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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符号学在传播学中的发展轨迹:

一个学术史考察

赵星植
#， 薛 晨

!

( #7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 !7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

摘 要: U7.7皮尔斯的符号学与当代传播学有着极深的渊源$他对符号与传播问题的诸多重要看法，直接影
响着美国传播学研究在 !"世纪初的发轫，进而被视为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但从 !"世纪 %"年代起，经验学派

在传播学中迅速崛起并成为主流范式，再加索绪尔符号学范式在整个人文学科的重要影响，皮尔斯模式在这一时

期对传播学的影响力减弱$但从 !"世纪 &"年代开始直到 !# 世纪，伴随传播技术革新所导致的传播学理论与范

式的更新需求，许多传播学者又开始重访皮尔斯$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在 !# 世纪的传播学领域开始复兴并正展现

出越来越强大的活力$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皮尔斯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漂流，则也从侧面为当代传播学的
理论发展轨迹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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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 UE2S34I .25X4SI =41S04) 是 !" 世纪

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多个学科领域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开拓性贡献$而在其诸多思
想脉络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符号问题所进行

的一系列研究，由此被视为当代符号学的重要

奠基人$皮尔斯所开创的面向解释者的#开放
式的符号学模式，对当代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

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内外现已有多篇文
章探究皮尔斯对符号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本文所关注的是皮尔斯学术脉络的另一个

路径，那就是他的符号学理论在当代传播学中

的发展脉络$谈及皮尔斯符号学的跨学科影
响，恐怕最直接的当属他的理论对当代传播学

理论的建构作用$他在符号中所提及的有关符
号传播模式，以及传播#个体与社群之关系的讨
论，直接影响了美国最早一批传播学者的思想，

奠定了传播学的理论基础$由此他被视为美国
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第一代( T1SIF R454S2F1/5)

［#］，

以及早期传播学研究的先驱和开创者
［!］!+*!&$

然而如同皮尔斯模式在符号学史中的命运

一样
［%］，这一模式在传播中的发展也并非%一

帆风顺!"从奠基到式微，再到复兴，皮尔斯符
号学的模式在传播学中的演变，也从侧面反映

出当代传播学理论对%传播&这一关键意涵，以

及对传播学这一学科之根本任务之看法所发生

的改变$本文将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梳理$
一#!"世纪初:皮尔斯与美国传播学

研究的开端

开宗明义，皮尔斯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之间

的渊源，实际上与传播者对传播现象及其传播

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认知离不

开$在不同的阶段，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不
同理解，所导致的研究方向与路线的差异，决定

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在学科中的影响力和重要

程度$皮尔斯成为影响美国传播学发轫的重要
奠基人，就是这一发展路径的最佳佐证$

美国传播学的源头是 !" 世纪初所兴起的

芝加哥社会学派( UE102R/ .0E//3)"芝加哥社
会学派的成员不仅仅在社会学系，甚至不仅仅

在芝加哥大学$该学派的学者如杜威( @/E5
;4H4N)&米德( 97 W7 ?42X)&詹姆斯( ^13312L

@2L4I)&库利( U7W7 U//34N) 等人，最早意识到传
播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并就美国社会中的具

体传播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他们认为传播是人
类关系的本质，传播建构并且维系了社会$正
如学派代表人物帕克所言，#社会不仅是由于
传递和传播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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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递或传播中存在着&［,］$
而由他们所奠定的%符号互动论&以及%社

群主义&传统，从双向的符号互动角度探究传
播#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理
论视角，至今还影响着当代传播学研究$之所
以采取这一视角，是因为他们把传播#个体#社
群视为解决现代社会危机，重建新型社群关系

的突破口$而在他们心中，传播是与下列观念
紧密相连的:#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社群作为
共享经验的重要性以及民主方式 的 可

