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5 年第 3 期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5）03—0043-4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带来了艺术与日常生活边界的模

糊，社会舆论对时尚话题的关注，以及大众频繁地接触和使

用时尚符号，使得时尚在当代的影响极具渗透力。这样一种

辐射于各个领域的适用性，为时尚的研究提供了多种视角，

而它自身纷繁复杂的外在表象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于是设计、广告、服装、营销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但

是，影响时尚的因素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增长而变得越发

复杂，例如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阶级特征等错综复杂的关

联，造成对时尚形成的探索较难切入。
符号学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符号

作为意义表达的工具，使得形式再复杂的符号都将具有一

定的意义所指。暂时搁置时尚缤纷的表现形式，独具一格、
新颖多变成为时尚带给大众最为直接的感知，并且这个

特点随着时尚的发展一直存在，而标出性理论与这一特

点的呼应，使得将时尚置于符号学视角下进行研究成为

可能。
“当前符号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和方向，它表明符号学已

经超出文学和语言学，扩大到生物形式乃至一般意义上的

进化过程。”①运用符号学来对时尚进行研究，是将时尚化繁

为简，实现将研究对象：从物———符号到符号———物的转变

过程。借由对时尚的外在表现和转变过程进行分析，找出共

通的内部特征并带入理论进行解释和提炼，随后运用得出

的结论重新描绘时尚形态，并在其他传播效果中进行推演，

进而证明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

一、时尚与标出性的紧密关联

关于时尚的解释有很多版本，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

美尔认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于社会调适的

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

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

异性、变化、个体化的要求。”②时尚还被传统地定义为“在生

产与组织方面都带有历史和地域色彩的特殊衣着系统。”③

随着对时尚研究的增多，“对正常的偏离”变成众多符号学

家对风格的定义，而大众也较容易接收这个解释，因为这正

是时尚带给他们最直接、最深刻的印象。
标出性理论始于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1963 年

他总结了多达 13 条标出性的特征之后，提出了总结性的定

义：“当语言中有 x 特征，也有 y 特征时，非标出组分即不包

含 x 的组分。”④在这两项中，组成元素较多的一方即为标出

项。随着对标出性研究的深入，雅柯布森意识到这一理论的

解释范围并不局限于语音、语法、语义，而是进入“美学与社

会研究领域”，⑤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这些理论运用于文

化研究中。
两相对立中，导致不平衡的，是第三项，即“非此即彼，

亦此亦彼”的表意，笔者称之为“中项”。为了简便，我们把

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称为“正项”，中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

界定，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符号，必须依靠非标出项来表达

自身。我们把中项排斥的成为异项，即标出项，也就是说，

标出项之所以成为标出项，就是因为被中项与正项联合

排拒。⑥

标新立异在时尚的众多特征中十分显著，这使得在文

化中受到排挤、标出的异项，在时尚的领域里却获得了特别

关注；异项所拥有的独特性与个性化，放置于时尚领域中进

行演绎却能获得大众更多的容忍和接受度；正项在文化中

享受大众的关注与拥护，是社会发展的指标和导向，拥有重

要的价值，然而在追求创新和个性的时尚中，异项的独树一

帜却拥有着重要价值，于是那些与众不同的符号将转化为

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从以上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异项在时尚领域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它伴随着时尚的发展，以及流行的周期性成长，

在不同的阶段展示出自身的价值，这表明了对异项的分析

能够成为认识时尚的观察点，也展现出标出性理论对于时

尚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作者简介】宁 晓，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

标出性理论对时尚传播的解读

□宁 晓

【内容提要】时尚在当代社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而社会对时尚形态与特征的认识却很难具象。不同时期的流行转变作

为时尚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式，是大众能够接触并直接参与的外在环节，于是，对流行在生成过程中的传播内容和意义进

行分析成为研究时尚特征的具象文本。本文使用符号学理论中的标出性原理，在流行的传播过程中进行理论推演，进而挖

掘出时尚传播对“标出”特征的本质需求，形成符号学视角下对当代时尚的新解读。
【关键词】时尚传播；符号学；标出性；流行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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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出性在流行形成过程中的推演

