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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特殊性，由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以下简称卡西尔）、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以下简

称朗格）创立的符号学美学（又称符号论美学，符号美学

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传入中国。历经 30 多年的发

展，符号学美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取得了蔚为壮

观的成果。本文旨在从研究阶段、研究层面、发展动因以及

研究走向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西方符号学美学在中国的

传播与接受进行分析。

一

从历时的流变过程来看，西方符号学美学在中国大致

经历了两个阶段：新时期以前的触及阶段、新时期以后的

发展繁荣阶段。其中，触及阶段主要指 20 世纪 60 年代对

符号学美学的零星翻译。1963 年 5 月阿华摘译了曼盖的

《苏珊·朗格与语义学美学》，较早地引进了朗格的符号学

美学思想。次年 10 月，周煦良翻译了朗格的《“符号”的一

个新定义》，引进了朗格的符号论思想。编者在文章的前面

加了案语，把朗格的符号论思想界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的符号学思想。较早引进卡西尔文艺思想的则是 1964 年

10 月伍蠡甫译的《文学批评中的神话和原型学派》。由于当

时西方符号学美学在中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帽子，学界对符号学美学的翻译介绍沉寂了下来，直到新

时期以后才又重新开始。本文重点对新时期以来的接受情

况进行分析。
新时期以来，根据学界对符号学美学的反应，中国对

西方符号学美学的接受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起步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和发展壮大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1. 起步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对符号学美学著作的翻译和阐

释介绍。1983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朗格的

《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这是一个壮举，随着该书

的翻译出版，符号学美学由于其新颖的视角立即引起了学

界的关注，同年即刊出了研究论文《苏珊·朗格论艺术的本

质》（陈超南），次年即有高校教材《当代西方美学》（朱狄主

编，人民出版社）收编介绍符号学美学。如果说《艺术问题》
的翻译出版打开了学界研究美学的新视野，朗格《情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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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以

及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语言

与神话》（于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符

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国家的神

话》（张国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的翻译出版则掀起

一股更强劲的符号学美学之风。至此，卡西尔-朗格的符号

学美学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
随着符号学美学思想的引进，学界开始对符号学美学

的基本观点进行积极思考。这一阶段以卡西尔-朗格符号

学美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约有 16 篇。这些文章有的对符

号学美学表现出赞成，有的则表现出质疑，这表明学界对

西方符号学美学的态度是审慎的。如，冯季庆的《苏珊·朗

格的符号美学》（1987）指出：朗格看到了艺术表现人类情

感的一面，有合理之处，但她仅仅把艺术表现的内容限定

为情感则过于片面；艺术品包括了艺术形象和艺术符号，

表现的内容除了情感还有思想。他的质疑代表了学界对符

号学美学的不理解态度。伍蠡甫的《苏珊·朗格的情感形式

合一论与中国绘画美学》（1987）则把朗格的美学思想与中

国古代艺术比较，指出朗格的情感形式合一论与中国古代

文论中有关书法、绘画、音乐的论述较为一致，不应随意给

她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而应该深入研究正确理解，表现

出对符号学美学的赞成。1988 年文德培先后撰写了《苏珊·
朗格艺术符号论美学概论》、《符号论美学对摹仿论和表现

论的超越》，对符号学美学的“形式”论、符号学美学超越摹

仿论与表现论的原因以及符号学美学的缺陷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阐述，表现出对符号学美学的深入思考。
在这股强劲的符号学美学传播热潮中，高校教材也加

入了宣传符号学美学思想的行列。《美学新趋势》（王世德

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西方美学导论》（刘昌元主

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

选》（蒋孔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现代西方美学

流派评述》（朱立元、张德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等

高校教材均设章节对符号学美学加以了介绍。随着高校教

材对西方符号学美学的传播，1987 年出现了研究符号学美

学的硕士论文《艺术，美，形式———卡西勒符号美学思想述

评》（北京大学秦喜清，仅有存目）。这说明高校对符号学美

学的宣传已经有了回馈。
从学界的反应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对西方符号学美学

的接受起步较晚，反应却异常迅速，符号学美学在中国呈

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2. 发展壮大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90 年代以后，中国对西方符号学美学的研究进入了发

