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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 符号域思想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符号域是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 ,是同一个

民族文化中各种符号和文本存在与活动的空间。这一范畴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整体观 ,有助于人们研究文化语言的

构成、文化中各个符号系统的运作机制。它本身既是文化的认知机制 ,又是认知的结果 ,把文化作为一个多层级、有

组织的大系统展示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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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符号域”(семиосфера) 一词是洛特曼 1984 年在

《符号域》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洛特曼运用信息论、控

制论和拓扑学的研究成果 ,在其专著《在思维的世界

里》(1990 年英文版 ,1999 年俄文版) 中对符号域的问

题作了深刻的阐述。这一独创性的科学范式是洛特

曼文化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符号域 ,就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同一

民族的各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文本存在和活动的空间

就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域 ,因此我们说 ,符号域

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借助这个概念研究文化

语言的构成、文化中各个符号系统的运作机制。那

么 ,符号域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呢 ? 换言

之 ,既然文化研究已然蔚为大观 ,洛特曼另提出一个

符号域概念的新意和价值何在呢 ?

2. 符号域概念的缘起

符号域概念的提出源于维尔纳茨基 (В. И. Верна2
дский)的生物域 (биосфера) 概念。二者从词源学而言

构成一致 :биосфера= б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фера,семио2
сфера=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сфера。维尔纳茨基认为 :

“( ⋯⋯)生命的各个层面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其中一

个不能脱离另一个存在。”( Лотман1999 : 166) 同样 ,

洛特曼看重的也是符号域这一民族文化的载体中各

个符号系统之间的紧密关系 ,它们错综复杂 ,彼此交

织 ,组成文化的多种符号体系的综合体。

“生物域有着一定的建构体系 ,对于发生在某体

系内部的各类事件生物域都有决定权 ⋯⋯处于自然

环境包围下的人 ,所有的生命有机体 ,所有有生命的

物体 ,都是生物域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下发挥一定功能

的产物”(同上) 。生物域是生物的有机综合统一体 ,

是生物延续的条件。同样 ,洛特曼认为 ,任何存在都

有具体的时空 ,文化也不例外 ,形成于一定的时空。

符号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多个符号系统产生、活动、

发展的空间。它又是多维度的 ,既有空间的维度 ,还

有时间的维度。它不仅是整体 ,而且是所有的符号体

系运作的环境 ,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文化环境、

文化空间 ,是民族历史、观念、习俗的聚合体 ,这个文

化空间是现实的 ,充满具体的文化现象、文化事实 ,这

些文化事物亦可称之为文化文本 ,由文化符号构筑而

成。

洛特曼之所以引申出符号域的概念 ,是看重它和

生物域的共同特质 ,即这不仅是一个包含各独立子系

统在内的统一的母系统 ,更是诸多子系统存在及发挥

功能的前提和条件。符号域既是文化创造的成果 ,也

是文化存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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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号域概念的解读

3. 1 　符号域作为独特的视角 ,和传统文化研究

之区别

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包罗万象的概念。

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 ,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差异

甚大 ,这是因为视角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着眼于

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 ,着

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张岱年 ,方克

立 ,2004 :3) 。因此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从人类学哲学

的角度出发 ,指出了人因为创造了符号 ,才从自然人

变为文化人 ,符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

人类学家泰勒 ( Taylor) 在其《原始文化》中说得非常

好 ,正是“那个复杂的整体 ( —指文化) 包括了作为社

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

俗以及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特瑞·伊格尔顿

2003 :39240) 。它包括众多的领域 ,因此 ,解剖文化的

结构是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关于文化的结构 ,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

