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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威廉·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穷其毕生精力试图将符号学建设成为

一项跨学科事业，使符号学成为各门学科的工具

科学。从莫里斯的这一观点来看，用符号学理论

来分析美学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美学作为符

号理论的一部分，构成了符号学组成部分。因此，

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美学，对艺术作品研究、美学

理论和符号学具有重要意义。莫里斯从符号学视

角看待美学符号的尝试主要体现在两篇文章中，

《美学和符号理论》和《科学、艺术和技术》。将符

号学理论用于美学理论的建构，有助于统一美学

研究中业已分离的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

一、艺术符号的特点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艺术作品可以被看作一

个符号，它本身又可以被看作是由其他符号所组

成的结构，艺术符号的特异性存在于艺术符号载

体、艺术符号所意指的对象和二者的结合体中。

从符号学角度对艺术作品所作的美学研究被莫里

斯称作美学符号学（esthetic semiotic）。［1］430在莫

里斯看来，美学是“关于艺术符号的科学”，是符

号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任务是对艺术符号及美

学知觉的特异性做出分析，因此美学分析是符号

分析的特例，美学判断则是关于艺术符号所行使

功能的充分性的判断。［1］416

美学是一般符号理论的一个分支，在符号学

内部，美学把艺术符号看作一种特别的符号，艺

术是与其他符号功能不同的活动。首先，莫里斯

把艺术符号看作类象符号，类象符号指称与自身

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对象。其次，在莫里斯看来，

艺术符号主要指谓价值，因此，“当解释者理解明

显是类象符号的艺术符号载体时，他直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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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意指的价值”［2］。由此看来，莫里斯美学符号学

