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当代文化的“双轴共现”文本增生趋势
赵毅衡
盐，也可以加糖。它们都是聚合元素，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双轴隐现关系

绝对不是“同义”，而是“同位”，是“结构上可以取代”

任何表达意义的符号文本，小至一个表情，大至整

（structurally replaceable），并不是“意义上可取代”。(3)

个文化，都不得不沿两个向度构成，即组合与聚合。这

就一次意义运作过程而言，文本一旦组成（例如一座房

个双轴观念，是一百多年前由索绪尔首先提出，它是索

屋建成），就只剩下组合可见。希尔佛曼指出，
“聚合关

绪尔理论中的四个二元对立（能指 / 所指、共时 / 历时、

系中的符号，选择某一个，就是排除了其他”，(4) 除了被

言语 / 语言、组合 / 聚合）中的一组，在今日的符号学研

选中参与组合的成分，其他成分不可能在文本中出现。

究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却至今却没有被学界理

实际上，双轴的构成是同时展开的。组合固然不可能

解透彻。

比聚合先行：要进行聚合选择，最重要的标准是组合轴

组合关系就是一些符号组合成“文本”的方式，文

的需要；同样，也只有在组合文本的构成中，才能明白

本是显在的。这问题看起来容易理解，细究起来很复

聚合是否妥帖。两个轴上的操作同时发生，虽然只有

杂，尤其是文本的边界与意义解释的关系。文本的边

组合显现成文本，我们可以称这双轴关系最“正常”的

界与组成方式，依赖于解释，文本本身无法决定意义。

文本为“选择终结文本”。这样的过程听起来似乎很复

(1)

文本组合关系中的问题，不得不专用一文讨论， 这里

杂，实际上是最简单平常的意义操作。可以以填字游

只是提醒组合也并不是简单的问题。只是，本文聚焦

戏为例，整个过程就是在选择上不断斟酌、不断挑选适

于聚合观念，因为聚合经常是隐形的，与组合相比，聚

合与左右成分组合的词语；或许是翻译更能说明问题，

合关系更为复杂且难懂。

翻译过程就是不断地在挑选合适的词汇，以完成与原

索绪尔本人把聚合关系称为“联想关系”
（associative）
，

文相应的意义组合。

意思是它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联想之中，
需要推理的想象才

在符号学的文本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重点：

能理解，
而不显现于文本。下文会谈到，
聚合不仅是解释

对于文本的意义，组合更为重要；而对于文本的风格之

时才会联想到的问题，索绪尔的理解不合适。此后的符

研究，可能聚合更为重要。由此出现符号学的著名规

号学家把文本构成的这个维度改称为聚合（paradigmatic）
，

律：聚合是组合的根据，组合是聚合的投影。二者实际

以此与组合 (syntagmatic) 相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雅柯

上不可分，是一个意义过程的两个方面。

布森提出：聚合轴可称作“选择轴”
（axis of selection）
，因

如果文本形成时，聚合能完全退出，从此从文本的

为它的功能是比较与选择；组合轴负责“结合”
（axis of

意义活动中消失，事情也就简单多了，本文也就没有必

combination）
，
功能是把各元素黏合成文本。比较与连接，

要再探讨了。但实际上，人类的意义行为，比这种理论

(2)

是任何文本必有的二个维度。 雅克布森的术语非常准

上的情况，复杂得多。文化的发展，就是一部聚合渗入

确简明，
可惜未在符号学界通用。

组合的历史。一旦文本形成，聚合轴隐藏起来，却留下

聚合，是文本每个元素背后有可能被替代它的成

深重痕迹。我们吃到的菜带甜味，我们知道厨师放了

分，它们是文本的形成因素，却不显露于文本中。在文

糖，目的是做成“粤菜”。聚合轴的影响始终存在，始终

本构成过程中，它们是否确实被文本发出者考虑过，这

影响着文本的各种品质。聚合被文本遮蔽，隐而不彰，

点却是无法证实，因为它们只是作为“备选的可能性”

对聚合的研究往往深入到文本之下，表象之后，需要一

存在。在任何表意活动中，不然会有聚合操作：聚合

定深度的理解才能够及。接收者解释文本时，虽然只

选择标准千变万化，选此不选彼，会造成文本意义上的

感知到文本的组合，却必须穿透地“明白”隐藏的聚合

变化。举个最简明易懂的例子：厨师做菜时，可以加

系，才能真正理解文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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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本，背后的聚合选择工作面大小不一，同一