能性"!［!］%#
而最早奠基上述这一传播研究路径的实际

上是皮尔斯$皮尔斯借助符号学理论，高度抽
象地论述了社会个体如何通过符号互动来认识

自己，并通过持续地互动形成意义社群$并且，
他的这一传播符号学研究路径，通过对詹姆斯#
杜威#米德等这些传播先驱的影响，进而实在地
影响了早期传播学的研究假设与研究风格$从
传播学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一般把皮尔斯与上

述三位学者一起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四大先驱$
而本文要论证的是，皮尔斯的相关研究实际上

对这三位学者的思想都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实

在地影响了当代传播学的发轫$
詹姆斯是皮尔斯一生的挚友，并同在哈佛

大学读书$他在学术上#生活上给予皮尔斯无
限的帮助与支持$詹姆斯之所以在传播学理论
史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是由于他围绕%自我&问
题所展开的一系列讨论，特别是他提出%社会自
我&的概念被认为是直接启发库利的%镜中我&
理论，进而在此基础上启发了米德%符号互动
论&中有关%主我&与%客我&互动的重要观点$

然而，詹姆斯有关%自我&的理论，实际上
受到皮尔斯有关%符号自我&的相关观点的重
要影响$皮尔斯首先打破笛卡尔的%身心二元
论!，从符号学角度提出了%可错的自我!#符号
自我&等概念，主张人对自我的认知来自于人
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符号互动$詹姆斯
正是依循皮尔斯的这一路线，通过否认笛卡尔%心灵实体&的主体观，强调人之经验，特别是
社会互动经验对自我建构的重要性$皮尔斯的
这一系列论述，实际上为芝加哥学派后来的%符号互动&这一经典论说奠定了基础$

杜威之所以在传播学界被视为芝加哥学派

的最重要人物，是因为他提出有关%交流即参
与!，以及作为民主生活方式的%大社群!( RS42F

0/LLK51FN) ，被认为是奠定了美国早期传播学

研究中的%社群主义&基础$同样杜威的这些
理论成果实际上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皮尔斯相

关思想的影响$杜威是皮尔斯在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 \E4 @/E5I W/G]15I Y51Z4SI1FN) 的学生，

杜威曾选修过皮尔斯的逻辑学#哲学史等相关
课程，并由此开始受到皮尔斯的影响，二者经常

就哲学问题展开书信讨论(参见 U= +b #,$; U=

+7 #+"*#+%)"具体来说，皮尔斯为追寻符号之%终极解释项&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探究社群&
( 0/LLK51FN /T 15OK1SN) 理论影响了杜威社群论

的建构$特别是皮尔斯强调在社群中通过科学
的方法，经持续不懈的努力探究达成最终共识

的观点，后来成为杜威论述民主商谈问题的理

论来源$
同样，皮尔斯有关符号传播与社群形成的

相关观点，不仅影响了杜威，而且还进一步影响

了库利的%首属群体&与%次属群体&理论，以及
米德的%受福的社群!( V34II4X 0/LLK51FN) 理

论$这实际上说明，皮尔斯奠定的是美国早期
传播学研究传统中的%社群主义&基础$诚如
学者延森所述，#解释社群&这一媒介#传播与
文化研究之重要概念，可直接追溯至皮

尔斯
［-］%-*%’$
而米德则是杜威的同事和挚友$他不仅批

判性地吸收了杜威有关符号传播与社群的相关

观点，而且还在%自我&理论的建构方面吸收了
皮尔斯#詹姆斯的重要观点，并由此被誉为%符
号互动论&的实际创立者$符号互动论核心即
传播或交流的本质是人利用符号所进行的双向

互动，而这一点皮尔斯在有关%传播的形式条
件&诸问题上已经明确地提及，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比米德的思想更为彻底$

因此，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实际上是与传

播学相关思想深度勾连的，并且它在多个层面

奠定了美国早期传播学的学理基础$换言之，
奠定早期传播学基本假设的诸如%符号自我&%符号互动&模式以及传播社群论等重要理论，
都可以从皮尔斯的思想中找到直接的源头$这
与皮尔斯所开创的，以解释者互动模式为中心