不断改变的流行成为时尚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体现，

想要透视时尚需要对流行这个现象的具体分析。本文将流

行的生存周期概括为初期孕育、逐渐认同、成为流行以及开

启重生这四个阶段，借助对流行生成过程中标出性特征的

分析，对时尚的形成机制和本质特征进行推演。
（一）第一阶段———初期孕育：符号陌生化与异项生成

流行生成初期，为了便于异项的产生，需要完成一件重

要的铺垫工作，即符号的陌生化。这是指将人们所熟知的符

号打乱，或者赋予新的意义，让受众对接触到的符号产生陌

生感，从而获得新的感官刺激。“对一个事件或人物进行陌

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

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删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

心。”⑦这是标出行为的重要前奏，这使得时尚在形成初期能

够获得更为广泛的、可选的潜在异项资源，进而能够获得更

为显著的标出效果。
人们始终拥有着对新鲜、独特事物的好奇，但是对相同

对象的新奇感不可能永久存在，于是符号陌生化的步骤使

人们获得的新鲜感知得以循环，正也是这样的方式使得异

项得以长存，追求时尚的动力亦不会衰竭。
在形成初期阶段，异项因为被标出而获得关注，但是区

别于其他环境中的待遇，人们对时尚中的标出项持有较高

的包容度。这是因为，普遍性和熟悉感为人们的精神带来了

安宁，但是除了平静之外我们还需要改变、感悟和创造，而

异项的存在则为生活注入了动感。时尚的多变和独具一格，

使其成为人们经营生活和塑造自我的有效工具，而时尚符

号的别具一格也成为百姓对时尚的认知。当这样一种认知

成为共识，加上大众自身对它的需要，以及生活中频繁地接

触和使用，促使了人们对时尚的包容度逐渐增强。
初期阶段，需要筛选出一系列的视觉符号，并在传播中

用解读的形式对这些符号进行意义赋予，而这样一种时尚

主题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属性密切相关的。于是，借

助于信息时代下高速且多样的信息通道，人们开始关注到

这些异项，同时也获得了符号所携带的意义解释。
（二）第二阶段———逐渐认同：中项的力量

第二阶段中时尚的影响力开始扩散蔓延，但是区别于

第一阶段中异项的主要作用，此时中项的功能显得尤为重

要。在任何一段文化中，正项、中项与异项都不会缺席，他们

拥有着不同功能和地位，而正项和异项由于对立反差，较易

形成深刻印象，中项的依附和追随感使得容易被研究者忽

略其存在的价值。
在流行形成的第二阶段，中项的价值得到显著体现，因

为此时大量的作为中项而存在的社会百姓，能否接受、使用

并传播时尚符号决定着流行的成功与否。他们以庞大的社

会数量，将时尚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和消费力推上高潮。中

项认同在第二阶段所产生的能量，将助推在第一阶段被选

取并赋予意义的时尚符号成为流行。
第二阶段的成功转型，不仅是中项价值的成功展示，也

助推了流行在社会上形成的最为直观和宏大的景象，在这

个阶段里，时尚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与个人审美形态和思维

方式的逐渐浸染。
（三）第三阶段———成为流行：标出性的消减

这段时期中的大众，对流行的一系列的视觉符号与传

播意义已经熟悉，此时的时尚审美观念获得了较为普遍的

认同感，人们对意识的逐渐接受，通过对作为载体的视觉符

号产生好感，并主动使用这些符号而表现出来。越来越多的

追求者和使用者，使得时尚对消费水平的刺激越发明显，最

直观的视觉感知成为人们对时尚的注解。此时的时尚符号

将不再是因为标出性而受到关注，而是另一种心理机制来

延续着人们对时尚的追逐，那就是从众与模仿。
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外表包装或是内在价值观，一旦大

