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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 

本土化及理论贡献

■吴坤湖匡存玖

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四十年经历了从附带引介、重点研究、全面关注、对话 

反思和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多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 

义符号学理论命题，呈现出动态与静态关注结合，结构、文本与文化兼顾，符号政治、经济与 

文化并重等本土化线索，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符号学维度的理论审思，为全球化、信 

息化、符号化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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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这两股著名思潮曾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交流和碰 

撞，涌现了阿尔都塞、布尔迪厄、鲍德里亚、霍尔、詹姆逊、克里斯蒂瓦，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 

穆卡洛夫斯基、沙夫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学者,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复调与 

对话理论”“语义符号学”“结构文化符号学”“消费符号学”“文化表征理论”“社会象征(符号)行为” 

“意识形态幻象理论”“女性主义符号学”等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形态，对世界马 

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积极引介国外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全面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学维度的理论审思，极大开阔了中国马克思 

主义文论的研究视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本文主要梳理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状况，探寻其本土化的历程及核心命题，接受的线 

索及特征，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成绩及不足，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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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进程及核心命题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历经附带引介、全面关注、深度研究、对话反 

思与自觉建构等阶段，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权力”“符号消费”“符号表征”“交往行 

为理论”“复调理论”“对话理论”“语义学符号学”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形态，提升了中 

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阐释力与理论活力。

(一)在附带引介中持续扩大影响 (1980—2000)
这个时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关注总体是附带性的，中国学者在大量关注国外马克 

思主义的同时，附带性地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纳入理论关注的视野，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关 

注。一些国外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阿尔都塞、戈德曼、巴赫金、洛特曼、沙夫、穆卡若夫斯基的 

符号学思想受到重点关注,并形成一些理论研究专题。

一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早受国内学者关注，徐崇温在 

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重点介绍了阿尔都塞学派，包括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等人的结 

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启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研究的先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 

身份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诸多争论。李青宜撰写了国内第一部关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专著,深刻解读了“症候式阅读”“多元决定”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方法。冯 

宪光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符号美学思想作了专题解读，在他看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与 

意识形态理论在符号性特征上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此外，马歇雷“离心结构”、戈德曼发生结构 

主义在国内学界也多有关注。

二是复调、对话与狂欢化理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在这个时期受到 

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夏仲翼、钱中文等率先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发掘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 

论的独特价值及其重要特征，引发国内学界的关注和对复调归属问题的论争。张杰撰写了国内第 

一部关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研究著作，深刻揭示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本身及其话语分析 

方式，有里程碑的意义。董小英撰写了国内第一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研究专著，试图在巴赫金理 

论基础上建构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对话理论，代表了国内研究的新动向。钱中文、刘康等倡导在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走向对话的文学理论”，推进中国文论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夏忠宪撰写国内首篇及首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研究论文和著作，认为其理论本身有 

未完成性和多义性，超文学意义巨大。

三是结构主义文艺符号学。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受到关 

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因洛特曼的去世引发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 。凌继尧、周启超认为，塔尔 

图一莫斯科学派已进入全面总结时期，要想了解国际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就必须关注该学派。孙静 

云、张冰、黎皓智、黄玫等深入解读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结构主义诗学观、符号艺术模式、艺术 

文本、电影符号学理论等。还有邓鹏、佟景韩、郑利民、陈国球等关注以穆卡若夫斯基为代表的布 

拉格学派符号学思想，诸如其“凸显”、艺术意向性与非意向性等概念，让人耳目一新。

四是语义符号学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沙夫的语义符号学就 

译介到中国。燕宏远、陈道德、章士蝶、袁晖等国内学者，集中从结构主义、符号意义、社会历史和政 

治心理等维度解读沙夫的语义学理论,认为沙夫的“结构主义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 

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方法之一”⑴心役极大丰富了国内学界对沙夫语义学的理论认知。于润洋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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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美学角度的研究也涉及沙夫语义学的大量探讨，并对波兰另一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卓菲亚•丽 

莎的音乐符号学思想作了较多引介。

（二） 在全面关注中系统整理（2001—2010）
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全面推进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整理工作，除继续关注阿尔 

