成为当今隐喻学界所面临

的一大紧迫任务 。从这一立足点出发 ,本文主要

讨论目前人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的流行观点 ,尝试

对隐喻认知本质的传统认识进行部分修正。

一 、隐喻与明喻

传统上 ,对隐喻的讨论总是涉及与之相邻的

辞格 ,如比拟 、明喻和借代等 ,尤其是明喻 ,几乎被

认为是隐喻的孪生兄弟 ,逢隐喻必谈明喻。然而 ,

要弄明白隐喻与明喻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了解它

们的上位概念“比喻” 。陈望道先生提供了非常精

辟的解释:“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

点 ,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

思想的对象的 ,名叫譬喻。现在一般称为比喻。

这格的成立 ,实际上(需要)有思想的对象 、另外的

事物和类似点等三个要素 ,因此文章上也就有正

文 、譬喻和譬喻语词等三个成分。凭着这三个成

分的异同及隐现 ,譬喻辞格可以分为明喻 、隐喻 、

借喻。”[ 1] 68就隐喻与明喻之间文字表达特征的区

别 ,陈先生明确指出:“明喻的形式是`甲如同乙' ,

隐喻的形式是`甲就是乙' , ……如用风喻君子之

德 ,用草喻小人之德 ,在明喻应用`君子之德如风 ,

小人之德如草' ;在隐喻却用下列形式:̀君子之

德 ,风也;小人之德 ,草也' ”[ 1] 73 。不难看出 ,隐喻

被认为是与明喻并列的一种比喻 ,其差别在于语

言形式:明喻使用明确的譬喻标志词 ,如“如同” 、

“好似” 、“像”等 ,而隐喻却不用 。换句话说 ,隐喻

和明喻的含义都可以顾名思义:同为比喻 ,如果比

喻标志词隐没 ,即为隐喻;如果比喻标志词明现 ,

则为明喻 。

在西方 ,亚里士多德首先明确指出隐喻和明

喻的差别 。在《修辞学》中 ,亚氏认为“明喻也是隐

喻 ,二者的差别是很小的” ,接下来便举例说 , “诗

人(指荷马)说`阿喀琉斯像一只狮子猛冲上去' ,

这个说法是明喻;要是诗人说 , `他这狮子猛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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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这个说法就是隐喻 ,由于二者都很勇敢 ,诗人

因此把意思对调 ,称阿喀琉斯为狮子 。使用明喻

应当和使用隐喻一样 ,因为他们也是隐喻 ,二者的

差别有如上述”[ 2] 173 。亚氏认为两者在语言形式

上的差别在于:“明喻……也是隐喻 ,差别在于须

加说明。”[ 2] 192显然 ,亚氏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学者

的看法如出一辙 。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西方

的隐喻研究。即便在今天 ,众多语言学家或哲学

家 ,包括影响巨大的学者 ,如塞尔 、戴维森 、雷科夫

等 ,都接受了亚氏这一观点 ,利用“是”和“像”来区

分隐喻和明喻。

从这种传统的观点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推

论:如果隐喻与明喻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在于缺省

的比喻词 ,那么只要给隐喻表达式加上比喻词 ,隐

喻就变成了明喻 ,就像句(1)和(2)之间的关系那

样:

(1)老师就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座灯塔 ,照

亮了我前进的方向;

(2)老师就像我人生旅途上的一座灯塔 ,照

亮了我前进的方向。

不难看出 ,这种通过是否出现比喻词来区分明喻

和隐喻的观点过于简单和表面化 ,使得对隐喻的

研究刚开始便走到尽头。更为重要的是 ,它误导

了隐喻研究的对象。句(1)和句(2)到底有多大区

别? 说的都是老师某一方面的特征 ,喻体 、喻底也

都相同 ,无非“老师就是……一座灯塔”比“老师就

像……一座灯塔”语气更强烈些罢了。至此 ,我们

发现句(1)、句(2)实际上属于同一类语言现象 ,在

本质上并没有根本区别。所以 ,将注意力集中在

类似句(1)上的所谓的隐喻研究犯了方向性的错

误 ,无法揭示隐喻的本质 。

另外 ,许多隐喻无法通过加上比喻词 ,构成相

应的明喻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例如:

(3)她的拒绝让老张他们火冒三丈。

无可否认 , “火冒三丈”是个隐喻 ,但句(3)却无法

用带比喻词的明喻来表达(我们不说“像火那样冒

三丈”)。事实上 ,不使用隐喻 ,还有什么更直接的

方式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吗? 我们可以说发火 ,

但发火也是隐喻 。生气呢 ?恐怕也同样是个隐

喻。人类的语言中存在的大量隐喻都无法通过加

上比喻词转化成明喻 ,也无法用其他更直接的方

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吓一跳”就是这样。我们

并没有跳起来 ,但我们似乎总是说“吓了我一跳” ,

而且找不到更直接的表达方式 。类似的例子不胜

枚举 。拿“心”来说 ,据《现代汉语词林》的统计 ,以

“心”字作为述谓单元构成的词有 430个左右 ,大

部分含有隐喻性特征 ,常见的有:心眼 、心扉 、心

宽 、心高 、心软 、野心 、雄心 、放心 、操心 、关心 、担

心 、呕心 、散心 、揪心 、亏心 、芳心 、闲心 、戒心 、多心

等等。这些例子提示我们 ,隐喻并不是一种可有

可无的语言表达方式 ,很多时候 ,隐喻是我们表达

思想 、说出我们要说出的东西的唯一途径。

那么 , 关于隐喻与明喻的讨论中所涉及的

“像”与“是”的问题 ,我们认为 ,在使用隐喻表达思

想的对象时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比喻 、形容 ,实际

上是在直接陈述 , “看似`像' ,实是`是' ”[ 3] 335 。

我们把山的基础外露的部分叫山脚 ,实际上那不

是“脚” ,它不会走路 ,也没有感觉 ,更没有“脚”通

常所具有的血管 、脚趾以及皮肤 、肉和骨骼的结

构 ,但我们仍然称之为“脚” ,而且似乎没有其他叫

法 ,因为那一部分在我们的认知概念中就是“山

脚” 。换句话说 ,“山脚”并不是我们所思考的这一

概念的比喻性叫法 ,否则我们就应该有另外更加

直接 、非比喻性的叫法了 。只有将视野再开阔一

些 ,我们才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有山脚这一表达方

式。关于山 ,还有山顶 、山脊 、山腰 、山口 ,英文中

有山肩(the shoulder of the mountain)的说法 。这

很有启发性 ,因为这种命名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

线索 ,使我们认识到在隐喻的使用中 ,结构性相似

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我们似乎是通过将人体

的结构赋予山体 ,才认识了山体 ,最终获得了上述

的表达方式。许多典型而重要的隐喻都说明了这

一点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生”和“花朵”之间

的隐喻:一个人一开始会被看做一株幼苗 ,之后是

含苞待放的花朵 ,进入精力充沛的成年被说成是

盛开的鲜花 ,而年老之后就是残花败柳 ,即将凋谢

了。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看 ,隐喻的意义就在于

它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这

个世界 。要是不借助这种隐喻途径 ,很难想象我

们怎样去谈论山脉 、人生以及其他更加抽象的领

域 ,如人类的精神世界以及人的肉眼无法看到的

现代科技的研究领域 。

最后 ,怎样看待类似句(1)、句(2)语言特征不

同 、但并不存在本质区别的表达方式呢 ?仔细观

察 ,我们不难发现句(1)、句(2)所依赖的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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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下文所说“所喻” ① 与“喻体”)之间属性上的