展壮大阶段，表现出增长趋势。从数据上看，在中国期刊网

上，截至 2014 年为止，主题含“符号论美学”的文章，80 年

代约为 7 篇，90 年代约 22 篇，2000 年以后约为 91 篇。如

果主题输入“苏珊·朗格”，则 80 年代约 9 篇，90 年代约 44
篇，2000 年以后约为 180 篇；主题输入“卡西尔”，80 年代

约为 16 篇，90 年代约为 44 篇，2000 年以后约为 338 篇。
除了刊出大量的论文以外，这一阶段还出版了 6 部专

著，同时，更多的高校教材加入到收编介绍符号学美学的

行列。《西方美学史教程》（李醒尘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华东师大出版

社，1997）、《20 世纪西方美学史》（张法著，四川人民出版

社，2003）、《20 世纪西方美学》（周宪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0 世纪的西方美学》（张贤根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等著名教材都对符号学美学进行了介绍。由于高等

学校教材对符号学美学的普及介绍，从 2000 年开始继

1987 年后再次出现研究符号学美学的硕博论文，主题含

“符号论美学”的硕博论文约 27 篇。
译著方面，卡西尔的《人论》除了甘阳的译本被上海译

文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多次再版外，还有李琛的译本（西

苑出版社，2009） 以及刘述先的译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朗格的《艺术问题》有了吴新婷的译本（南京出

版社，2005），《情感与形式》则有了高艳萍的译本（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3）。卡西尔的其它论著《人文科学的逻辑》、
《文化哲学·哲学知识》、《卢梭·康德·歌德》、《国家的神

话》、《神话思维》等也被不断翻译出版。
与起步阶段相比，除了研究成果的增多以外，这一阶

段的研究还呈现出系统化和深入化的特点。随着研究的推

进，学界开始对符号学美学进行系统把握和全面分析。
1990 年刘大基撰写的专著《人类文化及生命形式———恩·
卡西勒、苏珊·朗格研究》对卡西尔的生平与学术活动、卡
西尔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与解释

学、卡西尔的语言观、神话论、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理论的异

同、朗格的艺术论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是国内第一部全

面阐释符号学美学的专著，标志着中国对西方符号学美学

的接受进入了系统把握和深入研究的阶段。此后的专著

《酒神与日神的符号：朗格〈情感与形式〉导引》（文德培，

1993）、《艺术符号美学———苏珊·朗格美学思想研究》（吴

风，2002）、《表现性的符号形式：“卡西尔—朗格美学”的一

种解读》（谢冬冰，2008）、《整体与碎片———苏珊·朗格美学

思想新探》（王志德，2012）、《艺术：一种生命的形式———苏

珊朗格艺术生命形式理论研究》（包玉姣，2013） 等从各自

的视角切入，对符号学美学进行整体探讨，为符号学美学

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除了专著外，还有一些

硕博论文对符号学美学进行深入研究。如，《卡西尔文艺思

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靳文娟，2009，硕士论文）用

传播学理论从传播背景、传播内容、传播者、传播效果等方

面对卡西尔文艺思想在中国的研究情况进行分析，相当具

有启发性，表现出对符号学美学深入研究的特点。

二

从共时的横向展开来看，除了译著以外，中国对符号

学美学的研究主要从理论阐释和实践运用两个层面来进

行。
1. 理论阐释。理论阐释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宏观研究

与微观研究

（1）宏观研究：梳理符号学美学的理论谱系，系统阐述

符号学美学，侧重于对符号学美学整体的把握。在这方面

除了前文所述的专著以外，还有硕博论文。如，《“表现性形

式”的历史呈现———苏珊·朗格符号学美学研究》（王研慧，

博士论文，2006）以“表现性形式”为切入点，对朗格的符号

学美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对朗格的符号学美学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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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俄罗斯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