的符号传播模式有直接关系$人借助符号传播
与交流意义，不仅是人之自我认知的主要来源，

更是社群形成的根本因素$在此假设之下，美
国早期传播学开启了以传播#社会与社群为主
线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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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纪中期:皮尔斯模式在传播学
中的式微

尽管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在诸多方面影响

了美国传播学的源头，且在事实上参与到了早

期传播学理论的建构，然而当传播学作为学科

于 !"世纪 ," 年代确立时，皮尔斯的符号传播

学范式以及芝加哥学派却并没有继续其对传播

学理论的强势影响$与此同时，索绪尔的符号
学模式逐渐强大，并形成蔚为壮观的结构主义

运动，进而深刻影响着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其他

人文学科$这两个因素导致皮尔斯的传播符号
学模式在 !"世纪中期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在传

播学中的影响力是较为微弱的$当然，这仅仅
是相对于前一个阶段而言$

造成此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传
播&这一概念的认识于 !" 世纪 %" 年代以后开

始产生分歧$大众媒介技术的迅速崛起，导致
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的分野$换言
之，现代意义上%传播学&的最核心研究领域即%大众传播学!( L2II 0/LLK5102F1/5) 研究才由

此形成$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强大
作用的宣传战，以及 !"世纪 %"年代后信息论#
控制论#系统论等信息科学理论强烈地吸引着
传播学的相关学者$与此同时，新的社会学力
量在美国其他大学崛起，逐渐改变了芝加哥学

派一 家 独 大 的 局 面$以 帕 森 斯 ( \230/FF
=2SI/5I) 和默顿( _/V4SF ?4SF/5) 等社会学家为

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异军突起，并逐渐成为
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哥伦比亚学派逐渐替
代芝加哥学派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芝加

哥学派走向衰落$
至此，传播学界对%传播&的研究重点基本

实现了从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转向大众传媒的效

果研究$他们既对新兴媒介的强大影响力产生
强烈的%希望!，同时又对其产生%恐惧!"换言
之，如果说 !" 年代学界有关%传播&的关注重
点还是人与人的交流与互动行为的话，那么 %"

年代以后%传播学&壮大时期人们对%传播&的
看法，则主要是大众传播的功能与结果$也即，
他们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对人所产生的诸种

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偏重媒介以

及媒介强大效果的研究热潮有所回落$许多学
者认为大众传媒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大，如罗杰斯等人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开
始强调%人际传播&在大众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再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的%舆论领袖&
理论，等等$然而，这两种有关%传播&的基本
不同立场实际上一直持续$正如罗杰斯所述，%传播研究领域中对于以技术为中介( F40E5/*
3/R10233N L4X12F4) 的传播活动和*无需中介的+
( 5/5dL4X12F4X) 传播活动所隐含的对立观念，

造成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研究相互割裂!"
正是因为受皮尔斯相关思想影响的美国早

期传播学研究在传播学史中被弱化，所以皮尔

斯对当今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这一
情况在 !"世纪的传播学研究中一直持续$直
到 !#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无论是国内还

是国外，在呼吁重新检视 !"世纪初传播学的社

会学以及符号学传统之时，才再度被学界提及$
事实上，即便在传播学的符号学派内部，基

于皮尔斯体系的传播学研究，始终没有在 !"世

纪系统地确立起来$本论文认为，包含米德等
人所开创的%符号互动论&在内，传播符号学派
在当代传播学史上大约可以分为如下四个传统:

#7%符号互动&模式，以杜威#库利#米德等
早期芝加哥学派学者为代表$该传统重点关注
的是，人如何通过符号来确立自我，以及自我与

社群之间的关系$由此，互动和符号行为成为
这一传统的关键词$它们的视角属于%微观社
会学&式的，主要研究小型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

!7%神话 8符号批判模式!，以巴尔特
( _/325X <2SFE4I)&鲍德里亚( @425 <2KXS1332SX)

等法国学者为代表，其共同特点在于以索绪尔

的语言符号学为理解基础，对文化与传播现象

进行批判式的解读$应当说该传统是语言符号
学式的%文化研究!"

