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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媒介符号学是研究处于某一文化语境的构符者和解符者，通过多媒介交际符号劳作，达到认识人

类行为和思想，认识事物现象和本质，型筑社会交际文化之科学。本文基于符号哲学维度，构建多媒介符号学

的理论框架，旨在揭示多媒介符号发挥交际功能的哲学机制，以有效推进多媒介交际，提高社会交际效率。研

究框架表明，在多媒介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凭借多模态交际符号，即物质、感知、时空和符号四种媒介模态以

及言语、文字、影视、表格、图片、身势语、戏剧和实物等媒介模式，对交际符号进行融合与转化等信息处理，进

而形成多模式的交际语篇。此基础上，再对交际语篇进行多模态信息化、多信息语篇化等处理加工。由此实

现多媒介事件的理论创建与哲学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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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的最高目的是认识自我，研究该阿基米德点的哲学思潮先后经历了古希腊苏格

拉底形而上学、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复兴数学、19 世纪达尔文生物学以及 20 世纪符号哲

学等五个阶段①。古希腊苏格拉底哲学认为，人是可自我探究、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理性存

在物;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把人看成是具有信仰的宗教存在物; 文艺复兴的数学思维者强调数学

理性的重要性，他们将数学观点看成是分析宇宙之人的根本观点; 到了 19 世纪达尔文生物学

时代，人就成了可生产哲学和诗歌的较高种属动物，而生产方式则犹如蚕吐茧丝或蜜蜂筑巢;

以卡西尔为代表的 20 世纪符号学者将符号看成是人的哲学本质，他们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

符号是人的对象化中介，文化是人的对象化目标，即人的符号劳作创建人性文化。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多媒介帝国里，多媒介符号劳作逐步更迭了人类的社会交际方式。

在媒介技术神速发展的时代，媒介符号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控制性刺激不得不作出回应②，期

间，作为信息传播技术及其产品，媒介符号犹如人体血脉渗透于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并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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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架构现代社会的文明路径。于是，通过传播媒介，人类时空记忆得以建构，并最终使得跨越

地理空间界限的人类文化认同得以生成。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单模态现象也逐步被多

模态现象所替代，各传统媒介边界逐渐被打破，多媒介事件时代已经到来③。据此，基于符号

哲学维度，我们拟以多媒介符号的信息传播功能为出发点，试图研究多媒介符号的多模态本体

特征及多模式交际方式，以及多媒介交际事件的创建与识解路径，进而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理

论框架。

一、多媒介符号学的起源与进展

发轫于 19 世纪后期的符号学，以符号的本体结构特征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成欧洲大陆学

派和美国符号学派两个研究阵营。欧洲大陆学派以符号学之父索绪尔 ( Ferdinand de Saus-
sure) 为代表。索绪尔认为，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

由能指和所指组成，如水的能指是水的发音，所指是无色无味的液体，能指和所指之间是约定

俗成的关系。美国符号学派以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为代表。皮尔斯从解释哲学的

角度，把事物 A 定义为符号，A 的所指定义为某一事实或客体 B，把 A 因指向 B 而对 B 赋予某

种解释性思想定义为 C，据此提出符号 A、对象 B 和解释项 C 的符号学三元观。此外，皮尔斯

对符号进行了系统分类，他将符号划分为图像、索引和象征三种。图像符号强调符号与对象具

有同质映像关系，如用图片中的张三指称张三; 索引符号强调符号与对象之间具有某种异质关

联，如用地图中的波线指称河流; 象征符号强调符号约定俗成的指称关系，如用水指称无色无

味的液体。
然而，上述符号学研究由于忽视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作用，因此该研究仍受形式主义的

束缚。随着英国社会符号学家韩礼德( 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 对“语言是社会符

号”理论的提出，人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符号实践便顺其自然地成为社会符号学的研究

对象④。由于社会符号实践既强调人的社会交际与媒介的符号中介的双重功能，又极力把上

述符号学理论从语言学领域移植到单一的非语言领域⑤，由此在当下多媒介事件时代形成了

多媒介符号学，其中，卡莱斯( Gunther Kress) 和万力文( Theo van Leeuwen) 拉开了此学科的研

究帷幕。卡莱斯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研究媒介模式的概念和本质特征，认为模式的成立需要具