部分人趋于选择某一种形式时，为了追求社会认同感和心

理安全感，从众行为成为必然，而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模

仿。模仿可以被视作一种心理遗传，以及群体生命向个体生

命的过渡，模仿能够给予个体不再孤独地处于他或她自己

行为中的保证。不能否认，人们对于自我独立的欲望十分活

跃，并且伴随着生理和心理的成长而越发强烈，但是，大多

数的人在性格独立和自我包装的能力上尚有不足，也就是

说，人们虽然拥有着能动的企图心和目的论，但是现实中的

大多数仍旧选择执行模仿行为，这样的行为能够让个体在

社会环境中更加安心的运用这些视觉元素，无须为自己的

审美和品味负责。
模仿的盛行让人们享受着时尚的视觉盛宴，但这一段

流行却正是在这样的狂欢中开始衰退。齐美尔在《时尚的哲

学》中认为：“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它们的风格，

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

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的社会

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

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⑧阶级性赋予时

尚高贵的姿态，也成为时尚让大众追求的本质原因，当模仿

行为大范围出现时，保持阶层直接的区别使得这段流行所

携带的视觉符号和表现形式必须被抛弃或更改。
流行的开始却也宣告了这次狂欢的终结，究其根本需

要联系到第三阶段开始时标出性的衰减，因为对异项的选

择不仅是时尚吸引大众关注的重要方式，更是阶级性要求

它提供的保障，正是流行让时尚中普遍性得以增强，而最终

抵消了它的标出性，想要存活，时尚必须携带标出性，于是

这一场流行狂欢后必然走向消亡。
（四）第四阶段———开启重生：再次标出

创造力与生命力在时尚的诠释下显得十分强大，经济

的发展、文化的传播和社会的进步都将导致大众对时尚的

需求有增无减，于是当代社会下时尚的生命力，体现在衰退

的流行却拥有着快速的重生节奏。大众所感知到时尚的快

速更新，正是因为感知到流行的不停改变。时尚并不会改

变，其阶级属性以及对标出性的追求也将是它永恒的特征，

就算时代语境都发生了转变，流行的重生都能给予时尚强

大的适应能力。
第一阶段的符号陌生化处理，紧密的衔接着第四阶段

的重生，不论是对过去符号重新进行意义赋予，还是创造出

新的表现形式，甚至是采用新的设计、包装和宣传方式，都

能让人们产生新的感官刺激。例如“中山装”，这样一种服装

风格产生于革命时期，携带着较为明显的时代标记，于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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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和平稳定的发展，并接收到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新

颖设计，这种流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随着信息、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中山装上演了精彩的逆