都塞、巴赫金、洛特曼、穆卡若夫斯基、沙夫符号学思想外，还把理论视野延伸至布尔迪厄、鲍德里 

亚、德拉•沃尔佩、霍尔、克里斯蒂娃、哈贝马斯、马尔科维奇、赫勒等国外重要马克思主义学者那 

里，形成了大量理论专著。

一是符号权力话语理论。布尔迪厄的语言交换经济理论、符号权力、符号暴力、语言权力、语 

言暴力等受到多样化关注。张意撰写了国内第一部研究布尔迪厄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专著，深刻讨 

论了符号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赵杰、苑国华、朱国华等学者深刻透视了布尔迪厄语言经济理 

论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探讨，并从语言与权力的各种关系中发现了语言背后隐藏的象征性符号 

暴力。还有更多学者应用布尔迪厄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政治仪式、红色文化、城市空间、奥运圣火 

等现当代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现象中蕴藏的符号权力进行具体解读。

二是消费符号学理论。波德里亚、列菲伏尔的消费符号学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 

孔明安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研究波德里亚消费符号学的论文，梳理了从物消费到符号消费的发展历 

程;仰海峰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波德里亚的消费符号学理论专著。盛宁、张一兵、韩欲立、汪正龙、 

傅其林等学者，分别对波德里亚消费符号学中的伪消费背后的需求幻象、商品拜物教等问题进行了 

探讨，并将其消费符号理论运用于社会分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问题解读之中。

三是文化表征与符号传播理论。霍尔的文化表征、符号传播理论也引发了当代国内学界研究 

的热潮。王磊、邹威华、邹赞、张碧等国内学者，大量关注霍尔的文化表征、符号传播等理论，涉及 

电视话语制码解码、接合、文化霸权、语言符号观等概念或理论，形成了霍尔研究的热潮。更多学 

者把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运用于文化景观、工业产品、地域诗歌、身体写作等中国现当代社会、文 

化、民俗现象解读当中，呈现出多元化解读方向。⑵

四是其他符号学话语理论。这个时期对德拉沃尔佩的语义学美学、詹姆逊的“社会的象征（符 

号）行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卓菲娅•丽萨的音乐符号学、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等 

也多有关注。阿尔都塞、巴赫金、洛特曼、沙夫、穆卡洛夫斯基的符号学思想继续受到关注。将有关 

理论纳入宏观背景、历史渊源、发展影响、异同比较、批判反思中予以解读，诸如巴赫金研究纳入 

超语言性、大众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宏观背景下考察，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纳入了语言式、文 

学式的异同对比研究等。

（三） 在对话反思中主动建构（2010—）
这个时期加强了理论反思，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建中国话语理论体系等宏 

大愿景，并注重加强国际性的对话交流，着力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活力和在国际上的 

理论阐释合法性、影响力。这个时期的许多学者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建设上达成了共识。

一是傅其林全面审视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普遍存在的缺失符号学维度批判以及集体 

性失语等问题，提出要在多元本土化实践中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碰撞交流，在大力借 

鉴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建构，提 

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阐释合法性。

二是唐小林、饶广祥倡议：“当下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将符号学引出书斋，引入当代的经济、社 

会、文化生活，以及如何将批判性的符号学转化为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符号学，这就要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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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开掘符号生产力，这是符号学这门学科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的关键问题。”⑶

三是张碧指出，在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同时要多关注中国符号学理论的发展现状 

及其理论模式更新，加快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建构。

四是胡易容、陈文斌等学者主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以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为书名而编选的文选，其中收录了彼得•艾维斯、奥古斯托•庞其奥等国外马 

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的系列论文，具有开创意义。

五是这个时期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如“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的研究”“马克思批评理论 

的符号学研究”“当代符号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选题得以立项，四川大学还成立了符号传 

播中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新趋势、新变化进行研究 

和展望，正在全面组织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一些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东欧马 

克思主义学者如马尔科维奇、赫勒、马尔库什的符号学思想受到关注，甚至列宁、卢卡奇、马克思 

本人潜藏的符号学思想也被发掘出来，提出了“辩证意义论”“交往符号学”“形式美学”等特色符 

号学理论命题。

二、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重要线索及特征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经历了从关注阿尔都塞式静态符号学模式，到关 

注巴赫金复调、对话、狂欢化等动态符号学模式;从关注结构符号学、文本符号学到关注文化符号 

学、艺术符号学，从关注符号政治、符号权力、语言权力到关注符号消费、符号经济、符号资本，从 

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到关注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历 