备四个条件⑥，一是发生于某一特定文化语境中，如发生于中国香港民事庭审语境中; 二是以

社会交际为目的，如原告以指控被告侵犯其肖像权为交际目的; 三是能指为符号资源，如图像、
文字、排版、音乐、手势、言语、动画、音频等; 四是能够产生指称意义，如原告向法庭呈交由被告

散发于网络的原告照片图像能指，指称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权之意义，以期实现侵权

赔偿诉求得以判决支持的交际目的。万力文称语言、手势、图像、音乐、食物、着装、实物等符号

资源为交际模式⑦，并认为交际模式具有社会交际语境的能指( 如皱眉) 和所指( 如不同意) 功

能，通过媒介边界的分割( 如广告中的“雾霾天空”图片和“我想拥有一片蓝天”文本中现实和

梦想的剥离) 、分离( 如用空白区分“克林顿访华”图片和“克林顿访华”文本) 、融合( 如“克林

顿访华”图片和“克林顿访华”文本占据同一版面空间) 、叠加( 如“人民大会堂”图片和“人民

大会堂”文本相互渗透) 、合拍( 如“黑色”图片和“黑暗”文本意指不好的事物) 、对立( 如“黑

色”图片和“寻找光明”文本意指相互对立的事物) 等来表达交际模式的意义潜势。
随着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多模态功能语篇分析方法成为当前中外多

媒介符号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其中，( 1) 欧图尔以悉尼大剧院为例，分析楼房、地板、房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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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筑组成部分的表述、模态和构成意义⑧。( 2 ) 欧海勒伦本人从视觉和听觉两大感官着

手，分析电影中国城( Chinatown) 中镜头、事件、人物、肢体动作、语音和音乐等的表述、逻辑和

构成意义⑨，主要结论包括: 音乐模式特征表现为音量、音高、音质、旋律、保真度、节拍，表述功

能表现为经验语境、互文交涉和音乐主题，逻辑功能表现为叙事因果关系，构成功能表现为剧

情音和剧外音等。( 3) 卡莱斯借助于框架、矢量等技术分析手段，分析图片中的表述、交互、构
成意义⑩，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视觉交际中的二维图表、地图、艺术、以及三维雕塑、儿童玩具、
建筑物和各种日用实物等符号模式。( 4) 张德禄认为，多模态语篇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

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片、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并据此提出多

模态语篇分析框架瑏瑡，具体由文化、情景、内容、形式四个层面组成，文化层面包括作为文化主

要存在形式的意识形态和作为话语模式选择潜势的体裁意义，情景层面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

和话语方式组成，意义层面由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篇章意义组成，形式层面由语言语法系统、
视觉语法系统等组成。

二、当下多媒介符号学研究的识解漩涡

根据符号哲学理念，当下多媒介符号学研究尚存如下识解漩涡与研究困境:

第一，社会符号学域中的模态所指偏离符号哲学维度下的模态所指，亟待修正与完善。符

号哲学从符号文化功能出发，认为符号本体具有能指与所指相对应的普遍性、用异性符号指称

同性事物的多变性、用理性区分符号对象的抽象性、具有符号记忆基质的时空性瑏瑢以及用以表

现艺术本质的艺术性五种特征瑏瑣。艾力斯卓姆基于多媒介表述事件功能，提出模态概念，意指

其为媒介符号的本体特征，并对符号哲学维度下的符号特征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具象解读，包括

指称平面、人体等物质界面的物质模态，指称视觉、听觉、闻觉、嗅觉和感觉的感觉模态，指称宽

度、高度、厚度和时间的时空模态，以及指称象征、索引和图像的符号模态四种瑏瑤。然而，社会

符号学视野下的模态能指却指称不同的对象。如上所述，多媒介研究肇始于社会符号学，其代

表人物卡莱斯认为多模态是单模态现象在信息技术时代的蜕变趋势，如传统文学作品媒介以

文字印刷的单模态呈现瑏瑥，如杂志新媒介用多颜色插图和多形状版式的多模态呈现，并指出这

种多模态趋势正在极力打破媒介之间的边界，从而丰富以多媒介形式表征事件内容的符号功

能。而且，后继的社会符号学者以上述模态理论为研究基础，通过各自勾勒的模态资源研究其

潜在意义，包括口语、视觉、语言、图片、音乐、声音、手势、叙事、颜色、味道、演讲、触觉、雕塑、动
作、地图、艺术、着装、图像、手势、动画等各种社会符号原型。据此，社会符号学视野中的模态