%7%解码 8编码&模式，以霍尔( .FK2SF W233)
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学者为代表$该传统强调
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受众可以

通过不同的解码方式来重新建构传播符号的意

义，并且认为意识形态的向度在形成媒介#讯息
和受众问题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7%话语分析&模式，以范迪克和费尔克拉
夫( >/SL25 ‘21S03/KRE) 为代表$该传统以韩礼
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强调
话语的建构策略对传播内容之传达以及背后所

携带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具有重要作用$该传统
后来发展为传播研究的%社会符号学&模式，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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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斯( 9K5FE4S (S4II) 为代表$社会符号学以
批判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入手，认为历时的因

素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是理论社会文化#特别是
大众传媒文化的重要因素$

如前文已述，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上文

第一个分支即%符号互动论&的主要理论源头
之一$但皮尔斯的符号学却又在多个方面超越
了%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见解$传统%符号互动
论&的心理主义与行为主义倾向，被当代传播
学学者所%诟病!，而皮尔斯的相关思想则恰恰
规避了这些地方$因此，#符号互动学派&是在
改造皮尔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他们的

相关思想与皮尔斯相似，但却在许多看法上存

在着本质不同$
而后面三种传统都为传播符号学贴上了%批判&的标签，无论它们的分析方式是微观还

是宏观，最终都落入意识形态操控这一宏大的

主题，从而使其研究的结果陷入一种模式化的

境遇之中$这并不是说传播符号学不能采用批
判的视角，而是说传播符号学的目的不必全都

在于批判$若拘泥于前者，只能使传播符号学
成为一种理论的参照$

这种批评色彩的来源，主要是三个学派都

不约而同地采取以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为基础的

结构主义符号学模式$如乔纳森(卡勒( @/52*
FE25 ;7 UK334S) 所言:#结构学家通常++把二
元对立当作在意义产生的过程起基本作用的人

脑的基本活动"!［’］因此，上述这些学派的学者
青睐于应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来探究大众文

化中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透视资本主义社会

中文化之社会实践的基本逻辑$
不过，传播符号学界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

欣赏态度及运用实践，明显多过于对其缺陷的

理性批判;这使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实际上成

为传播符号学派所应用的主流范式，尽管它们

在理论立场有细微差别$这一局面使得皮尔斯
相关理论在传播符号学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没有

被充分拓展出来$
当然，皮尔斯符号学所面临的这一局面既

不能仅仅归因于传播学长久以来%重量化#轻
质化&的主导研究范式; 也不能全部归结于传
播符号学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想的桎梏$应当
说，皮尔斯符号学系统至今没有在传播学中确

立起来，实际上皮尔斯本人要担负一定的%责
任!"皮尔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从来没有把自

己的思想总结为一本系统的专著$无论是他的
符号学思想，还是传播学思想，都沉浸在他多达

数十万页的手稿之中$其次，皮尔斯的写作风
格极为艰涩，很难让人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最大的问题，也是最令我可悲的问题就是
我欠缺语言表达的能力"!( ?. ’%!: !"$*!"&)

更为重要的是，皮尔斯的传播学更类似于交流

哲学，他在乎的是人在交流中对符号意义的认

知过程;并且，人的心灵如何在符号的交际中受

到具体的影响$这一论述路径，显然与当时的
传播学注重具体行为与实践效果的方式有不小

的差异$
三#!"世纪末至 !#世纪:皮尔斯

模式在传播学中的复兴

皮尔斯传播符号学模式于 !# 世纪逐渐开

始在传播学中走向复兴，与新媒介技术给现代

传播学理论带来的理论调整有着根本关联$从
!#世纪初开始，新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特别