的另一支柱是与符号理论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价

值被莫里斯描述为对象或情境相对于兴趣的特

征，即“对象所具有的能够满足或完成一个行动

所需的特征”［1］418。对艺术的理解需要符号理论

与价值理论的协作。

那么，从符号学和价值论角度看，美学符号

有什么特异性？莫里斯在符号类型学中做出了类

象符号与非类象符号的区别。类象符号指称与自

己具有相似特征的对象，通过相似性，解释者可

以直接领会被指谓的东西。在类象符号的所指称

对象中，其本身的符号载体也位居其中。莫里斯

认为，艺术符号主要是类象符号，是一种特殊的

类象符号。并非所有类象符号都是艺术符号，如

工程绘图、照片、科学模型等。虽然这些都是类

象符号，但很少成为艺术符号。一般的类象符号

的符号功能是指称某个对象，而作为类象符号的

艺术符号则不同，它的所指谓是价值，在领会艺

术符号过程中，人们并不仅仅利用符号的指称功

能间接地去认识某物，而是由于通过艺术符号载

体本身具有的它所指谓的价值，解释者直接领悟

了所意指的价值特征。［1］420通常来讲，一般符号

的指称功能通过间接提及其代表对象而使解释者

的注意力集中到所指对象上。而艺术符号的理解

情形却不是这样，对艺术符号的领会既包括对某

些特征的间接指涉，又包括对这些特征的直接指

涉，即艺术符号既通过指称对象的特征而间接意

指价值特征，又通过类象符号本身所具有的相似

特征而直接意指价值特征。通过符号指称对象，

这是艺术符号的符号意指功能 ；而指称对象以及

符号载体本身的某些特征对于满足解释者行动的

重要性则是艺术符号的价值功能。由此得出，美

学符号的意义是符号意指功能和符号的价值功能

的总和。由于艺术符号载体与所指称对象之间的

相似性，解释者对所指称对象价值特征的领悟可

以通过对符号载体的评价特征的领悟而完成。因

此，艺术作品的意义是内在的，美学知觉与艺术

作品本身紧密联系，艺术作品不仅是通向美学知

觉的跳板，而且其本身就具有美学价值。

按照莫里斯的观点，艺术符号是一种类象符

号，其独特性在于符号载体本身就传达出价值，

因此，莫里斯把艺术符号界定为“价值的类象符

号”［1］421。要想实现艺术目的，就必须保持符号的

符号地位，使解释者的注意力集中到符号载体本

身，从而完成雅可布逊（Jakobson）所说的艺术语

言的自指性（self-reflexity）。艺术家会采取什么手

段防止读者把艺术作品仅作为对象而不是作为符

号来反应呢？为了防止解释者产生把符号载体等

同于所指称对象的幻觉，艺术家会采取一些手段。

莫里斯列举的一些手段与俄国形式主义所讨论的

陌生化手段和间离方法很是相似，［3］195如画家为

绘画制作画框，有时故意不在画布的一些地方作

画；戏剧表演时，故意让观众看见一些技术装置；

音乐家在观众的视觉范围内演奏等。［1］421这些手

段的使用使作品所指谓的价值以符号的形式直接

呈现在解释者的面前。

从符号结构来看，作为艺术作品的类象符号

与其他类象符号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符号载

体的组成要素本身不一定是符号，而符号组合也

不一定能构成另一个层次上的单个符号。只有当

符号组合拥有一个基于要素符号规则之上的用

途规则时，才成为符号。在复杂的类象符号中，

组成类象符号的要素本身不一定是类象符号。例

如，一个数学结构，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类象符号，

指谓具有相似结构的物类，但该数学结构的每个

要素符号载体却不是类象符号。而按照莫里斯的

观点，复杂的艺术符号本身是一个类象符号，而

且组成该复杂艺术符号的一些要素符号载体本身

也是类象符号并且至少部分上具有复杂类象符号

的特征。［1］422例如，一首诗，一幅画或一首音乐，

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符号指称节点组成的结构，

其中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促发预期，而另一部分满

足预期，这些部分以相似的方式发挥作用，艺术

作品的特征是按照其组成部件的特征建立起来

的。一首诗开头的节奏与结尾的声音序列类型相

呼应，一幅画中一个部分的线条类型与另一个部

分的线条类型产生互文性。一首乐曲中，一系列

上升的音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随后的音符。艺

术作品复杂的类象符号结构意指着一个复杂的

价值特征，而复杂的价值特征部分上又是由各要

素符号载体和其他非艺术符号的价值共同组成。

要素类象符号与其他符号共同造就了总体类象

符号。由此看来，艺术符号的另一个特异性是关

于价值的一种形式上的组织能力，即康德所说的

“形式的合目的性”［4］212。物质材料服从于艺术形

式。在莫里斯看来，艺术类象符号在结构上是统

一的、和谐的，是可知的，并且对解释者产生结

构效果。

莫里斯美学符号学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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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符号对解释者产生结构效果的过程实际

上是美学感觉过程。莫里斯认为，美学知觉与其

他知觉活动是不同的，美学知觉针对组成总体符

号复合体的某些类象符号载体所直接蕴含的价值

特征。［1］422相应于艺术符号的符号功能和价值功

能，在美学知觉过程中，价值特征以两种方式被

知觉 ：一是间接方式 ；二是直接方式。所谓间接

知觉就是知觉由艺术符号的符号功能所意指的价

值特征 ；而直接知觉则是知觉艺术符号载体本身

所蕴含的价值特征。这两种价值特征是一致的。

莫里斯提醒我们注意，在美学知觉过程中，符号

载体并非简单地被用作将解释者注意力引导到具

有相关特征的其它对象上去的工具，也并不是仅

仅提供一个想象所指价值的场合，审美活动只关

注艺术作品本身，企图在审美对象本身上领悟审

美对象所意指的价值。［1］423莫里斯为我们呈现的

审美方式是一种超然无执（disinterested interest）

的审美方式，与康德关于美的判断的无利害观点

不无相似之处。［4］39

按照莫里斯的观点，艺术作品以类象符号的

方式意指价值，审美知觉就是对这些价值的领悟。

按照价值理论，莫里斯区分了艺术作品所意指

的三种价值 ：对象价值（object value）、操作价值

（operative value）和设想价值（conceived value）。

例如，一幅画上画着一群人明显地在享用某种饮

料，这幅画所意指的价值就是关于该饮料的对象

价值 ；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他（她）的行动表现了

其所意指的优先行为中的操作价值 ；乌托邦小说

描述某人对自己所偏爱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呈现

出的是设想价值 ；宗教绘画和文学通常描绘宗教

所欲求的人物，所意指的是设想价值。［5］70

美学知觉在莫里斯看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他认为，审美能力在所有正常人身上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并且可以进行培养。随着人们审美能