所指已偏离符号哲学维度的模态所指，亟待多媒介符号学对其进行外延的修正与完善。
第二，多媒介符号本体特征亟需在多媒介事件动态时空框架内研究，以确保对多媒介事件

交际意图解读的合理性。符号哲学认为，符号是一种具有记忆基质的过程性时空生命有机体，

其中，空间是人类的外经验形式，时间是人类的内经验形式，符号时空框架共同指向连续的有

次序的事件信息域，符号记忆过程是对已知经验的信息提取，以及对已知经验的信息重建瑏瑦。
据此，作为社会交际前提的人类经验，以事件信息形式储存于人类时空记忆框架内，以待人类

具体交际行为的激活、提取、整合与创新。诚如奥海勒伦通过固定和移动摄像镜头来控制时空

的变化一样，多媒介事件在共时性时空框架内受到静态和动态两种语境制约。静态语境如同

固定镜头时空下的多媒介图像，由多种单位媒介的模态和模式相互结合、融合、渗透而得以形

成多媒介语篇，语篇中的重要信息可通过颜色、形状、位置、尺寸等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进行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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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模糊、边缘等特效的认知处理。同时，由于时间的线性推移特征，动态语境中的多媒介语篇

由一帧帧静态多媒介图像以及镜头移动时的动态时空过渡组成，与人类的真实社会交际活动

过程同构，而后者中的交际主体用眼睛移动代替镜头移动来控制交际时空的迁移，从而廓清多

媒介事件得以呈现的多媒介语篇边界。此外，多媒介符号的选用，除受社会交际语境制约外，

还拘囿于交际节约性要求，即看似分散的多媒介符号选用，实则均受制于表述同一核心事件即

交际意图的使命，故在多媒介组成部分的选择和使用时需经过深思熟虑，以有效避免对交际意

图有赘述和误导嫌疑的媒介使用。总之，在多媒介事件动态时空框架内创建多媒介语篇，才能

保障后续的交际意图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识解。然而，前期多媒介研究较少考虑动态时空框架

中的信息记忆属性以及多媒介事件的交际意图目的，故在多媒介符号学之理论框架构建时应

予以充分考虑。
第三，多媒介研究亟需信息传播学的理据支持，以透视多媒介信息在交际主体之间传播的

全部过程。卡西尔认为人类的符号活动勾勒出人性文化的圆周，圆周的各个扇面由语言、神
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符号形式构成瑏瑧。而且，通过对上述符号形式的具体研究，卡西尔

提出，人类文化世界是一种有机整体，散落的符号形式最终聚拢于符号劳作这一根本属性上，

而符号劳作特征又离不开各种符号形式的特殊品性和特殊结构，故多媒介符号研究势必要着

手于各种符号形式的学科规律及其实践材料。尤为指出的是，在目前多媒介帝国时代，信息传

播学已明显成为多媒介框架构建的理论基础。首先，多媒介的存在价值在于其对多重信息的

传播，而脱离信息内容的单纯多媒介形式研究，只会掉进形式主义的深渊，从而失去了社会交

际意义。其次，多媒介具有多模式和多模态结构特征，而对于多媒介结构的建构和应用，或对

于多媒介边界的间化和转化等行为的实现，均需要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支持和创新。再次，多

媒介事件的信息单位及其网状信息流动，需要信息传播学方式进行认知加工处理才能得以实

现。由此表明，多媒介研究不但需要基于多学科基础，而且要凸显信息传播学的领军作用，但

目前主流的多媒介分析方法仅从单一学科视角出发，或功能语言学，或认知语言学，或交际学，

均缺乏多学科尤其是信息传播学的理据支持，因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第四，当下的多媒介符号学研究框架缺乏系统性论证。符号哲学的核心理念是符号文化