是社交网络#多媒介终端技术的强势盛行，分众
时代的互动式传播已经逐渐成型; 新媒体时代

中的人际互动替代大众传播时代的单向传播模

式$这使得 !" 世纪初的那种把人际交往为主

和以大众媒体为主的两种传播基本观念割裂的

做法，越来越站不住脚$
学者麦格雷在这点上说得非常到位: #传

播研究在 !# 世纪初重获新生，部分原因就是

!"世纪初的某些成果被再度激活"!［$］#%他进一
步指出，单从媒介效果出发研究传媒的理论范

式是无力的，#因为他提供的关于现实和社会
互动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与 !"世纪 !"年

代不同的是:这次是因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

双向的互动模式再次成为传播研究的焦点$换
言之，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因为媒介形态的发

展，再次被赋予强大的能动性$
从本质上说，#交流&的最根本特性就是互

动，这是与网络社会所发展出来的一条全新传

播模式相契合的$社会符号学者范(迪克( @7
625 ;1a]) 在其新著’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
会层面$( \E4 >4FH/S] ./014FN: ./0123 )IG40FI /T

>4H ?4X12) 中对网络社会的这一传播特性进行

了描述$他指出，新媒体时代传播之%互动!，
最根本特性是交互双方的%控制程度!; 这意味
着%受众不仅能够参与传播过程，还能在其中
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这是因为数字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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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比传播媒体更易于互动，#它使得平衡向受
众和需求面有所倾斜!"他最后指出，除非互
动让受众能够使得%传播的另一面有所不同!，
否则我们不能够说传播是互动的

［+］$
范迪克所谓的新媒体时代传播之互动特

性，实际上就是强调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在网络

中再次赋予传播能动力$这种传播方式说明，
人在媒介化生存的状态下，对所谓的传播效果

不再被动，更无所谓恐惧$某种程度上人自身
就成了媒介甚至传播效果本身，他们掌握着更

加强大，甚至完全主动的传播能动性$
也正如延森所述: 新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

并不可能代替面对面的交往，实际上情况恰好

相反:#旧有的媒介显有消亡; 与此同时，人类
不仅占据着技术为中介的关键位置，而且还是

后者的原型"!［-］,这为当代传播学理论特别是
以媒介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学理论带来的是

颠覆性的挑战
［&］$

因此，所谓传播回到%交流&的本质，实际
上不是传播观念的退化，而是传播理论的进一

步发展$正如 !" 世纪初芝加哥学派把传播视

为社会关系之建构和维护的核心过程一样; !#

世纪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社会&这一
新型的社会关系成为现实，因此传播学的视域

理应超越大众传播学的范式，重回到传播社会

学的角度，反映新媒体时代的交流与互动在对

社会的变迁与进步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
意义上，重回 !" 世纪初传播学的社会传统，可

能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理论的建构起到启发

作用$
由此，许多传播学者又纷纷呼吁把%传播&

拉回到 !"世纪 !"年代的社会学视域，也即%传
播&本质上是一种人的本能活动，是一种人与
人的交流与沟通互动; 又或者倡导在重视媒介

变革的实际情况下，重新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新

媒体研究理论$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完全
以大众传播效果为重心的理论范式实际上已经

逐渐式微，传播学研究在 !#世纪重回传播的原

初本质’’’它是人的一种交流与互动实践’’’
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

而在上述理论前提下，传播学以再发现的

眼光，进一步挖掘皮尔斯的符号学资源，以期为

当代传播学理论的重构提供理论支撑$之所以
传播学一批学者选择回到皮尔斯，是因为皮尔

斯以双向符号互动与社会关系为主导的传播符

号学思想，实际上更加符合当代传播学理论的

发展需求$总的来说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开放的体系$皮尔斯的符号学试图

建构一种可概括意义形式规律的普遍性方式，

也即他著名的%普遍三元观!"由此，他把符号
三分为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使得符号不再封
闭在能指 8所指的构造中$并且，皮尔斯的符号
表意三分式，使得符号表意具有了无限延展的

能力，并且在符号表意过程中，符号接受者成为

交流的关键因素，也由此打破了索绪尔由于过

分拘泥于%二元观&而造成系统与结构的困境$
同样，皮尔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三元