程。

（一）从巴赫金“复调”“对话”“狂欢化”到“走向对话的文学理论”

如果说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学界主要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关注文 

本细读、静态研究的一面，那么对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化”理论的接受，则充分彰显了俄 

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动态视野展开研究的理论魅力。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 

化，就是从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静态符号学模式，到关注俄苏马克思主义的动态符号学模式 ， 

再到受巴赫金理论启示提出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建设“走向对话的文学理论”的过程，奠定了现当 

代中国文论转型发展的基础。

巴赫金符号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发展极富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在他那里，对话无所不 

在，浸透于整个人类生活关系、语言及其表现形式等有意义的事物之中。复调、狂欢化在某种程度 

上也是一种对话，而且是更大意义的对话。近四十年来，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化”“多声 

部”“参与性”等诸多理论命题，已成为国内人文学界耳熟能详的基本话语，被广泛运用于国内外 

文化社会现象解读及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显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面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 

方文论的强势冲击，“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 

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⑷冋）。

正是在这种理论匮乏的背景下，以钱中文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积极从巴赫金“复调”“对话”“狂 

欢化”理论得到启示，提出了“走向交往对话”和重建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倡议。钱中文指岀：“东西 

文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不是跟着说，甚至不是接着说，而是对着说，对着说则是真正的对话的理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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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⑴刊这种加强中国与西方对话交流的做法，正与巴赫金符号学理论的精神息息相通，对建构中 

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及其文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张素玫认为：“巴赫金理论体系的 

核心思想，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共通性,这使得巴赫金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 

具有了一种解释上的适洽性；……巴赫金理论适应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当下的需要。”冏的宋大图、张 

杰、黄玫、刘康等学者主张突破文本对话局限，将其纳入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时代的对话框架中考 

察，视其为一种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理论,也深刻反映了巴赫金的理论与中国文论发展转型这一重 

大变化。

（二） 从关注结构、文本、上升到研究后现代、文化、历史

这组命题反映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理论视野的拓展。由只关注“结构”“文 

本”研究切入“后现代”“文化”“历史”维度研究，揭示了中国学界近四十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 

学接受的心路历程，与世界符号学发展史特别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发展历程暗合。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革命性、实践性，曾激烈反对过形式主义、教条 

主义、理论主义，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老死不相往来”的假象，使得国外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在中国较长一段时间内鲜被提及，影响微乎其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术氛围的活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需要，阿尔 

都塞、巴赫金、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穆卡若夫斯、沙夫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得到大量引 

介，使中国学者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异于传统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观念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维度审思和学理性 

探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不少学者关注结构文本符号 

学研究而非文化、社会符号学研究，体现出一股强烈推进学理研究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解构主义、殖民主义、对话诗学、女权主义等系列现代与后现代思 

潮陆续引介到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岀现了新的发展动向。特别是后现代思潮，推动马 

克思主义积极关注跨学科、边界、差异、个性等方面，基于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开展多元化、无中 

心解读，构建了丰富繁盛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形态，涌现了一些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 

结合研究的论文，诸如对马歇雷后结构主义特征的分析等。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从结构、文本研究 

到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对本土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结构文本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文化符 

号学同时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些对重新推动国内学界从关注结构文本研究到关注历史文化 

研究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三） 从关注符号政治、符号权力到研究符号消费、符号经济

符号政治、符号经济、符号消费等命题鲜明体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关注当下、 

关注现代性的重要特点，呈现出与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发展的高度关联性。20世纪政治文 

化运动的空前高涨和21世纪经济全球化、商品符号化、知识信息化的大趋势，为马克思主义与符 

号学持续提供了新的结合契机。在这种背景下，布尔迪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波德里亚、列菲伏尔 

的消费符号学、克里斯蒂瓦女性主义诗学等理论思潮应运而生，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从物消费到 

符号消费的演变历程及隐藏在贤能统治、善良仁慈外衣下的隐形符号权力等，对世界符号学作出 

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高度 

契合了世界经济与文化的思潮，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波德里亚的消费符号学理论在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才被引介到中国，但在21世纪初就已经在国内学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盛宁、张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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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欲立、牛云芳等众多学者高度评价了波德里亚的理论贡献。盛宁指出，鲍德里亚“提岀一种把握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新视角「消费，「生产能指，，，所指，”⑺哼）。张一兵 