袭，它代表着中国的文化，被赋予挺拔、坚毅的意义，通过众

多中国明星在国际舞台的展示，获得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

营造出新时代下的复古流行。
流行获得重生的案例不胜枚举，但是观察它们在不同

时期下的特征，一个相同点造就了它们翻转的可能，那就是

标出性。不是每一种具有标出性特征的符号都能在当时成

为流行，但一个不能被标出的符号则一定会被当下的流行

所排除。四个阶段的演进首尾相连，正是这样一种循环往复

的周期性过程，向时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三、不可忽视的异项

当我们试图解释，现代时尚为什么能对我们的意识产

生如此大的影响力时，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生活

中长久的、重要的意念和观点正在逐渐失去关注，而我们对

这个行为的普遍认同与长期执行，导致那些短暂却新鲜的

变化因素得到了更多的展示机会，成为我们意识中的常客。
异项作为文化中独特、新奇的存在，受到正项联合中项

的排挤，通过标出性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逐渐运用，异项所

产生的特殊能量越来越受到关注。正如同它在时尚形成中

的重要影响，当代的艺术领域已然成为它活跃的场所，在对

时尚的研究中，异项成功的逆袭了正项，从被标出的角色转

变成大众认可和追求的对象，标出性翻转在当代的成因是

什么？人们在这个事件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以下对异项特

点的总结能帮助解开疑惑。
（一）审美中没有绝对的正项或者异项

标出异项，是每个文化特定的符号结构性排他要求：一

个文化的大多数人认可的符号形态，就是非标出，就是正

常。是否真的怪异，是次要的：文化这个范畴（以及任何要成

为正项的范畴） 要想自我正常化，就必须存在于非标出性

中，为此，就必须用标出性划出边界外的异项。如果说在语

言学中，基本上是标出性导致不对称，在文化研究中，是为

了不对称而引发标出性。⑨

把被标出的异项定义为丑陋或者是错误的，是一种很

武断的行为，就算带入当下的社会背景和发展阶段进行分

析，依然能看到多种复杂的因素，如文化环境、阶级特征、社
会发展目标以及大众认知水平等。

在艺术领域中，对异项、正项进行绝对判断显得更加困

难，因为审美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是人们根据自身对

某事物的判断标准来做出的一种辨别，主观性和偶然性十

分显著。而且，信息时代所造成的信息冗余，使大众的审美

随着繁复的使用和改变而变得麻木，自身的判断能力逐渐

减弱，人们不断的对新鲜刺激持续的追求，最终导致个体对

审美判断的麻木。
所以，时尚传播中所出现的标出性翻转现象，并不是错

误变成正确，而是时尚应对改变的社会环境所进行的能动

调整。在当代，审美的判断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人们价值

观和审美意识的不断转变，也为标出性翻转在各个领域的

发生提供了可能。

（二）视线焦点的异项之美

异项所带来的视觉刺激，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背景下，展

现出其强大的吸引力和生产力，其中，艺术领域尤为显著。
现代的艺术家们不再执着的朝向实在，甚至倾向于寻

找与实在相对立的反方向灵感。在这样一种态度下，很多独

特、新奇的符号使用于艺术当中，从而艺术与现实得以区

隔，人们原本认识的符号意义被这种方式重新陌生化，而那

些熟悉的经验模式也被打破，取而代之是与过去经验世界

完全不同的陌生体验。观众收获了异项之美所带来的感官

享受，在解读这些符号的同时，就自然而然的扩大了对艺术

表现的包容度。
对异项的选择不仅是时尚的专属，物质文化资源的越

发充实,让人们不得不面临更多的选择，于是，关于如何才

能成为最特殊、最显眼、最吸引人的那个选项，成为各个领

域中的生产者都共同关心的问题，异项所产生的影响逐渐

从意识上转变成实际价值。
（三）人们的欲望最终赋予了异项存在的价值

巴尔特提出，“意象系统把欲望当作自己的目标，其构

成的超绝之处在于，它的实体基本上都是概念性的：激起欲

望的是名而不是物，卖的不是梦想而是意义。”⑩人类的欲望

没有止境，这使得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充满着期待和动力，于

是，伴随着无止境的欲望，人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现实愿

望或者抒发情绪。
就像梦境的存在价值一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渴望

得到一种梦想的体验，获得满足感同时也发泄出积累的压

力和疲劳。“消费社会里，人们的消费对象不再是商品的使

用价值，而是大众传媒创造的符号价值；人们的生活世界也

不再是由具体物品所构成的实体世界，而是由大众传媒构

筑起来的拟象世界和‘超真实’的世界；人们的需要也不再

是主体性的需要，而是由大众传媒、广告所建构出来的‘虚

拟’的需要。”輥輯訛当时尚出现在大众眼前时，以各种新颖、独特

的视觉符号激起好奇和关注，并通过大众传媒不断向人们

暗示，想要改变普通平凡的自己，成为吸引别人关注的人，

那欢迎使用这种快速有效的方式。

四、标出性与时尚的本质特征

通过对时尚文本的分析，异项的价值和能量获得最大

程度的体现，找到了大众将其标注为求新求异的原因，随着

将流行生成过程中的结论进行推演，复杂的时尚表象下逐

渐触摸到它本质的特点和规律。
（一）时尚必须生存于标出性形成的对比环境中

漫长的时尚历史中，讲述了时尚发展的历程，也叙述着

不同时代的变革。参照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我们能

够对当时的流行进行深入解读，并且能够通过流行的分析

来审视传播环境的特征。如果承认了流行的不断变化是为

了使时尚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那么，是否表示时尚对

传播环境就没有要求呢？

这种推论过于笼统。时尚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毋

庸置疑，但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影响力却有所不同，这样

的波动表现出时尚的能量并不稳定，时尚的影响力对时代

语境和社会环境同样有所要求。透过标出性理论的推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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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与独特的特质成为时尚生存的必要保证。在任何时代背