相似 ,而不是结构上的相似 。这与隐喻不同。两

句说的都是老师在功能 、作用方面像一座灯塔 ,为

那些需要导航的人指引方向。所以 ,虽然许多学

者从修辞的角度将句(1)划入隐喻的范畴 ,但从哲

学或认知学的角度来看 ,它也是明喻 ,因为它所依

赖的并不是结构相似性 ,而是属性相似性 ,是在打

一个明显的比方 。同样的道理 ,说“老王像个老狐

狸”和“老王是个老狐狸”或者干脆说“老王这个老

狐狸”实际上都是在使用明喻 ,所要表达的无非就

是老王的某种特征 ———很狡猾。如上文所述 ,如

果把前者称做明喻 ,后两者称做隐喻 ,那么隐喻研

究就找错了对象 ,无法洞察隐喻所隐含的奥义 。

所以 ,隐喻与明喻之间的区别在于明喻双方

之间存在的是属性相似性 ,而隐喻双方之间存在

的却是结构相似性。明喻是在形容 、修饰 ,而隐喻

却是在直陈。

二 、隐喻的界定

如上所述 ,对隐喻的界定不能只考虑语言的

表面形式 ,而要考虑所喻和喻体在认知概念中相

似性的本质。首先 ,在隐喻中 ,所喻对喻体在概念

上存在依赖性。与所喻相比 ,喻体往往较具体 、明

确 、完整 ,所喻可以借助喻体形成概念结构。例

如 ,与金钱相比 ,时间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 ,在

形成时间概念的时候 ,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

都利用了金钱的概念结构:

(4)上网浪费了他很多时间;

(5)那件事情根本就不值我的时间;

(6)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英语语法;

(7)平常周末不休息就可以攒一个较长的假

期;

(8)如果可能 ,我愿意沿街乞讨 ,求过路人给

我一点时间。

形成时间概念还可以借助于流动(或向我们走来)

的物体的概念结构:

(9)光阴似箭 ,时间飞逝;

(10)因为把时间轻轻放过 ,许多人终生默默

无闻;

(11)时间不会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处

理而稍停片刻;

(12)要是一个人连时间究竟过得快还是过

得慢也不觉得 ,他便是最幸福的了 。

还可以借助于有价值的 、有数量的东西来形成时

间的概念结构:

(13)一寸光阴一寸金;

(14)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

(15)凡是想获得优异成果的人 ,都应该谨慎

地珍惜自己的时间 。

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就是这样获得的 。要是不借助

于金钱或是流动的物体或是别的具体事物的概念

结构 ,人类的认知中将不会存在时间的概念结构 ,

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将无法完成 ,甚至无从开始 ,我

们将不知道如何去谈论时间。总之 ,隐喻是形成

新的概念结构的过程 ,没有隐喻 ,要形成所思的对

象的概念结构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所喻与喻体概念结构的不

完全对应性:虽然所喻借助喻体形成概念结构 ,但

喻体中只有一部分结构得到利用 。例如 ,大脑的

概念结构可以利用机器隐喻来形成:

(16)今天我脑子不太灵活;

(17)开动脑筋 ,你会找到办法的;

(18)在农村呆了几年后 ,他的脑子都生锈

了;

(19)政治家的脑子是个很神秘的器官。早

上他们一起床 ,它就开始工作 ,一直持

续到他们开始发表演说 。

可以看出 ,机器的运转 、功能部分被隐喻所利用 ,

而其他成分 ,如机器由很多零件组成 ,机器运转时

产生噪声 、发热等 ,就没有被用于形成大脑概念的

结构 。实际上 ,隐喻之所以成为隐喻 ,就在于喻体

结构只有一部分参与隐喻形成所喻概念的结构 ,

否则所喻概念和喻体概念就是一回事了 。

哪些成分被隐喻所利用与文化有关 ,主要取

决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约定。英语和汉语中

都利用人体作为喻体来形成山的概念结构。英语

中有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山头)、the foot of

the mountain(山脚)、the shoulder of the mountain

(山肩)的说法 ,却没有山腰 、山嘴的说法 。

实际上 ,采用何种喻体来表达所喻也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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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例如中国传统医学多使用阴阳 、气 、火 、风