认为，波德里亚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基础，造就了一场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 

列斐伏尔的消费符号学也备受关注，张碧认为：“列斐伏尔是首位将成熟的符号学方法运用于马 

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同时其理论获得了较大反响的文化社会学家。”蚀伺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 

话语引发了国内学界对符号政治的关注。苑国华、张意、赵杰、朱国华等学者讨论了布尔迪厄语言 

符号权力话语中制约实践隐藏的权力机制问题，即语言与权力的关联使语言市场产生了各种不 

同形式的权力关系，背后隐藏了大量的象征性符号暴力。国内学界运用有关符号消费、符号权力 

方面理论解读现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等现象，探讨其背后蕴含的符号消费与符号权力问题 ，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四） 从关注西方、苏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拓展到关注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这组论题体现了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视域不断拓展的事实，由大量关注 

西方马克思主义、苏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拓展到全面关注西方、苏俄、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 

究的过程。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关注集中在“点”上，主要是对阿尔都 

塞、巴赫金、洛特曼、沙夫、穆卡若夫斯基等一批重要学者的符号学思想展开研究，那么，21世纪 

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地化就逐渐呈现为“面”上的研究，建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 

号学、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三足鼎立的本土化格局。最早受到关注的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其次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但对两者的引介最早都是附带的，像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接受，徐崇温最早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引介到国内，全面介绍了阿尔都 

塞学派的结构主义特征、方法论及其依“症候式”阅读，“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而 

对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最初关注，也是在国内学者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同时不断切 

入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结构问题的讨论，进而“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 

始显示出来”⑼网。有关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也较早得到引介，但一般附在西方马克思主 

义中介绍，像冯宪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两本著作中， 

就把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纳入其中考察，较少单列出来解读。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研究的兴盛，这种状况有了明显变化。特别 

在衣俊卿、张一兵、周启超、傅其林、朱涛等学者的推进下，东欧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对沙夫、穆卡若夫斯基、赫勒、齐泽克、马尔科维奇、马尔库什等东欧马克思主义重要学 

者的符号学思想也逐渐有了更多专题讨论，开辟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新阵地。

（五） 从大力引介、积极肯定、批判反思到发展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接受态度经历了部分肯定、全面肯定、对话反思， 

再到积极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历程。正如前面所说,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习惯于从 

意识形态角度思考和接受国外理论，像在徐崇温、胡万福等学者那里，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被视为一种“破产”的理论或对辩证法否定的尝试，体现出较强的理论批判 

色彩。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深入，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趣和学理性思考在 

不断提升，有关意识形态批判色彩也在逐渐减弱，这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态度就 

有了明显改观。钱中文、刘康、孙静云等学者纷纷把巴赫金、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引入中国文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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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研究，开启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基础上，钱中文还有意识、有目的地推进了文 

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符号维度建构，影响到一代学者的研究。张一兵、庞晓明等对阿尔都塞哲学 

理论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阿尔都塞独特的理论视角可以为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尝试性理解引入 

新的理论分析模式，其结构主义复杂结构的运行原则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特性。

21世纪以来，不断有从形态角度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论述。冯宪光根据国内学界研 

究实际提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理论 ,,[1O1(F55)的构想。 

近年来，结合中国实际加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研究的批判反思在不断增加，像傅其林、唐小林、 

万资资、张碧等学者就强调,21世纪人类全面进入符号化、信息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 

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有必要充分借鉴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符 

号学的成果，辨析优劣，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对话与交流，持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活力 

以及在国际上的理论阐释合法性，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问题 

的新一轮研究转向。

三、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理论贡献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研究成果显著，关注和提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符 

号学理论命题，诸如“复调与对话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学”“文化表征理论”“交 

往符号学”等，既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维度的理论审思，也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 

学提供了理论准备。

(一)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审思的符号学维度

中国马克思主义从早期拒绝符号学维度的审思与阐释，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接纳并推进有 

关理论反思，到近年提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建构中国话语理论体系的宏大愿景，思维 

经历了较大的转变过程，体现了中国学者强烈的理论创新精神与勇气。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革命实践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反对形式主义 

而拒绝符号学维度的阐释，但缺乏深入的理论批判、反思与学理性的阐释和思考，从而也限制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视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塔尔图-莫斯科学 