合变成了组合原则。例如中国的诗话中常见的关于写

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的聚合，也是宽窄不一。问题在

诗的轶事，关于贾岛思考“推”还是“敲”冲撞了韩愈的

于：既然文本构成之后，显现的只有组合，文本的接收

车队；关于王安石选择“绿”字而不选择其他常用字描

者如何能认识到聚合的宽窄呢？实际上是很自然地感

写江南春色。这些文人轶事传说，故事说的就是选择，

觉到，尤其是从文本风格的感知，可以感知聚合操作。

因此是组合中有聚合。

一旦文本风格与“正常情况”相比变异较大（例如诗“用

聚合进入文本组合的情况，经常见到。巴尔特的

险韵”，兼职设计“怪异”，美术“峻奇”，故事“不可靠”，

例子：餐馆的菜单，有汤、主菜、酒、饭后甜点等各项，每

领导用人“不拘一格”），我们能明白聚合轴比较宽，文

项选一，组成了想点的晚餐。因此菜单既提供了聚合

本作者有比较多的“可选因素”。

轴的挑选，又提供了组合轴的连接。(5) 但是巴尔特的

可以举设计的演化为例：设计一套黄梨木的中式

例子，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菜单是饭店经

家具，显然把西式家具的可能选下去了，但是椅子却保

理的作品，菜单生成本来就是选择的结果，饭店能提供

持了西式椅子的坐垫，零件拼接也可能不再用中式的

的，比菜单上列出的多。菜单把聚合显现为组合，只是

榫卯结构而用简单的胶水暗钉，称之为“新中式家具”，

让顾客可以进一步挑选点菜，配置下一步的组合。因

实际上只是表面上“纯中式家具”，在桌子这个文本表

此菜单是带聚合内容的组合文本。再例如全国比赛的

面上看不出来打造过程的变化。建一套“中式建筑”，

运动员名单，是省级选拔赛的结果；而全国比赛优胜者

也可能是如此做聚合操作。例如屋顶用防水材料，瓦

名单，是更高层次选择出来的组合。因此，每次比赛的

片只是装饰。构造的演变成为选项，似乎不起眼地保

排名单，是兼带聚合的文本，凸显比较结果。此类文本

留了下来。

都是“显现进一步聚合可能的组合文本”。

可以看出，
“宽幅”聚合与“窄幅”聚合，形成的组

当聚合选择更进一步进入文本，可以看到选择过

合风格很不一样。哪怕摆出来的一桌桌菜数量相似，

程本身也成为文本内容。最明显的是教科书，任何教

我们依然能很容易觉得某些桌背后的“菜系”丰富，某

科书都同时展现聚合与组合两个方面：小学生学写作

些相对单调。某些画，某些舞蹈，某些衣装，某些演出，

文，课本讲解起承转合各环节各有若干种方式，这是聚

文本长度相似，接收者却很容易明白背后选择面的宽

合训练；然后课本上说明不同选择组合起来的不同效

窄：宽幅聚合轴的投影，使文本的风格变动大得多，因

果。课本或训练提纲本身，是先前进行的一个双轴操

为宽聚合留下的投影痕迹更为明显。因此，可以说，任

作的结果。为任何目的进行的教育训练，在训练计划

何文本中，聚合并没有完全退出：这是第一种普遍的双

中已经把组合的需要考虑进去。而教育训练本身是另

轴共现，即聚合轴“隐蔽地显现”。

一层次聚合，目标是最终结业后的实际既能，因此在最

二、各种特殊的双轴共现文本
但是聚合轴可以不隐蔽，而是直接显现于文本，也

终组合所需要的几个方面，都会给出系列可能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出现大量的养生节目与养
生产品推销。延年益寿之法，原先是交给医家或巫师

就是说：聚合成为组合文本显现的一部分。这种“违规”

处理的过程，大众只需取得结果，本来是医生做主，一

的特殊“共现”文本，可以有多种。

般人只顾按处方取药服药。现在通过电视网络等各类

首先，选择本身可以成为文本再现的对象，此时聚

教育节目，过程逐渐变成群众关心的重点，各类产品也

合本身变成组合原则。说简单一些，即“聚合选择”成

“直销”给大众。过程交到群众手中，尽管经常变得面

为文本主题。此种情况下，双轴都显现在文本层面，聚

目全非、鱼龙混杂、谬误百出，但群众主动卷入选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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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成养生热潮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