做了比较，使人们对朗格的符号学美学有一个俯瞰式的整

体了解。《艺术：一种生命的形式———苏珊·朗格艺术生命

形式理论及其对艺术教育的启示》（包玉姣，博士论文，

2011）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朗格的艺术论，还对朗格的理论

与中国古代的“气韵生动的形式”理论进行比较，指出二者

之间的高度一致性，表现出民族视野与世界视野的融合。
（2）微观研究：对符号学美学某一个论点进行深入思

考、质疑和反思。
1）对“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反思。对于卡西尔提出的

“人是符号的动物”观点，学界一般给予高度肯定，同时认

为该观点有脱离社会实践的唯心主义局限。如，肖建华在

《简论符号与美》（1988） 中认为卡西尔没有抓住人通过劳

动摆脱动物的必然状态这一实质，没有看到人的符号创造

活动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张玉能在《“人是符号

的动物”：符号诗学与西方美学传统》（2008）中高度评价了

卡西尔的这个观点，同时指出，“由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

学根本上忽视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相统一

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因此仍然是历史唯心

主义的。”〔1〕

卡西尔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卡西尔

在《人论》中指出人的突出特征正在于人的劳作（work），即

社会生活实践，只有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人才能表现出他

的独一无二性并意识到他的个体存在。同时，他强调“人的

所有劳作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但是除

非我们能够把握住处在这些劳作之下的普遍的结构原则，

我们就绝不可能理解这些特定的条件。”〔2〕（P117）卡西尔研

究符号的目的正是为了把握人类劳作之下的普遍结构原

则。卡西尔用描述分析的方法对人类存在的符号现象进行

了分析，但在符号的起源问题上是含糊的。卡西尔没有追

究符号的起源，而是借用生物学家于克斯屈尔的概念和术

语，强调人类生命的特殊之处在于人类的功能圈较之动物

的功能圈经历了质的变化，多了符号系统环节。认为人类

先天地具有符号系统，这就落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从这

个意义上说，学界对“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质疑不是没有道

理的。符号能力作为人类的特殊能力是人类在漫长的劳动

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一种先验构架的东西。
2）对卡西尔和朗格的符号思想的质疑与反思。吴炫在

《论审美符号》（2001） 中认为卡西尔没有阐明符号与美的

符号的区别，朗格没有阐明艺术符号与美的符号的区别。
这里面其实是两种符号思想的碰撞。吴炫所说的符号是一

种泛符号，即一切能有某种意味的东西，包括自然事物和

社会事物。而卡西尔论述的符号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符

号，是人类创造的抽象形式。在这点上，文德培的看法较为

中肯。文德培在《从数理逻辑到符号论哲学———论苏珊·朗

格的符号论思想》（1988）一文中指出：其他人的符号思想

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学意义的范围内，朗格的符号论则是近

代数学理论发展的产物，数理逻辑是朗格符号思想的先驱

和“枢石”。“符号”在朗格这里指的是一种抽象的方法，即

主要是对事物逻辑形式进行思考和发现。不过，文德培认

为朗格“没有认识到符号的正确性只有在‘从抽象的思维

到实践’这一过程中才能得到验证，才能不断完善既成的

符号，这是朗格符号理论的一大局限。”〔3〕

朗格是否把人的符号功能看做是人的一种自然和自

发的生理本能和心理本能从而忽略了社会实践的决定作

用呢？从《哲学新解》的论述来看，朗格的论述有矛盾的地

方。朗格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人的本能，如同猫用

爪子洗脸是猫的本能一样。同时朗格又提出：人类的发展

经过了动物式阶段和实践阶段才发展起来了想象能力，才

能逐步对事物进行抽象从而产生符号。综合朗格的论述来

看，“本能”的意思不是说人类一开始就有这种能力，而是

指一种能力倾向。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了符

号化的行为与符号化的思维。这种符号能力不是上帝的意

志或者某种神秘力量的安排或发明，而是人类在不断地与

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才是“本能”的意

思。仅仅从字面意义理解“本能”进而认为朗格忽视了物质

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有教条主义之嫌疑。
3）对朗格“情感表现论”的争议。朗格强调艺术表现的