目的和符号劳作功能。卡莱斯顺应了该符号哲学理念，把符号劳作具象化为对于媒介模式的

创作，把符号文化具象为社会交际文化，并且强调媒介模式发生于并服务于某一特定社会交际

语境瑏瑨。同时，他把人类创作媒介模式的目的皈依为对交际事件意义的生产，而交际事件意义

产生的源头在于图像、语言等符号资源。然而，卡莱斯并未厘定媒介模式的划分依据，亦未建

立媒介模式的范畴体系，而且关于意义的解读理据更是惜墨如金。历史上对意义的研究可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语言结构层面讲，语言哲学多是从语词出发，探索其内涵义、外延义、
自然意义等; 功能语言学从语词或小句出发，探究其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文化意义、
体裁意义; 语用学从语词或命题或篇章出发，探究其语境意义、信息意图、交际意图等; 认知学

从语词或命题或篇章出发，探究其概念、范畴及其关联、构式关系等。然而，卡莱斯社会符号学

中的多媒介研究，多从媒介模式或模态的任意划定，直接跨步到媒介所承载意义的主观臆断，

因此缺乏自多媒介形式到其承载意义的解释项，因此当下的多媒介符号学研究亟需系统性理

论框架的构建。

三、多媒介符号学理论框架构建

在符号哲学维度下，多媒介符号学是研究处于某一文化语境的构符者和解符者，通过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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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交际符号劳作，达到认识人类行为和思想、认识事物现象和本质、型筑社会交际文化的科学。
其中，交际符号是实现人类社会交际功能的符号中介，是构符者或解符者通过理性思维的信息

加工来创建或识解交际事件的多媒介符号。多媒介交际符号以指引信息加工过程的交际意图

为核心所指，以表征交际信息的多媒介语篇为外化能指，以凸显交际符号特征的多模态和多模

式为内在结构能指和外延原型能指。基于此，笔者拟用图式化模型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理论

框架，具体表现为“一面两边双向三点三边”的多模态交际符号劳作模型( 见图一) ，以及“三层

四步”的多模式交际语篇信息处理模型( 见图二) 。
第一，多媒介符号的劳作模型构建。多媒介交际符号运作原理如图一圆锥体框架所示。

( 1) 圆锥体指称多媒介交际符号劳作现象，其内在结构表现为多模态特征并渗透于整个社会

交际过程; 锥底圆形面指称具有多重符号形式的交际文化，起着支撑或限制交际主体活动、思
想及认知能力之作用; ( 2) 三点分别指向构符者、解符者和多媒介，构符者和解符者产生于特

定交际文化语境，交际主体既可以是构符者，亦可以是解符者，原因在于社会交际主体需要同

时完成交际对象所呈现符号的识解过程与交际者欲以呈现符号的创建过程，才能保障交际活

动的正常推进; 圆锥体顶点指向多媒介，并通过斜线标明其内在结构的多模态属性。多媒介由

传播信息的单位媒介组合而成，其几何特征表现为可沿圆锥中轴线上下活动，意指多媒介劳作

越符合构符者和解符者相交集的交际文化，就越能体现交际主体的构符和解符能力，越能提高

交际主体的构符和解符效率。如若三点聚集于交际文化锥底圆形面，形成“三点一线一面”的

几何关系，表明多媒介交际功能已达到最大化利用; ( 3) 圆锥体两边由构符者和解符者两点分

别与多媒介一点相连，指称构符者的多媒介符号创建过程和解符者的多媒介符号识解过程，两

种过程通过多媒介的多模式外在形式予以实现，多模式作为多媒介的上位抽象概念，同样具有

多模态属性; ( 4) 整个圆锥体中的三点均为实点，表明三者均是交际符号的物理外化实体，是

交际主体通过感官渠道能够感知的外部世界刺激源; 而圆锥体中的边、线、面均为虚态，表明他

们的所指是需要通过交际主体思维活动方可认知的事物; 圆锥体中所有连线箭头均是双方向，

意指点点之间和点面之间具有相互牵制关系，其中，交际主体与交际文化及其符号形式是多媒

介符号学研究的外延影响因子，而媒介、模态、模式、多模态以及多模式是多媒介符号学研究的

内涵影响因子。综上，整个多媒介交际符号劳作充斥着多模态属性，故本圆锥体命名为多模态

交际符号劳作模型更为准确。

图 1 多模态交际符号劳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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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多媒介符号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方式特征构建。笔者基于上述多模态交际符号劳作