三、当代艺术的聚合偏重

（reductionism）(6)，或称“过程论”，也就是不希望把艺
术文本做成“完美”的成品，有意让作品停留在粗糙的
半途，色彩和形式的未完成状态。这个特点在各种体

仔细观察当代文化全面的“过程关注”，可以看到

裁的现代艺术中都表现出来，雕塑中的斧砍痕，乐器的

大量类似的“双轴共现”例子。例如先前大众只是欣赏

调音过程，留在艺术作品的正文，也使某些前现代的艺

艺术，现在学一点乐器，玩几手表演成了热潮；先前人

术，例如“狂草”（模仿草稿）、涂改的书法、某些怪石最

们只是去看旅游胜景，现在群众对旅游地的规划和设

好留在半琢磨过程中。它们显出了不协调的“未完成

计公示提出意见；先前人们只是赞叹运动员的竞争表

态”，获得了当代艺术最明显的形式特征。卢西安·弗

演，现在锻炼身体成了每个人的责任。可以说，社会活

洛伊德（Lucian Freud）的《弗朗西斯·培根像》，因为他

动意义方式的选择过程，使当代文化出现了从组合朝

的这位朋友不耐烦静坐，只画了一半，但是这“半画”，

聚合偏移的重大转折。

极其精彩，是肖像画中难得的神来之笔。贾科梅蒂

当代艺术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风格变迁，而且各
种体裁几乎无例外：聚合显现，成为当代艺术文本的
重要特征。现代以来，艺术加与艺术欣赏者，渐渐离开

（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好像只是捏了一个架子，
“半途而废”正是他有意开风气之先的风格。
当代建筑中模仿工业建筑（所谓 LOFT 文化），例

“圆满再现”的文本，而热衷于退回制作过程。这个过

如巴黎的蓬皮杜艺术馆、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大楼，

程最早是在印象派的画中出现，即有意保持画面材料

把管道放在大楼面上；有的艺术保留旧工业设施的沧

的质感，而不是绘画再现对象的质感。莫奈的《日出印

桑之态，例如北京的“985”，成都的“东郊记忆”，直接

象》《池莲》诸作，号称是用感觉“印象”代替对自然界

把旧机械作为喷上漆的雕塑；凯里（Mike Kelly）用旧

的完整感知。给观者最强烈的感觉，
却是在形式上强调

货摊上买来的儿童玩偶做成装置艺术，简特利（Nick

有意显示油彩和画布的质地。印象派不久就转向了更

Gentry）用废旧翻转照相胶卷拼贴的画，徐冰用建筑工

明确的“工具物性”
，
例如点彩派（pointilists）的颜料团，

地废料偶成雕塑《凤凰》，都是“过程比完成更艺术”的

后期印象派的（凡·高、高更、马蒂斯等）的颜色线条，

典范。这个风气甚至进入小说和电影，暴露甚至反复

罗丹与贾科梅蒂等人的粗糙造型雕塑，
到当代则愈演愈

玩味文本的加工过程（例如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

烈，
例如近年法国当代雕塑家布鲁诺·卡塔兰诺（Bruno

果》，电影《源代码》），
“尚待加工”成为所谓后现代元小

Catalano）以残缺文本取胜的《旅行者》系列雕塑。

说的重要样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抽象表现主义在美国兴起的时

再举两个典型例子。一是重庆大足县宝顶山的石

候，该流派的主要辩护者格林伯格提出：现代美术在形

雕佛像群，部分竖立在露天位置。当地多雨炎热，露天

式上的最大特征，就是“节节向工具退步”。不需要达

的石像容易风化，早就失去原先的金碧色彩。有个别

到形式上的“完美状态”，而是回到工具痕迹尚明显的

塑像风化严重，现在的形态非常类似后期罗丹的雕塑，

文本形成过程中，即聚合工作尚未完成的中间状态为

充满了生动的不协调细节。对此大自然的杰作，无法

呈现文本，放弃“终点文本”。很多论者认为这是因为

找到创作心灵的有意识或潜意识驱动力，原先的均衡

摄影代替了绘画，成为终点文本的简便而完美的体现，

整饬，只是被岁月无意中破坏成风化残迹“半成品”。

绘画不需要与摄影比完美再现对象的能力。这说法（被

反过来，另一方面，则有真的半途而废成为杰作，

摄影挤压）或许有一部分道理，印象主义开始盛极一时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陕西兴平茂陵“霍去病墓雕群”
。16