不是艺术家的个人情感而是艺术家认识到的人类情感本

质。事实上，艺术表现的情感是由艺术家的日常情感转化

升华而来。在这点上，学界表现出清醒的认识。童庆炳在

《自我情感与人类情感的相互征服》（1989） 一文中认为浪

漫主义的“自我表现论”与朗格的“人类情感论”都是片面

的，前者抹煞了艺术与生活的区别，而后者则难以说明人

类情感如何来到艺术家心中和笔下，不符合艺术创作实

践。在创作实践中，人类情感和自我情感通过相互冲突、博
斗、征服和突进，最终达到统一。马国柱认为“情感是现实

事物与人类自身需要关系的反映，因而，情感具有普遍的

品质”〔4〕，朗格的局限在于没有看到情感的可变性，没有弄

清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的关系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人的看法较为中肯。

对于朗格的“情感表现论”，还有学者认为她缩小了艺

术表现的范围。冯季庆在《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1987）
中发出质疑，“朗格似乎过分强调了艺术是情感的一种形

式表现”〔5〕。他认为艺术符号作为荷载生命内涵的审美符

号，不可能没有理性的内容，不可能没有哲理与思想。其

实，朗格的“情感”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是广义的

情感，具有理性的品格，包括人的主观现实、情绪、情感。如

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确实容易误解朗格缩小了艺术的表

现范围。朗格没有否认艺术品中的哲理与思想，只是她把

这些归结为题材的意义以区别于艺术品的意味。她把艺术

品作为表现性形式呈现出来的人类情感称为“意味”，并指

出“运用这样一个称呼是比较恰当和比较方便的，因为一

件作品除了表现一定的‘意味’之外，还可能会表达一定的

‘意义’。”〔6〕（P122）对朗格“情感表现论“的争议反映出符号

学美学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论给中国学界带来的巨大冲

击。
4）对生命形式与艺术形式的探讨。邹元江在《试论作

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的审美层次》（1992） 中吸收卡西

尔、贝尔和朗格的艺术形式论对艺术形式的五种审美层次

及相应的审美价值进行了分析，较为全面。李国涛在《哲学

中的‘符号论’和艺术中的符号学》中发出质疑：艺术作品

的整体作为一个符号来对待是否合理？小说里存在“有意

味的形式”吗？有意思的是，他很快在《小说里的“有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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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回答了自己的疑问，“有意味的形式也可以经作家

的自觉追求而取得。”〔7〕这表明学界对符号学美学的态度

有一个由质疑到接受的变化过程。
对于符号学美学的生命形式理论，李醒尘在《西方美

学史教程》（1994）中认为朗格把艺术理解为与生命形式合

拍的符号现象，否认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有唯心主义

的局限。其实，朗格一方面把艺术品看成是有生命的形式，

另一方面也指出艺术形式不是空洞的形式，它要表现艺术

家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艺术要从现实汲取营养，艺术家的

经历、精神视野、时代背景都会影响艺术。朗格并没有否认

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相反，她非常反对“为艺术而艺

术”的观点。在她看来，“为艺术而艺术”只能让艺术冒着拘

囿于创作室的危险，艺术只有置身于社会现实中才能得到

发展。
5）对中国古代文论与符号学美学的比较研究。学界认

为中国的情景说、意境说与符号学美学有相通处并对此进

行了研究。阳晓儒在《情景说和艺术符号论———王夫之和

苏珊·朗格的审美意象论》（1992）中指出：王夫之认为意象

是“情”与“景”的内在统一，两者的结合通过审美感兴和审

美观照而实现；朗格认为情感与形式的结合通过艺术家的

直觉而完成。王夫之和朗格都认为艺术不是艺术家个人情

感的表现，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两人的观点

有类似处。此外，学界还看到了中国文论对言、意之间关系

的论述与朗格有关情感不能用推论式语言表达的观点的

相似性、朗格学说与老子学说中的“有无相生”理论的类似

性。如，杨蓓蓓、杨向东在《浅谈“有无相生”与朗格美学思

想的契合》（2011） 中结合朗格的舞蹈论和老子的哲学思

想，指出朗格的舞蹈论中蕴涵着一种有无相生的思想。王

玉安、冯进《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与中国古代意境论之

比较》（2003）指出，朗格认为语言不能表达人类情感，只能

通过有表现力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情感符号创造论”观点

与中国古代的意境论具有惊人的一致。这些研究表明西方

符号学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确有契合之处，而这也正是

符号学美学在中国学界引起共鸣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学界还对符号学美学的“幻象”、“抽象”、“构