传播观!，打破的是传播学长久以来的二元对
立的传播观，为传播模式在当代的更新与发展

提供一定的启示$法国学者麦格雷 ( B7
?21RS4F) 在其专著’传播学史: 一种社会理论的
视角)中，呼吁我们对%传播&的理解必须要摆
脱二元思维的阴影，转向皮尔斯式的%具有创
造力的三元模式!"为此，他基于皮尔斯的三
元传播思想，重新搭建起了有关%传播&的三重
维度

［$］%*’$
第二，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皮尔斯提出

了一系列%准!( OK2I1*) 概念，认为%符号要求至
少两个*准心灵*( OK2I1*L15XI) ; 一个是*准发
送者*( OK2I1*KFF4S) ，一个是*准解释者*( OK2I1*
15F4SGS4F4S)!( U= ,b --#)"#准&即为%类似&的
意思;也就是说符号活动的双方，不必局限在人

的心灵，而是放宽到与心灵相类似的任何东西$
皮尔斯一直拒绝简化符号的定义

［#"］，并希望他

对符号的定义能够足够抽象，以至于能够准确

概括所有的符号类型$也正是由于这种高度抽
象与概括性的概念提出，使得从 !"世纪晚期开

始，许多符号学家回到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

原点，从皮尔斯处寻找那些更为宏观的符号交

流体系，进而扩展的是符号学的疆界$
与此同时，皮尔斯用这一系列抽象术语来

解释符号传播过程，使其符号传播理论也同样

具备了普适力; 这可以启发传播学学者运用其

相关理论探索传播学的前沿领域$实际上早在
上个世纪 +"年代，哈贝马斯就指出: 皮尔斯想

使符号的解释抽象地概念化，#可以促使我们
去思考人工智能的运演，或者基因密码的机能

模式&［##］$
第三，皮尔斯符号学尤为关注人对符号的

认知过程与特性，他发展了一套%人.符号&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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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这可以为当下传播学发展的最前沿’’’%认知传播学!( 0/R51F1Z4 0/LLK5102F1/5)’’’
提供理论基础$皮尔斯认为，#我们的语言就是
我自身的全部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 B= #:

-%*-,)"皮尔斯继续指出，不仅人是符号，而且
这种符号%是外在的符号!( B= #: -,) ; 换言之，

符号的本质是公共性的，因此不是我们在利用符

号思考，而是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
皮尔斯有关人之符号本质这一看法，把我

们的内心视为非私人的#不可解的领域，是公共
性的#外在的符号系统，这实际上是为我们研究
人的内在符号认知机制打开了大门且奠定了理

论基础$为此，芬兰学者皮塔里宁( )EF1*641]]/
=14F2S1545) 就从皮尔斯符号学中的像似与图像

理论入手，通过一系列的认知实验，讨论人们是

如何认知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的$这典型属于符
号学与认知传播学的交叉范畴，也是当前传播

学的最前沿$再如，̂ 23F4S X4 9SKNF4 出版社为

纪念皮尔斯逝世 #"" 周年所推出的新书’用皮
尔斯的话来说: 符号学#传播学与认知学 #""

年)［#%］，就直接把%认知&这一关键词写进标题$
由此可见，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哲学思想实

际上可以为当代传播学的前沿领域提供学理

基础$
最早开始在传播学专著中系统梳理皮尔斯

思想的当属知名学者菲斯克( @/E5 ‘1I]4)"在
!"世纪 +"年代所著的’传播研究导论)中，菲
斯克注意到了皮尔斯三元符号传播模式相对于

其他符号分支的特点以及优越性; 并且把皮尔

斯符号学模式作为当代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整合到传播学理论系统之中
［#,］$鉴于菲斯克

在当代传播学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地

位，菲斯克在整合传播符号学的过程中融入皮

尔斯符号学思想，实则上是提高了皮尔斯符号

学在当代传播学研究的能见度与重要性$
而丹麦学者延森( (32KI <SKE5 @45I45) 于

#&&-年所撰的专著’大众传播的社会符号学研
究)［#-］中，则更是在菲斯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
理论实践的角度，为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在大众