模型，通过大量的法律课堂交际语篇标注实践，得出以下多媒介范畴化结果: ( 1 ) 依据符号哲

学的符号五特征以及艾力斯卓姆的媒介四模态分类，笔者确定多模态内在结构是一有机整体，

由物质、感知、空间、符号等四种模态组合而成。其中，物质模态意指人体、平面、实物、声波、光
波等五种信息传播物质界面，比如话剧由声波、或静态或动态的平面或非平面、人体等物质界

面组成; 感知模态衔接信息传播物质界面、人体感官信息渠道以及人脑信息加工界面，意指视

觉、听觉、闻觉、嗅觉、运动觉和感觉六种感器渠道，涵盖整个信息传播和信息提取等认知心理

过程; 空间模态意指或真实或虚拟存在的信息传播方式，由宽度、高度、厚度和时间等时空认知

结构组成，通过对人类记忆和已知经验的存储、激活、提取、整合、创新等信息加工实现; 符号模

态源自皮尔斯符号学的解释学视角，意指媒介建构意义期间的象征、索引和图像等符号指称功

能和意指关系，符号意义解读重点在于给出明确详尽的解释项。( 2 ) 从符号哲学的理性和感

性双重功能出发，以交际主体左右脑的命题和图画两种思维方式为媒介宏观分类，以多媒介语

料库的信息存储和提取便利为媒介分类技术要求，笔者从法律课堂语域中剥离出言语( 如重

音、语调等) 、文字( 如字号、字体等) 、影视( 如图像、过渡等) 、音乐( 如节拍、旋律等) 、表格( 如

线、长方形等) 、图片( 如后景、前景等) 、身势语( 如手势、表情等) 、戏剧( 如道具、人物等) 和实

物( 如建筑、雕塑等) 等九种媒介模式，并发现各种模式有其各自独特的多模态组合特征，模式

之间存在模态特征的完全涵盖( 如戏剧与图片) 或部分交叉( 如影视与音乐) 或完全独立( 如表

格与言语) 关系，而且发现多模态特征越复杂，多模式表现力越强，多媒介交际效率越高。( 3)

从符号哲学的文化创建目的出发，笔者发现，多媒介交际符号的劳作范围拘囿于特定社会文化

语境，劳作结果表现为多媒介语篇，在此语篇范围内各种模式相互并存与协同，协同的目标是

交际意图这一核心信息，并存的路径是多媒介组合、融合、间化、转化等媒介模式及其模态边界

的突破方式，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便依赖于上述模式及其模态边界的突破，而新媒介的创建则

有助于促进交际信息的传播信度和效度，加深交际主体对交际信息的理解和记忆。

图 2 多模式交际语篇信息处理模型

第三，多媒介符号学的多学科理据构建。哲学符号的文化多扇面性以及前期多媒介语篇

分析的多学科性，把多媒介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构建基础指向具有多学科理据的语篇分析方

法瑏瑩。作为语篇分析方法的一种，多模式语篇信息分析方法同样具有多学科理据，并据此以独

特的方式解读多媒介语篇所传播的意义。( 1) 基于社会功能语言学和篇章语用学、逻辑语义

学瑐瑠等理据，将多媒介分析单位由语词、小句扩展至命题即信息单位( 用于社会交际的最小单

位) ，将分析目的由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文化意义、语境意义、体裁意义、意识形态

等意义解读，转向对呈现交际事件尤其是交际意图的多媒介交际语篇进行显性与隐性意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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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建构、解构、推理、映射、识解等认知过程的揭示。其中，交际意图意指信息意图背后的