形”、“直觉”等概念进行深入研究，表现出对符号学美学细

节上的思考。在此，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2. 实践运用：把符号学美学作为一种方法加以运用，

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运用符号学美学解读各类艺术作品，包括文学、
音乐、舞蹈、绘画、戏剧、影视、建筑艺术等。这方面的文章

较多，在此限于篇幅仅举三例：《王维山水诗的符号美学与

心理美学解析》（胡立耘，1999）运用朗格的“表现性形式”
论分析王维诗歌，指出王维的山水诗表现了独特的生命体

验和情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有意味的形式”。
《论张艺谋电影的符号美学价值》（刘海玲，2007）运用符号

美学对张艺谋电影的符号运用规律进行分析，指出张艺谋

电影具有连续性、形式性、独创性、多义性等有机结合的艺

术符号特征，实际上运用了朗格有关艺术形式的理论。《情

感与形式的统一———朗格艺术论视域下的中国戏曲脸谱》
（宋路瑶，2013）探讨中国戏曲脸谱如何做到情感与形式的

统一，运用了朗格《情感与形式》中的艺术论。

二是将符号学美学用于跨学科研究。由于符号学美学

本身具有跨学科性，因而被广泛用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如

教学研究、广告研究、体育研究等。如：《从符号论美学谈公

益广告的创意与设计》（孙红阳，邹红梅，2008）紧扣符号学

美学“艺术表现人类情感”观点，提出了公益广告要表现公

共情感和形式要有意味的创新要求。《竞技跳水的美学和

符号学释义》（赵歌，2011）运用符号学美学的“生命形式”
理论解读跳水比赛，指出跳水比赛的美在于对生命的表

现。《符号美学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余虹，2004），运用

朗格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理论研究语文阅

读教学方法，指出语文阅读教学应该注重对文学文本形式

的把握、对文本的多元解读以及对文本生命意识的体悟。
《演艺服装材料设计学新论》（潘健华，2010）运用符号学美

学分析服装材料与式样之间的关系，指出演艺服装也是表

演的组成部分，是艺术“符号中的符号”，因此，在服装的设

计操作过程中要挖掘服装材料的生命，使之与服装的式样

相匹配。
这些文章在充分理解符号学美学的基础上加以利用，

表现出中国学界对符号学美学的消化与吸收，具有浓厚的

“拿来主义”特色。不过，从搜集的资料来看，对符号学美学

的运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性和相似性，有误解和误用

的现象。如：《符号论美学对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张

薇薇，2008）在论述中把文学作品当成语言符号，这是对符

号学美学的曲解。根据朗格的论述，每一个艺术品都是一

个符号，它是一个特殊的不同于语言符号的表现性符号。
艺术品表现的是意味，而不是可以与艺术品分离的意义。
把文学作品当成语言符号进而解读其蕴涵的意义，这是对

朗格符号学美学的误读和误用。这说明有些学者对西方符

号学美学的接受有些囫囵吞枣，理解不够透彻。
综上，从共时的分析来看，中国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美

学的接受是在质疑与反思中进行的，既有理论上的阐释，

也有方法上的运用，表现出中西方不同文艺观的碰撞、对
话与交流。

三

从纵向上看，中国对西方符号学美学的研究呈现出增

长趋势。从横向上看，研究成果形式多样，包括译著、期刊

论文、学位论文、专著等；研究内容涉及到符号学美学的方

方面面。西方符号学美学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动因是什么，

又将如何发展呢？

1. 从发展动因来看，西方符号学美学的传播与接受在

中国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繁荣的景象，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从理论自身来看，首先是因为符号学美学的独