说 ;物质、制度、精神三分说 ;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

想与价值层次四分说等等 ,不一而足 (参见张岱年、方

克立 2004 :3) 。总而言之 ,传统的文化研究重点放在

文化的内涵上 ,所以 ,上面的二分三分四分之说 ,讲的

都是文化门类和内涵的区别。而符号域思想开辟出

自己独特的视角 ,它研究的是组成文化的各种语言

(或曰符号系统) ,重在文化的表达手段和形式 ,从符

号学的视角切入 ,进行形而下和形而上结合的研究。

所谓形而下 ,指的是对具体文化现象的把握 ;形而上 ,

指的是这些现象背后蕴涵的深层民族思想意识结构。

洛特曼把符号域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 ,从中发现文化

的本质和其动态的普适性变化规律 ,这样可能觅见一

些其它的视角所探寻不到的东西。

洛特曼认为 :“任何一个独立的语言都处于一个

符号空间内 ,只是由于和这个空间相互作用 ,这个语

言才能实现其功能。非独立的语言作为符号单位 ,应

当被看作是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 ,依然是该文化的符

号空间所固有的。这个空间我们定义为符号域。”

( Лотман1999 :165)由此可见 ,文化不是空洞的 ,是附

着在各类文化语言 (此处的语言不仅是指自然语) 上

的 ,这些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是它的载体。在整

个符号空间中 ,编码也在不断的更新。文化的每一个

门类如哲学、文学、法律、绘画、音乐、自然科学 (又往

下分为各种科学 ,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 等都是一

个独立的符号系统 ,都有各自的表达语言。比如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同名的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是一

致的 ,但所用的表达语言却大相径庭。芭蕾舞是形体

语言和音乐语言的结合 ,其形体语言更是由一整套相

对程式化的芭蕾语汇所组成 ,可以说有它自己独特的

语言 ;洛特曼曾经详细分析过电影的语言构成 ,他认

为 ,从一开始电影是两种语言在起作用 (渐进的胶片

+ 剧本 = 默片 ;渐进的胶片 + 有声的言语 = 有声电

影 ;而音乐是第三种语言 ———一种广泛使用的因素)

( Лотман2000 : 574) 。文化各个门类之间的表达语

言 ,彼此相互犬牙交错 ,各自的性质、功能、相互的关

系 (从完全可以互译到完全不能互译 ———翻译机制是

符号域运作的机制之一) 等各方面都不相同 ,但互相

之间又构成一个大的整体 ,反映和概括了一个民族的

整体文化。这样 ,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符号域就成了

一个符号系统的综合体 ,这是一个符号空间。这一概

念强调了文化的符号形态 ,文化的符号本质 ,这也正

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之新意所在。

3. 2 　符号域是一个多层级的完整符号系统

那么 ,文化果然是符号组成的吗 ? 既然人是符号

的动物 ,因此 ,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 ,如语言、

神话、艺术和科学 ,无不是在运用符号来表达人类的

种种经验 ,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 ,反映人类对外部世

界的模式化。这些活动都是符号化的活动 ,都是以符

号为文化内涵的载体。上万元的一顿豪宴和街头几

元的小吃 ,相同的是都能填饱人的肚皮 ,而几乎没有

人仅仅因为饥饿去吃顿豪宴 ,因为它已经承载了文

化 ,演变为一种象征富贵的符号 ,它包含了“能指”(一

顿饭)和“所指”(富贵) 两个部分。又如 ,“雨衣的功能

是让我们防雨 ,但是这一功能又同表示一定天气的符

号结为一体”(巴尔特 1987 :37) 。各个民族的习俗中

更是充满了富含本族特点的行为符号 ,红红的福字倒

贴 ,预示着来年喜气盈门 ;中国画中的荷花 ,象征着一

个人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 ,当我们看到荷花的图

案 ,会想到荷花和人的高洁 ,因为 ,在中国人对荷花的

认知中 ,就包含了这两重意义 ,它化身为中国文化中

的一个符号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 ,我们可以说 ,

文化首先是符号 ,它承载和传递的是信息 ,符号是信

息的物化形式。能成为文化符号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 文字典藉 :如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 ; 2) 规

制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社会组织各方面规定 ,

如各种仪式 :祭祀、祈雨等 ; 3) 器用 :长城、金字塔、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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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它们全都含有一定的历史含义、文化价值 ,具