传播学的研究提供研究范式$他在此书中提
出，相对于索绪尔符号学的第一代模式，皮尔斯

模式则属于大众传播学的第二代符号学范式$
与第一代模式相比，皮尔斯在符号中对于传播

社群#传播方法的探讨，则更加切合于当代大众
传播的具体领域$

美国皮尔斯研究者李斯卡( @2L4I @2]eV

D1IQ]2) 于 #&&’ 年在其专著’皮尔斯符号学导
论$( ) 9454S23 [5FS/XK0F1/5 F/ FE4 .4L41F/10 /T

UE2S34I .25X4SI =41S04) 中，在系统梳理皮尔斯

符号学体系之基础上，首次在其手稿中深度发

掘并重建了皮尔斯有关传播诸问题的原创性论

述!$这为 !# 世纪其他学者系统开掘皮尔斯

传播符号学资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由
此可见，从 !"世纪晚期起，皮尔斯符号学模式

已经开始在传播学领域逐渐复兴，相关学者已

经开始从理论层面梳理并探究皮尔斯模式的重

要性$
进入 !#世纪，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在传播学

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皮尔斯传
播学思想的系统专著也相继出现$比如，芬兰
符号学者皮塔里宁( )EF1*641]]/ =14F2S1545) 与

博格曼( ?2FI <4SR4L25) 分别于 !""- 年和 !""&

年先后出版了系统探究皮尔斯传播学思想的专

著，即’逻辑符号: 皮尔斯语言#博弈论与传播
哲学)"与’皮尔斯传播哲学: 符号学的修辞基
础)#$这两本专著可以视为研究皮尔斯传播
符号学理论的里程碑$

除了对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进行

开拓以外，!#世纪的皮尔斯传播符号学模式兴

盛的另一个佐证就是，他的理论被广泛应用到

传播学研究的各个具体领域$例如，延森在其
专著’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的三重维度)［-］中更是基于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
全新建构起了有关%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论模
式，充分验证了皮尔斯的传播哲学思想在当代，

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理论解释力与可延伸力$
而艾赫拉特( =7 @/E2554I BES2F) 的专著’电

影与符号学:皮尔斯与电影美学#叙述与再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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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 ，则应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去探究

电影符号文本中的意义建构过程，尝试用皮尔

斯符号学去解决%电影符号学使得电影的意义*无意义*!［#’］等问题$再例如，贾皮( \/5N @2G*

GN) 的专著’皮尔斯视觉符号学导论)试图通过
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去%论证图像#视频等影像
文本建构当代视觉文化的路径以及作用&［#$］，
从而建构一套全新的#皮尔斯式的视觉符号学
体系$

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者在皮尔斯符号

学模式方面的研究更是拓展到了大众传播学领

域的方方面面，充分显示了皮尔斯模式在传播

学研究中的前景与活力$国内相关学者围绕新
媒体社会中的图像#广告#游戏#新闻传媒#社会
等重要领域，结合符号学前沿理论对此展开了

充分讨论，如胡易容的’图像符号学)［#+］#饶广
祥的’广告符号学)［#&］#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学
与叙述学研究)［!"］#李玮的’新闻符号学)［!#］，
等等$

综上所述，皮尔斯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之间

的渊源，实际上与传播者对传播现象及其传播

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认知离不

开$在不同的阶段，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不
同理解，所导致的研究方向与路线的差异，决定

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在学科中的影响力和重要

性程度$他的符号学思想中的诸多重要观点直
接影响着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开端，他因此被视

为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从 !"世纪 %"年代

起，经验学派在传播学中迅速崛起并成为主流

范式，以及索绪尔符号学范式在整个人文学科

的重要影响，皮尔斯模式在这一时期对传播学

的影响力减弱$但从 !"世纪 &"年底开始直到

!#世纪，传播技术革新所导致的传播学理论与

范式的更新需求，使许多学者又开始重访皮尔

斯$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在 !# 世纪的传播学中

开始复兴并展现出强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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