特性。符号学美学从符号学角度研究美、美感、艺术审美价

值，把审美和艺术现象归结为文化符号，提出“人是符号的

动物”“艺术是人类创造的符号形式”等观点，这种独特的

视角牢牢地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其次，作为一种跨学科

的理论，符号学美学蕴涵着美学、人类学、符号学、生物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思想，理论自身极为丰富，这为人们对它

的解读提供了多种途径。再次，符号学美学对生命与艺术

价值的肯定符合中国新时期以后的特殊语境。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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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年浩劫无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这给人们留下了惨痛

的记忆。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环境让人们开始

呼唤“人性”，肯定人文精神。符号学美学从表面上看是从

符号的角度阐释艺术，实际上肯定了人的价值和艺术的重

要性，正好满足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因而获得了学界

的拥护，从而掀起了研究热潮。
第二，从传播的角度看，符号学美学在中国的繁荣发

展与传播者的努力有密切关系。《人论》、《艺术问题》、《情

感与形式》等的翻译者如甘阳、刘大基、滕守尧等有极高的

理论修养，他们不仅翻译原著，还对原著进行理论研究，这

在无意中起到了领袖作用。其他专家、学者对符号学美学

的积极阐释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广作用。另外，高等学校

教材对符号学美学的介绍，起到了一种更广泛的宣传作

用，因此，它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到目前为止，根据知网信

息，主题含“符号论美学”的博硕学位论文有近三十篇。
第三，符号学美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还

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论有契合处容易与学者产生共鸣。例

如，符号学美学认为语言对于表达人类情感的本质是有局

限的，中国古代文论也认为语言在表情达意方面有局限。
老庄哲学所阐述的“道”作为一种没有形象、没有声音、感
觉不到的万物之源，就无法用语言说明，这就是老子所说

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也在《秋水》中

感叹：“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

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8〕（P33）《天

道》中，“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者；语之所

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8〕（P33）

对语言的表达局限作了说明。怎样才能解决语言表达的局

限问题呢？朗格认为要创造有表现力的形式即艺术，中国

古人也有类似观点。如《毛诗序》中提到，“诗者，志之所之

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

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9〕（P63）这段论述既说明了诗歌主要是人

们内心的想法、情感的外现，又阐述了当语言不能表达心

中所思所感时借助音乐与舞蹈表现的情况。这些与朗格的

情感表现说有相通之处。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与符号学

美学有契合之处，西方符号学美学传入中国以后才能很快

与学者产生共鸣。
2. 问题及发展走向预测

由于以上原因，新时期以来中国对西方符号学美学的

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中国对西方符

号学美学的接受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符号学美

学的误读，这说明部分学者对符号学美学的理解还停留在

表层，理解不够细致和深入。从中国对符号学美学的接受

来看，学界虽然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符号学美学思想有所

挖掘，但挖掘得还不够深入。如何借鉴西方的符号学美学

走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符号学美学之路是有待学界思

考和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中国的社会语境来看，西方符号学美学还将在

中国保持向上发展的态势。首先，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社会呈现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符号化的特点。人们生

活在符号和图像的世界，也存在于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缠绕

之中。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提高，多媒介艺术出现

在人们眼前，艺术作为符号的性质表现得更为明显，艺术

符号与艺术中各种符号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必将引

起人们对艺术符号的审视和分析从而引发对符号学美学

的关注。其次，科学技术和机械生产带来的对人性的压抑

将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情感需求，符号学美学对生命的尊

重、对情感价值的强调将会与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共鸣。这

些为符号学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因此，

符号学美学还会在中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
从研究走向来看，中国对西方符号学美学的研究仍将

从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两个方面展开。在理论方面，阐释

本身具有不可穷尽性，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视野下从不同

的角度对符号学美学进行阐释，这会使得符号美学获得生

命。同时，阐释的增多必然会引起学界对阐释进行反思和

总结，因此，中国学界对符号学美学的研究将会进入反思

阶段。另一方面，处于符号生产与消费时代，符号学美学本

身的跨学科性质将会使它向其它学科的渗透进一步加强，

符号学美学作为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发挥作用的趋势将更

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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