真实意图，信息意图意指交际主体在交际期间所持有的某种信念瑐瑡 ; ( 2 ) 基于菲尔克劳从文本

到意识形态的描述、解读、解释三阶批评话语分析模式理据瑐瑢，将交际事件的识解区分为多媒

介语篇的命题描述、命题的信息结构和信息行为( 是语用学“言语行为”概念在信息传播领域

的延伸，指称信源传播信息时可能意图实施的信内行为、信外行为和 /或信后行为) 解读、交际

意图的语境解释三个动态阶段，从而在多媒介语篇表层和交际意图识解深层之间形成信息层

( 如图二) ，并以何人、何地、何时、何事实、何事、何因、何据、何条件、何结果、何态度、何变化、
何推断、何结论、何处置等十五种信息点为信息传播模式瑐瑣，对多媒介语篇中的符号信息进行

树状命题网络描述和推理，以协助完成交际事件的描述、解读和解释; ( 3) 基于社会交际语境、
认知心理学和多媒介的多模式外在形式等理据，将交际双方的交际事件创建和识解区分为多

模式信息化、信息语篇化、语篇信息化和语篇信息多模式化等四个信息加工过程瑐瑤，其中多模

式信息化是对多媒介所传播信息进行从非语言模式至语言模式的命题转化描述，转化单位为

表达完整事件的命题即信息单位; 信息语篇化是对所有信息单位进行线性组合并形成语言模

式的语篇整体; 语篇信息化是对语篇命题进行树状信息结构层级化处理; 而语篇信息多模式化

是对处于树状信息结构中的命题进行多媒介组合、融合、间化和转化，旨在创建新的多模式交

际语篇。
第四，多媒介符号学的信息呈现与分析范式构建。媒介文化消费符号以社会消费能量为

动力，社会生产的最新模式会迅速被包容在内，其最大特征是充满重构的动力瑐瑥。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革新，信息发展模式从空间地域转变为流动渠道，形成动态的信息网络流动空间，具

体成分包括信息单位及其动态信息流，单位信息按照等级次序排列，信息流动起始于信息网络

中枢瑐瑦，笔者据此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信息呈现与分析范式如下。( 1) 信息网络空间是一树状

命题网络组块，处于顶点的核心命题为交际意图，是整个树状网络信息中枢，指引着所有命题

的信息流动路径，路径对应于十五种信息点，而且，所有信息单位及其信息点流动呈现三维一

体树状模式，一体由信息单位的概念化结果呈现，三维分别指向信息单位界面、多模式界面和

信息点界面，从而形成整个多模式语篇信息发展模式。此多媒介信息传播模式正是迎合了多

媒介时代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信息传播方式要求，通过对多媒介语篇的外在媒介形式、内在命题

内容以及命题网络结构的信息路径进行显性化处理，为正确识解隐蔽的交际事件及其意图提

供数据支持。( 2) 为保障上述方法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增强其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可利用信

息传播技术建设多模式语篇信息分析与语料库平台，在此平台上，既可展示多媒介的多模式与

多模态特征分析过程，又可展示多媒介所呈现信息的树状语篇结构分析过程，后者为消解交际

意图的面纱提供了信息意图路径。首先，交际主体从社会生活材料中勾勒出多媒介语篇边界，

并对该语篇命名后存储于语料库; 其次，对多媒介语篇中的非语言模式信息进行语言模式信息

转化，从而和原有的语言信息一起形成语言模式的命题描述语篇; 再次，对描述后的信息单位

进行概念化处理和层级化处理，从而形成酷似人类思维导图的树状信息结构，此时显性信息解

读结果得以形成; 最后，利用构符者和解符者的文化语境交集，解释整个多媒介语篇的信息行

为，以推理出交际主体的信息意图及其背后的交际意图。
综上，笔者基于符号哲学维度，结合社会符号学及语篇分析领域的前期研究成果，以多媒

介符号的信息传播功能和社会交际目的为出发点，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包括多媒介

符号的劳作模型构建、多媒介符号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方式特征构建、多媒介符号学的多学科理

据构建、以及多媒介符号学的信息呈现与分析范式构建，旨在揭示多媒介符号发挥交际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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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机制，以有效推进多媒介交际，提高社会交际效率。然而，多媒介交际语篇的创作和识解

过程，由于交际主体存在个体认知和社会认知差异，存在多媒介符号的文化指称与优选差异，

存在隐性信息涵义的逻辑推理能力差异等，均会导致主观性理解偏差的产生，故如何加强交际

主体对多媒介交际语篇创建和识解的客观性，还亟待多媒介符号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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