等概念作为喻体来构建中医学概念的结构:阴虚

阳亢 、理气活血 、清热泻火 、疏风散寒 、滋阴降火。

这些隐喻是如此具有中国特色 ,很难想象将它们

用于西医理论 。相反 ,西医则偏向于利用斗争作

为喻体来形成有关概念的结构 。西医中大量存在

的以 anti(抵抗 、防御)为词缀的医学派生词就是

很有说服力的例子:ant ibody(抗体)、 antibiotic

(抗生素)、anticancer(抗癌的)、antisept ic(防腐

的)、antipruritic(止痒的)、antiinfectic(抗感染

的)、antiinflamato ry(消炎的)等等。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谨慎而合理地为隐喻作

一界定:隐喻就是利用在语言层面上比较成熟 、有

比较清晰的结构的概念 ,来系统认识 、描述在语言

层面上未成形的经验或概念。在隐喻中 ,具有较

明确的形式的概念所提供的结构对人类的认知起

着指导性的作用 ,使那些结构未成形的概念逐步

成形 ,从而帮助人类完成对这些概念的认知。

三 、隐喻相似性

相似性在隐喻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 。传统修

辞学及当代认知隐喻学都认为 ,所喻和喻体之间

存在着某方面的相似性 ,才使得隐喻成为可能。

正如束定芳所说 , “相似性是隐喻赖以成立的基本

要素”[ 4] 。所以学者历来对相似性十分关注。然

而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谈论相似性必须十分谨

慎 ,原因在于隐喻是未成形的所喻借用已成形的

喻体的概念结构来形成自身概念结构的一种认知

方式 ,隐喻相似性是在隐喻的过程中产生的 ,是人

类认知创造性的结果 ,而并非事先现成地存在于

所喻和喻体之间 。隐喻对于人类认知的真正价值

就在于这种创造性 ,因为只有如此才使所喻成为

有结构的概念 ,我们才能够用语言谈论它 。一个

明显的例子便是人们利用人类社会的概念作为喻

体来描述蚂蚁的“社会生活” :蚁后 、工蚁 、兵蚁 、役

蚁等 。蚁后与人类社会中的皇后的相似性并不是

现成地明摆着的 ,而是人类利用自己对阶级社会

和等级制度的经验作为喻体来认识蚂蚁的生活而

自然得到的认知结果 。我们没有别的叫法来称呼

蚁后 ,这本身也说明蚁后并不是一种形容 ,而是直

陈。

至此 ,我们可以看到 ,隐喻相似性的创造性赋

予隐喻另一重要特征:直陈性 。从哲学角度看 ,认

为隐喻用“是”来表达所喻和喻体之间的关系的观

点实际上很正确 ,不过传统的观点只注意语言形

式的表面特征 ,没有看到隐喻就是对事物的直陈 ,

而不是形容 ,从而把问题表面化了 。例如:

(20)她就像当代的爱因斯坦;

(21)她就是当代的爱因斯坦;

(22)她的心都碎了 。

句(21)使用了“是” ,所表达的意思仍然是“像” ,除

语气稍强以外 ,与句(20)并没有差别 ,所以严格来

讲也属于明喻的范畴 。但句(22)却不同 ,句中没

有出现喻体 ,暗藏的喻体似乎是某种易碎的物体 ,

如玻璃瓶 、陶瓷制品或冰雕艺术作品 ,但当我们像

明喻那样把喻体说出来时(她的心像玻璃瓶那样

碎了),我们就会马上发现这个明喻并不能表达我

们的意思 ,因为心碎不会像玻璃瓶那样碎 ,也不像

陶瓷制品或冰雕艺术作品那样碎。心碎是心的一

种本质特征 ,易碎物品所起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

概念结构 ,帮助我们认识了心的这一特征 。除了

说心碎以外 ,我们再没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

来说出这种心理状态 ,因为心碎这种说法本身就

已经是在直陈 。这足以揭示人类在认识这一特征

时的认知过程 。关于这一点 ,陈嘉映以推理和走

路之间的隐喻为例 ,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解释:“我

说你这个推理不成立 ,跳跃太多了 ,这时我通常不

说如果咱们把推理比作走路的话 ,你这个推理跳

跃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咱们把推理比作走

路这话隐含:我们可以不把推理比作走路 ,然而 ,

我们恰恰始终是从步骤 、跳跃等成形的结构来理

解和谈论推理的”[ 3] 334 。

的确 ,隐喻表达的直陈特征在日常语言的大

量例子中表现得一览无余:

(23)他总是扭曲我的观点;

(24)这种恐怖笼罩着整个城市;

(25)太阳的光线播撒在茫茫的戈壁滩上;

(26)为人民服务的信念铸就了他伟大的一

生。

这种表达方式的存在揭示了人类认知的某些特

点 ,正如内格尔指出 ,人类拥有发现新的认知对象

和熟悉的事实之间的相似性的深刻天赋 ,“这样的

新东西由于被归结到已确立起来的特征下而得到

掌握 。人们的确倾向于使用熟悉的关系系统作为

在智慧上借以同化起初陌生的经验领域的模

型” [ 5] 。

隐喻过程能够创造相似性的特征对于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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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极其重要 ,尤其是在科学理论发展的初

期阶段 ,因为科学家对于事物的认识和阐述并不

是一开始就凭空获得严格的逻辑表达 ,相反 ,如果

他们所探索的事物具有创新性的话 ,那么 ,他们就

必须借助于丰富的想象 ,利用熟悉的概念来理解

未知的概念 ,使未知事物获得语言表达 。即使到

了理论发展的成熟阶段 ,隐喻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

因为既然科学理论是在隐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那么科学理论的概念结构就是隐喻性的 ,就好

比建筑物的框架一样 ,建筑物再壮丽 ,框架结构的

基本性质和建设初期是一样的 。自然科学中最基

本的隐喻性术语的大量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重

力 、星系 、食物链 、亲和力 、磁力线。最著名的例子

是关于苯环的科学发现。苯环的阐释使有机化学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对整个人类的生活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据凯库勒(Kekule , 1829 —1896 ,德

国化学家)的回忆 ,对苯环的认知即来自隐喻:“我

把座椅转向炉边 ,进入半睡眠状态。原子在我眼

前飞动:长长的队伍 ,变化多姿 ,靠近了 ,连接起来

了 ,一个个扭动着 ,回转着 ,像蛇一样。看 ,那是什

么? 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在我眼前轻蔑地旋

转。我从电掣中惊醒 。那晚我为这个假说的结果

工作了整夜”[ 6] 。此后 , 苯环蛇状的链式结构不

仅在有机化学中成为最重要的概念 ,被借用到生

物学 、基因学中 ,也取得不可动摇的地位 。可以

说 ,科学需要隐喻 ,在某些情况下它是我们表达意

思的唯一方法[ 7] 。

总之 ,隐喻相似性和创造性总是结合在一起

的。“我们简直分不清是因为两者相似我们有了

隐喻抑或我们有了这个理解因此创造了两者的相

似。”[ 3] 334所以隐喻并不是表达现成的 、明摆着的

相似性的一种手段。相反 ,很多情况下 ,隐喻创造

了相似性。从认知的角度看 ,这正是隐喻的价值

所在 。

四 、隐喻的语义冲突

隐喻的语义冲突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

被认为是隐喻的本质特征之一:“隐喻的突出特点

之一是语义冲突 ,它是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 8] 。

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 ,隐喻涉及的所喻和喻体往

往属于不同的范畴 ,因此隐喻必然在字面上存在

语义冲突 。“隐喻是从一个自我毁灭 、自我矛盾的

陈述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自我矛盾的句子。所谓

`毁灭' 应该是字面意义的毁灭 。而在这`毁灭' 过

程中 ,新的意义也就同时诞生了。”[ 8]例如:

(27)史密斯教授是一本活字典。

显然 ,史密斯教授不是字典 ,更无从谈起是活字

典 ,所以句(27)存在语义冲突 ,读者或听者正是通

过这种冲突发现该句是隐喻 ,从而启动隐喻理解

程序 ,通过相应的模型得出史密斯教授知识渊博

的理解。

首先 ,这种观点依赖于真值条件意义理论 ,与

利用“像”和“是”来区分明喻和隐喻的观点一样过

于表面化 。按照这种说法 ,只要把是换成像 ,这种

语义冲突就消除了 ,因为在某一方面 ,史密斯教授

的确像一本活字典:

(28)史密斯教授像一本活字典。

然而 ,如前所述 ,句(28)与句(27)相比 ,除了语气

较柔和以外 ,本质上没有区别 ,我们对两句话的理

解也是相同的 。所以语义冲突所依赖的真值条件

意义理论在谈论隐喻时缺乏说明力 ,无法帮助我

们更深入洞察隐喻的实质 。

另外 ,隐喻语义冲突的观点隐含隐喻包含两

种意义: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 。在使用隐喻时 ,字

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不相符 。对于句(27)来说 ,字

面意义就是“史密斯是字典” ,而隐喻意义就是“史

密斯知识渊博” 。这种观点在解释句(28)时会碰

到巨大的困难 ,因为既然该句不存在语义冲突 ,那

么它所表达的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就是重合的 ,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想要表达的仍然存在于

字面之下:史密斯知识渊博。

更重要的是 ,隐喻语义冲突的观点掩盖了隐

喻的本质 ,这一点从上文的论述中不难看出 。隐

喻既然是利用成形的概念结构来认知未成形的概

念 ,促使这种新的经验成形 ,从而获得语言表达 ,

那么 ,这种语言表达就是在直陈 ,所以隐喻的字面

表达就是其意义 。结果 ,隐喻语义冲突的讨论在

解释隐喻本质时几乎注定永远是风马牛不相及 ,

不得要领 。例如:

(29)他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这是一句隐喻 ,但我们很难说明它表达了两种意

义 ,也无从指出其中的语义冲突。实际上 ,它所要

表达的就是字面的意思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发现

很难为之找到更加直接的表达的原因 。实际上 ,

句(29)是人类利用旅行的概念结构来理解人生的

认知过程的结果 。借用同样的喻体 ,人生的概念

就拥有了较明确的结构。相似的例子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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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31)他一生都在追随祖辈们的足迹;

(32)他钱迷心窍 ,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33)只要方法对头 ,路就会越走越宽。

以上例子都表明 ,隐喻的意义并非像传统的

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于语义冲突 。隐喻意义就

存在于字面 ,难怪戴维森在《隐喻意味什么》一文

中指出隐喻意义完全依赖于语词的通常含义:“隐

语的含义无非就是其所涉及的那些语词的最严格

的字面上的解释”
[ 9]
。

五 、结　　语

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 、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 ,

对隐喻本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隐喻研

究出现了多角度 、多层次 、多领域的态势 ,反映了

隐喻本质的复杂性。从哲学的高度来反思隐喻本

质显然是有益的 、深刻的 ,在今天“隐喻狂热”的时

代也是必要的。它让我们的洞察更加深入而富于

理性 ,从而使隐喻的本质更加清楚 、真实地展现在

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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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Metaphors

MA Ming , CHEN Yao
(Foreign Studies Colleg 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04 ,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 metaphors differ from similes not because they do not use

signal w ords indicating comparisons , but because they are direct narrations instead of qualifying or

deco rating.Metaphors are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experience or concepts w ithout def inite frames are
structuralized by making use of those wi th mo re specific structures.This is where metaphorical cognit ion
lies.Moreover , metaphors are no t a means to express similarities already existing.Instead , they create
such similari ties , which makes metaphors the most important cognitive tool to help human understand the
w orld.Finally , the feature of metapho rs to narrate directly enables them to obtain thei r meaning f rom the

usual sense of the words used instead of the superficial metaphorical semantic conf licts.
Key words:metaphor;simile;similarity ;semantic conf 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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