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摄影术也开始萌芽。

座巨大的石雕，只有一两座完成度比较高，其余大半只

即使尊重传统程式力求圆满再现的艺术家，在

有依从石势，略加雕刻，而且散乱于山坡上。未完成的

作品成稿过程中，也都会有过一些不协调因素占上风

原因，有论者归因于工期太紧，有人认为是当时铁器工

的阶段。此时的文本元素的不协调只是过渡性的，在

具硬度不够。正因为此，这些雕像风格非常“现代”
，不

完成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艺术家会把一切都整理到满

少人比之于英国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

意的圆融状态，不协调风格往往与半成品，往往与留

的风格。哪怕不是有意为之的半成品，朴拙而粗犷，写

有涂抹的草稿相似。现代艺术的这种回到工具，回到

意而不写实，
无意中成就了汉代石雕的稀世珍品。

半成品，回到原初感受的趋向，有人称之为“还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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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不成形，意味着放弃“圆满再现”，显示的

理论／当代文化的“双轴共现”文本增生趋势／

是聚合过程本身。用这种方式，现代艺术暗合了中国

雅文化的聚合反而变薄了，因为雅文化作品主要靠前

传统美学的“写意”原则。它们不是拒绝表达意义，

现代传统规范。当这些传统距离遥远，聚合操作就难

而是有意无意地以非“圆满再现”示人。有的艺术论

免简化，文本就看起来比较程式化：交响乐、芭蕾舞、大

者认为，这样的作品是“无主题”，或“非语义”（non-

型长篇小说、戏剧、诗集，变化都比较少，相应地读者观

semantic）。不协调艺术究竟是否表达某种意义呢？从

众都大幅度减少，而这些观众往往比较怀旧，满足于重

原则上说，只要艺术是一个符号文本，就不可能没有意

温经典作品。在人类文化中，一般说来，传统风格的文

义，因为符号的本质就是携带意义。德里达与胡塞尔

本聚合操作比较隐蔽，因为传统本身本相当一部分聚

争论此问题时，就指出：
“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

合操作，是往昔形成的程式，今人只是尊崇照做，挑选

(7)

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 没有不承载意

可能少得多。例如今人写一首七言诗，无法改变其格

义的符号，也没有无须符号承载的意义。

律；今人写一首词，只能用古人的曲式，哪怕早已不知

相当多论者认为现代艺术文本外表不协调，目

其词如何配曲。诗格律的形成过程，词的选曲配词方

的就是拒绝表意，但艺术家给作品取的标题却意义

式，在古人是要创造的，因此是聚合的艺术，现在却已

清 晰 甚 至 宏 大，形 成 巨 大 的 反 差。 坎 宁 汉（Merce

经不由我们挑选。这一部分聚合过程，对我们来说的

Cunningham）的“无情节”现代舞，几乎都有非常戏剧

遮蔽的，难以触动，甚至不需要见到的。既然称之为艺

性的标题，1942 年的《图腾祖先》，1944 年的《非焦点之

术，就是要有个人的主体精神伸展的余地，因此传统艺

根》，1968 年的《热带雨林》。但是坎宁汉挑战“传统的”

术这范畴就是减少聚合，就像持有购物券，只能在某商

舞蹈理论时，一再强调舞蹈不表意，身体动作除了本身

店供货范围内选择。当然也有艺术学论者认为诗歌艺

不表达任何别的东西：
“在我的舞蹈艺术中没有包含任

术是戴着镣铐跳舞，因为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中做出的

何想法，我从来不要一个舞蹈演员去向某个动作意味

受限聚合操作，可以更为精彩，更见艺术家功力。

着什么……舞蹈并不源于我们对某个故事，某种心情，
或构思某种表达方式，舞蹈容纳的是舞蹈本身”。

(8)

为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俗文化体裁，却在聚合上丰厚
起来：摇滚乐、街舞、涂鸦艺术、网络小说、行为艺术等，

自我证明，他的作品有时候故意只有数字，不取“语义

这些作品的选择面丰富多彩，文本中不断有令人惊喜

性”标题。但是，与古典音乐一样，无论标题是否只是

的“刺点”
（即突显宽聚合）表现，而且首先进入跨媒

“作品第几号”，艺术文本既然是符号构成，就不可能无

介跨体裁的领域（例如游戏进入电影）。大半个世纪以

意义，只是其意义方式比较特殊而已。

四、当代文化产业的聚合偏重
在现代，艺术作品欣赏者，大都以宽幅聚合，风格
独特为优。这并不是欣赏者的自然倾向，而是现代意

来繁荣兴盛的青年文化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可能元
素。有了多样聚合，才有多元文本，聚合是艺术新鲜度
的保证。这是当代社会所谓“泛艺术化”之所以可能的
一个重要文化学背景。
而近年出现的最常见的双轴共现文本，莫如电视