派结构文本符号学等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介到国内，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马 

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无法结合研究的固有成见及思维定式，使中国学者感受到从形式主义、符号学 

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研究的可能。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 

的一些经典案例深刻启发了中国学者，激发了他们的理论热情和创新精神。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以来，国内学界充分肯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重要成就，以钱中文、周启超、凌继尧、张一 

兵、张杰、傅其林等为代表的数百名学者积极参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引介和讨论，研究阵容 

极其盛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及其命题有数十种之多，并屡次在国内掀起研究的热潮。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进程中，中国学者不仅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维度的审 

思，而且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蕴含的符号学批判特征。赵毅衡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 

研究动力，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在他看来，“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 

的，它把符号的意指看成编织社会话语权力网，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上 

契合，’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1(P169)O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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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研究方法被大量接受,像阿尔都塞的“问题式”“症候式”阅读法受到张一兵的肯定，并将它用 

于人文学科研究；巴赫金符号学理论大量用于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提岀了“走向对话的文学理 

论”。波德里亚的消费符号学、布尔迪厄的语言交换经济理论等被频繁用于解释现当代社会人文  

科学的重要问题，回应当代理论关切，解读日常生活现象等，展现出了强大的理论与话语阐释力。

(二) 构建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话交流的平台

唐小林强调：“随着人类进入全面符号时代，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已然成为马克思主 

义的当代形态之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并非某些人的迷思，也不是心血来 

潮的产物，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O,,[121(P1)21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符号学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与 

符号学的结合已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潮流，显得更加自觉和紧迫。赵毅衡甚至认为：“与符号学结合 

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O，，[,11(P171)应该说，国外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转型过程出现的系 

列现象和问题作了大量解读，掀起了一次次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可以说，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 

义的本土化搭建了与世界马克思主义交流碰撞的研究平台，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发展 

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20世纪90年代，波德里亚、列斐伏尔消费符号学、布尔迪厄符号政治权力、霍尔文化表征及符 

号传播等符号学理论在国外研究如火如荼的同时，也在中国学界引发巨大反响，并在传播和接受 

的过程中作了较多变异和创新。对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接受也是如此，正如严志军所说:“中 

国学者在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改造，尤其是在方法论上表现出明显的创 

新性质。”冋炉闵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通过留学、访学等形式，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界都建 

立了广泛的联系，邀请许多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学者到国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甚至合 

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向着纵深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三) 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体系注入活力

近四十年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成果极为丰硕，形成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 

号学本土化理论形态、理论命题及其研究文献。像有关巴赫金“对话”“复调”“狂欢化”的国内研究 

文献就多达2300余篇，其他如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权力”“符号消费”“文化表征” 

“符号表征”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也分别有数百篇之多。这些本土化研究为建构中国话语理论体 

系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未来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实现方法论上的自觉，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以此为指导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⑶回列

唐小林强调，在当今高度符号化的时代必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进一步整理和 

检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及其问题，持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解释力。他指 

出，建设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应当正视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明确文化劳动为商品生产增加符号含量 

和文化价值等几个原则，为下一步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指明方向。

四、结语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经历了从附带引介和部分肯定、充分肯定和重点研 

究、全面肯定和系统整理、对话反思和加快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多个时期，建构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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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学”“复调与对话理论”“文化表征理论”“交往符号学”等异常丰富复杂 

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命题，呈现出从静态符号学模式到对话交往符号学、从文本结构到文化 

社会、从符号权力到符号消费、从西方和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延伸到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 

本土化脉络和线索，加快树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符号学思维，彰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 

学的理论创新活力，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反思借鉴。

不过，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20世纪八九十 

年代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译介多源自英语世界，像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列斐伏尔、波德 

里亚、哈贝马斯等学者的著作多从英美等国转译而来。随着21世纪以来懂多门外语学者与留学访 

学人数的增加，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在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小语种译介上仍存在较大难 

度。二是尽管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译作及论文增加很快，但部分译作在翻译质量和部分 

论文在讨论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维度的深度审思仍然 

偏少，在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阐释力等的理论创新和办法不够，特别是在建设中国马克 

思主义符号学上，还缺乏在全球化理论视野下与国外学者从容对话、深度交流甚至交锋的理论视 

野与气势。这些问题和不足，留待下一步在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实践过程中具体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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