景下来观察文化，都发现正项与异项之间的对比和排挤现

象，但这个冲突的剧烈程度，以及标出性翻转出现的频率都

不尽相同，这都将影响大众对时尚的认同。
这样的认识使得对时尚影响力研究更为复杂，但是对

时尚所依存的社会环境有了一个准确认知，脱离了标出性

多形成的对比环境，时尚必须携带的阶级性将无法体现，没

有了正项与异项之间的冲突，流行的变化将不再需要，于

是，失去了阶级性所赋予的价值和流行创造的生产力，时尚

无法生存，因为它的存在对社会大众没有意义。
（二）时尚与社会的进步一同发展，它是动态的、历史

的、相对的

不断改变、交替的流行让时尚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

传播意义和视觉表现，而这样一种结构体系使得时尚必须

是动态的、历史的、相对的。
时尚在当代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大众正是因为时尚的

动态感所提供的持续感官刺激，来维持对时尚的新鲜感和

追求欲，然而时尚之所以获得大众如此自觉地认同，不仅是

通过客观实在的符号形象予以吸引和暗示，更依靠文化意

义的不断赋予和积累，历史性特征让时尚文化伴随着时代

的变革而逐渐丰满。随着大众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符号

意义的重视逐渐超过于载体，标出性使得时尚会舍弃已被

大众熟悉的符号而选择新的意义载体，但不同时期中流行

的传播意义则不会消失，于是，时尚意义不断积累的这个过

程，在大众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三）标出性翻转为时尚带来独特美感

异项之美在当今社会受到的关注之前已有论述，于是

标出性翻转的出现并不局限于艺术领域，但是时尚对这种

能动效应的运用可谓十分典型。
时尚语境中的标出性翻转显得更为容易，正是借助于

人们对时尚的较高包容和接纳度，异项在时尚中更容易被

大众所接受和模仿，于是标出性翻转的大幕必然被拉开，转

变的时间或长或短，但翻转的后果却无法避免。这些不断上

演的逆袭，使人们对时尚形成无法把控、充满未知的定义，

而这样的特征与人们自身的欲望相似，于是，时尚的魅力越

发明显。
为何时尚总是让人觉得标新立异？为何流行的改变也

无法影响人们对时尚的追求？时尚的以上特征让我们获了

得回答相关问题的思路，关于流行的分析也将帮助解决大

众生活中的迷思，例如是否流行就是时尚，为什么说追赶潮

流的人才是不懂时尚的人。
认识了时尚，对文化研究有着直接的帮助，然而当代时

尚传播对社会意识的引导作用，使得时尚研究也将与大众

传播产生互动效能。“电视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指标’
（cultural indicators），文化大众透过大众传播实际上在与

文化自身沟通，而这样的沟通，维系文化内一直的价值观。”輥輰訛

大众传媒拥有信息传播功能，这样的信息互动将逐渐引导

并改变接受着的价值判断。时尚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审

美判断，在这样强大的意识引导下，社会文化的建设是否可

以利用时尚的包装来对大众心理进行有效的意义传播，适

时有效的掌握和引导大众意识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

动力。

所以，时尚在当代所产生的能量必然能运用于社会建

设和文化发展当中，准确把握它的形成和传播特征，合理利

用时尚对社会与个人的影响力，创造出适合于当下时代背

景和发展目标的良好语境，进而在改革规划或者社会转型

时期获得社会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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