识（modern sensibility）的认知心理表现：从比较宽大

选秀节目。此类文本把选择过程作为戏剧化再现对象，

的聚合轴中选择出来的文本，总是比较有意义，或比较

成为泛娱乐文化的典型表现。选择本身的确是一种

值得观看的，这点是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现代文化趋

竞争，选择对象的竞争，选择者的意见竞争，在传统表

向多样丰富的动力。

演节目中隐而不彰，他们的主体意向，他们的喜怒哀乐

当代文化的聚合偏向，也明显地表现为当代雅俗

情绪变动，就不在被观看的最后文本之中。现在突出

文化对立在经历位移。在所谓雅俗对立中，雅文化的

“选”，过程公布于众，而且加上群众或媒体代表的票选

聚合系统比较宽阔，可选元素比较丰裕，被认为创造力

参与，加入评委的犹疑加入其中，加上被选者的紧张期

比较丰富，由此种聚合操作产生的组合文本就比较精

盼，镜头有意剪辑增强悬疑，整个文本就成为以选择为

美。俗文化一般来说遵循传统程式比较多，因此在艺

中心内容的“聚合过程文本”。不仅选择者与被选择者，

术史上被认为地位比较低，俗文化的聚合系被认为比

成了表演者，群众参与过程，也成了文本的聚合焦点。

较单薄，往往来自乡土的、地方的传统，比较单一，作者

这种观众“过程卷入”，成为当代艺术产业越来越重要

的艺术素养被认为比较薄弱。

的方式。

但是在当今，所谓现代后期，或是说后现代时期，

而且，在选秀镜头之外，更广泛的群众加入聚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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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从 2005 年“超级女声”开始，各种自行组织的粉丝

与，需要透明。各种大众评选本身，就是一个全民参与、

群体，就成为选秀节目重要的伴随文本，聚合选择活动

全民欣赏艺术的过程，过程本身就是当代文化生活的

成为群众文化艺术生活第一部分。这种活动十多年不

一部分。

衰，而且更加兴旺。2018 年火爆的“偶像养成”节目如
《偶像练习生》和《创造 101》，更是“饭圈”粉丝们的盛

五、人工智能艺术的“聚合遮蔽”

大狂欢方式。为了让“自己的”偶像成功胜出，粉丝团

数字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电脑代替各行各业

集资打广告，甚至设计各种文案做宣传，安排各种站台

的人工作，甚至代替艺术家创造艺术。那么电脑如何

活动，尤其在网上“水军”似乎人人可以加入意义创造。

处理双轴关系呢，如何处理组合与聚合呢？由于人工

固然过去时代的戏剧电影明星，也需要戏迷影迷捧场，

智能大规模卷入艺术创作与生产，尚是最近出现的文

但是戏迷的角色明显是被动的。如今的粉丝参与把艺

化现象，各种结论可能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

术产业本身变成了“群体艺术”，选择过程在文化产业

到一些相当明显的倾向。

中起了“决定作用”。以前粉丝是偶像的崇拜者，如今

本文前面说到，艺术越来越把非完成的过程作为

粉丝成了偶像的制造者，文本意义的决定者。这种“聚

艺术，而把本为结果完美的图像再现留给技术。技术

合参与”究竟对文化有多大影响，学界还在争论，但至

的预设，就是追求一个预定的目的，最理想化地接近这

少表面上看来，让群众成了呼风唤雨的集体主角，把这

个结果。而达到这个结果的过程，几乎是完全的黑箱

场聚合戏剧，变成比结果文本更精彩的文本。事实是

操作，也就是说没有中间过程可呈现，因为中间过程，

否如此尚可争论，但是这种聚合显现，成为当代文化一

只是一连串的数字形成的算法。

个重要倾向，这点更值得文化研究者关注。

而数字艺术的“聚合遮蔽”，可能比上一节说的传

此种艺术生态群体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明

统文本程式化更甚。新世纪之初，列夫·曼诺维奇（Lev

显有关联，互联网集合网民意见，为群体选择提供了平

Manovich）在其著作《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台。当今的网络小说，靠流量与评论，获得足够数量的