有内容和表达两个层面 ,因此也被洛特曼通称为文化

文本。洛特曼把文化看作文本的总和 ,或者说文化是

建构文本总和的机制、文本是文化的实现。由以上分

析可见 ,文本既可以是文字作品 ,又可以是物质实体 ,

还可以是一种行为方式。

文化是符号 ,但同时 ,又不是单个孤零零的符号

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 ,它是一整套符号体系 ,是文

本的集合。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人类的自然语有共通

之处 ,这种和自然语异质同晶的关系正是符号域概念

的价值所在。从符号和符号系统 ———自然语 (按照洛

特曼的观点 ,这是第一模式化系统) 产生之日起 ,信息

的浓缩和保存方式便取得了另一种性质 ,此后人类就

产生了特有的信息积累方式 ,人类文化才如同语言符

号系统一样建立起来。它不可避免地复现了自然语

的结构体系 ,是自然语的衍生 ,是建立在该社会群体

所接受的自然语基础之上的第二模式化系统。比如

我国古代官员以服装的不同颜色和花纹来加以区别 ,

体现出等级森严的有序社会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

泣下谁最多 ? 江州司马青衫湿 !”青衫是唐朝低职位

官员的服装 ,这些服饰就形成了一整套官员服饰的符

号语言系统。因此 ,“语言被纳入文化的普遍系统 ,和

文化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 Лотман2000 : 487) 。

符号域的基础是民族自然语 ,后者是符号域赖以存在

的基本前提 ,是离散型符号组成的系统 ,属于该民族

所有成员。它和第二模式化系统之间既对立、又统一

的关系 ,促成了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

既然民族文化和自然语是异质同晶1 的关系 ,那

么 ,作为文化成素的文本 ,同样是在该文化内部按照

一定生成规则 (如自然语的语法) 形成的 ,一旦脱离了

它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 ,同样的信息就不成其为文化

文本。河滩上的一块顽石躺在那里 ,没有什么文化价

值 ,但它一旦进入一个符号系统 ,如园林中、奇石展

上 ,或者是一块化石 ,那它就成为了文化符号 ,因为它

承载和传递了信息 ,具有文化或历史价值。文本和符

号域、及其编码系统的关系表现在 :在不同层面上 ,同

一个信息可以是文本 ,还可以是文本的一部分 ,或者

是文本丛。因此 ,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可看作一

个完整的文本 ,如同一个文本丛或“1830 年俄罗斯小

说”这一统一文本的一部分 ( Лотман2000 :5072508)