of New Media）一书中创立了“软件符号学”（semiotics

点击，就会吸引影视界的注意，基础观众保证了起码的

of software），讨论了以计算机新媒体辅助数字艺术创

票房。改编成影视的过程中，网评对如何改编的压力，

作的功能。但从他归纳出的新媒体的五个重要特征来

明显可见，对选角的过程影响至关重要。最后网评打

看：数值化、模块化、自动化、流体化和编码化，每个技

分（小米、烂番茄等）甚至成了作品质量最重要的判断。

术过程都体现了“聚合遮蔽”。(9) 数字时代的文本生成，

相比先前靠批评家在专业刊物上的书评、影评为
成功与否的标准，群选经典有缺点也有优点。缺点是

依然有聚合，而且聚合也是不显的。至少迄今为止，艺
术家在机器的艺术文本过程中，很难有干预余地。

情绪化，批评不够理性，容易受时风所左右。虽然过程

不 可 否 认，当 代 数 字 艺 术，非 常 强 调 观 众 的 参

公开容易被大众劫持，被不理性的情绪干扰，对专家判

与，以及与艺术作品的互动。罗伊·阿斯科特（Roy

断会形成干扰，甚至引发多种后遗症，但其优点是可能

Ascott）把“连接、融入、互动、转化、出现”五个重要阶

躲开了“权威”批评家的偏见，先前批评者与作者同属

段看成是新媒体艺术的完整创作。但是，在这看似人

一个圈子，难免碍于情面不便直说，甚至因各种原因作

机交互，双轴共现的过程中，生成的也不是聚合系文

违心之论。而大部分网评跟帖者，与作者无瓜葛，好恶

本，而是一个个有程序设置好的连续性的单独作品。

直言，不留情面。相比之下，
“网选”可能会比较公平。

数字艺术依靠的计算机技术，在所谓的创作中，依据的

当然有受平台或其他机构操纵的可能，但是与专家批

是生成器和判别器的对抗式生成网络模型（GAN），这

评、专家选择相比，这种公开的聚合操作反而可靠得

种模型基于人类认知模式，将吸收信息后对自身系统

多。更重要的是，这种群众参与本身，也是社会的文化

做出反馈，并依据参数设置的目标进行自我修正，从而

艺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大众的专业判断能力，

进行生成“艺术图像”。

相对于专业评家差，但是参与者人数之多，足以打开聚
合轴的各种可能。
实际上，无论诺贝尔奖，还是奥斯卡奖，只给结果，
过程保密，对于当代艺术已经很不合适。艺术需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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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出现一些手法，使我们觉得似乎电脑艺
术可以“重回过程”。例如现在有各种图像处理手法，
可以设置“滤镜”，设置效果变体，例如把风景图片粒子
变粗，把本是完美在线的照片“返回”成“莫奈式”笔触，

理论／当代文化的“双轴共现”文本增生趋势／

“凡·高式”线条，
“点彩式”画面。这些变化恰恰就是

或许有一天电脑技术逐渐达到像摄影术一样几乎可以

电脑预设的目的之一部分，是机器艺术预先设计中的

让机器本身任意摆弄。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数字艺术

终点，而不是中间过程。可以设计让电脑在某个节点

不可能代替真正的艺术家，因为聚合过程的几乎全被

上以某种方式输掉一盘棋，这里的“输”本身不是过程

遮蔽，而没有聚合，就没有艺术的真正灵韵。如黑格尔

的中辍，而是过程预定的完美结局。

所说：
“往日单是艺术本身就完全可以使人满足。今日

可以说，能否以过程为作品，恰恰是人类艺术与所
谓及其艺术的最大分水岭：人类艺术家在创作中，可以

艺术却邀请我们对它进行思考，目的不在把它再现出
来，而在用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11)

因为某种“手感”，某种“灵气”，中途变卦，随机应变，临
时起意，见好就收。而机器产品的所有的“临场发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当
今中国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只是假象，是技术安排的结果。
人的艺术与机器的艺术更明显的分歧，是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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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文本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机器没有能力在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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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摄影技术出现时，技术与艺
术的区别也很分明：只有在二十世纪的过程中，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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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变得容易摆弄，暗室冲洗，照片剪裁，可以有各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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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达到某种创意，以至于人们认为摄影可以像画笔一
样做复杂多变的聚合操作。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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