3. 3 　符号域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 ,是一个民族

对外部世界认知的结果和认知机制

符号域思想的前提 ,是把文化作为人类认知手段

与功能来看待的 ,这亦为其思想价值之所在。文化反

映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认识 ,一种认知机制。卡

西尔说过 :“它 (指艺术 ———作者) 是导向对事物和人

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它不是对实在的

摹仿 ,而是对实在的发现。”(卡西尔 ,2004 : 198) 艺术

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是对现实的发现和认知。洛特

曼进一步阐释了文化是基于自然语基础之上的对外

部世界的模式化。所谓对外部世界的模式化 ,反映的

是现实世界 ,它是人类的创造 ,世界图景是人为创造

的结果 ,文化不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本身固

有存在的。因此 ,符号域本身是该民族对客观世界的

一种创造性描写 ,是各种描写形成的文本总和 ,是世

界图景的整合。它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

意识结构 ,如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格和心理结

构等。而这一个深层结构作为文化中不易观察到的、

相对稳定和不易变动的层次 ,如同涌动的地下暗河 ,

贯穿了整个民族文化符号域内 ,它可以被认为是文化

中的恒量 ,洛特曼对这一恒量作出了高屋建瓴的符号

学关照 ,透过的正是对文化载体的符号域中的多样化

文本的观察 ,来体悟人类心灵深处最深刻、隐秘曲折

的底蕴。譬如 ,色彩是构成人们视觉符号的主要元素

之一 ,现代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们关于色彩的联

想意义 ,就是把色彩对人的心理和生理效应 ,以及文

化价值对于色彩的影响等作为基础 ,然后通过一种特

殊的、下意识的联想 ,如此构成的意义内容 ,会因文化

背景之不同 ,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人会把辉煌尊

贵的明黄色和古老中国联在一起 ,因为古代只有天子

才能穿明黄色的衣裳 ,因此成为最高智慧和权力的象

征。而西方的基督教徒们却不喜欢黄色 ,因为出卖耶

稣的犹大曾身着黄衫。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差别 ,是

因为他们身处不同的民族文化符号域内 ,他们对外部

世界有不同的认知。因此 ,符号域所包含的这种对外

部世界的认知是因民族而异的 ,各个民族眼中的世界

图景各不相同 ,符号域则是这种民族差异的重要根

据。可见 ,符号域是文化的认知机制和认知的结果。

洛特曼指出 :“文化作为统一的符号系统 ,其相应

的‘未完成性’、没有终结的有序性并非它的缺陷 ,而

是它正常行使其功能的条件。原因在于 ,文化认知世

界的功能本身意味着赋予世界系统性。”( Лотман

2000 :497)这说明了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亦是洛

特曼比结构主义走得更远的最好注脚 ,因为结构主义

是把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分析的) ,证实了文化

整合世界的功能。他随后列出了文化 ———尤其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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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编码结构所具有的两个重要特性 :“1) 它应当具

有很高的编码能力 ,也就是说 ,或者能描写大量的客

体 ,包括对认知模式而言还未知的客体 ,或者能够预

测出不存在的客体 ,那些客体即使在它的参与下也无

法描写。2)使用它的该集体应当清楚它的系统性 ,把

它作为工具 ,使没有定型的事物成为系统。”( Лотман

2000 :498 )我们认为 ,他说的依然是文化对世界的整

合作用 ,即中心编码结构如同自然语中的语法 ,人们

可以透过它 ,认知未知世界中新的事物 ,预测文化未

来的趋势和走向。他又提出 :“文化的机制 ———是把

外部区域变为内部区域的结构 :把非结构变为结构 ,

把外行变为有教育的人 ,把罪人变为守规矩的人 ,把

熵变为信息”( Лотман2000 : 505) 。人类集体通过文

字、艺术、通过习俗变成一个有秩序、有条理的社会。

让我们以“礼”为例 ,看看文化是如何把中国古代社会

整合为一个有序的社会的。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

史》中详细梳理了我国古代 (七世纪前) 仪式、象征与

数字化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 ,探讨了在古代繁复的

仪式背后蕴涵的思想世界。他指出 :“秩序首先表现

为一套仪式。⋯⋯这套仪式把这种来自‘宇宙’的自

然秩序投射到‘历史’的社会秩序之中 ,把人类社会的

等级秩序在仪式上表现出来 ,并通过仪式赋予它与自

然秩序一样的权威性和合理性 ,这样 ,仪式就有了特

殊的意味。”(葛兆光 1998 : 131) 因此 ,在现在被称作

“礼”的仪式背后 ,隐藏着殷周人心目中一个根深蒂固

的深层意识 :“即以中央为核心 ,众星拱北辰 ,四方环

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葛兆光 1998 :130) 。这样 ,

作为符号域构成部分的礼仪系统把当时的中国社会

变得有序化。在古人的眼中 ,礼仪不仅是一种制度 ,

而且它象征着一种秩序 ,对礼仪的破坏 ,就是对社会

秩序的破坏。因此 ,在中国古代的礼仪系统中 ,反映

了古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而这一系统更是古人对外

部世界认知的结果。

4. 结束语

一言以蔽之 ,符号域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多层级的

完整系统进行描述的 ,因此 ,我们必须把握它的整体

观和系统性 ,把握住人在创造文化中的作用 ,进而在

符号域中找寻一个民族深层的思想意识结构。符号

域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 ,新的视角 ,提供给

我们一个新的尺度和衡量标准。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

可以称符号域是一种描述文化的工具语言 ,或曰“元

语言”,用它便于探索民族文化内部发展和变化的一

般规律 ,进而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特殊性。

注　　释

1. 异质同晶 (изоморфизм) :洛特曼讲第二模式化系统时 ,常用这个词强

调自然语和各类文化语言的结构类同 ,虽然它们的性质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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