力的提高，艺术作品范围会得到无限延伸。艺术

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为促进、加强和完善人们的

审美知觉提供了契机，但莫里斯严格地说 ：“无

论在何地，只要某物是美学知觉的对象，就存在

艺术作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从某种程度上说，

没有什么不能成为艺术作品。没有什么媒介是艺

术不能利用的，甚至生活过程。”［1］423我们可以设

想，当生活本身成为艺术作品时，艺术和生活之

间的对立，就会消失。莫里斯关于审美概念的动

态性的观点，体现了类象符号动态性的观点。

二、美学符号学三学科

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艺术符号构成了美学符号

学的主要任务。按照莫里斯符号学的观点，如果

从符号的语形、语义、语用要素及其互相关系分

析一个符号，则该符号可以得到全面分析，由此

相应产生符号学的三个组成学科 ：语形学、语义

学和语用学。同样道理，对于艺术符号的分析也

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进行，上文讨论艺术符号的特

异性时，已涉及这三个方面。关于艺术符号载体

与所指称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属于语义学范畴，

关于艺术符号结构的分析属于语形学的范畴，关

于审美知觉的分析属于语用学范畴。相应于一般

符号学的三个组成分支，莫里斯也区分了美学符

号学的三个组成分支 ：美学语形学、美学语义学

和美学语用学。

莫里斯将美学语形学的任务界定为“详细阐

述一门适用于讨论艺术符号之间语形上或形式上

的相互关系的语言”［1］426。众所周知，卡尔纳普

的逻辑句法学为莫里斯的语形学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同样，作为科学话语的语形学，逻辑句法学

能为美学语形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迪。逻辑句法

学中的一些概念，如初始术语、初始语句、形成

规则、转换规则、后承关系、演证、派生等同样可

以应用于艺术话语的分析。在艺术作品中，一些

常用的特定艺术符号载体可以被称为原始艺术术

语，这些原始艺术符号载体起初以特定的方式组

合起来，即遵循了形成规则。从一些艺术符号组

合可以得到另一些艺术符号组合，这体现了转换

规则和后承关系等。当某些艺术符号组合与另一

些艺术符号组合关系一致时，我们称之为有效的，

否则为无效的。按照莫里斯的设想，我们可以像

卡尔纳普用逻辑句法学分析科学话语那样，开发

出一门专门语言来分析艺术作品。莫里斯对于美

学语形学的发展充满信心。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它迎合了当代学术界对艺术符号载体

分析的重视，拓宽了符号学的视野。

语形学不足以充分分析符号，而语义学则提

供了另一个有力的补充的符号分析工具。同样

地，美学语义学对于艺术作品的分析也是至关重

要的，上文中关于类象符号与非类象符号的区分

以及把艺术符号界定为类象符号的做法都属于美

学语义学的范畴。把艺术符号的所指谓描述成价

值特征的方法以及关于艺术符号与客观情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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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的讨论都隶属于美学语义学。不同类象符

号所组成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类象符号，这

一过程体现了不同符号的语义规则联合起来形

成界定单一符号的单一语义规则。艺术真实性问

题也被莫里斯归入美学语义学。美学符号的真实

性与科学符号的真实性是不同的。在逻辑和科学

中，一个符号若具有所指称，则是真实的。而关

于艺术符号真实性的判断则是从语义学角度证实

艺术作品是否与某对象或情境的价值结构类象。

莫里斯同时指出，应区别艺术作品本身真实性问

题和关于艺术作品陈述的真实性问题，后者是科

学话语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1］428

美学语用学主要处理的是艺术符号与创造者

及解释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上文所讨论的审美问

题。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通过艺术符号实施的交流问题都属于美学语用学

问题。美学语用学问题集中于一个问题，即艺术

所起的作用问题。莫里斯认为，一般来说，艺术

符号所承担的重要功能是 ：用符合完成行动的价

值来控制正在进行的行动 ；一个特定的艺术符号

载体以客观的形式呈现解决价值冲突的方法。艺

术符号是实现艺术作品的手段，艺术作品本身也

是一个艺术类象符号，因此，艺术作品与艺术符

号载体具有相同性质的存在。艺术符号载体以及

艺术作品的类象性质使艺术既具备满足功能，又

具备工具功能。由于艺术符号载体直接包含了所

指谓对象的价值特征，因此，艺术家可以将自己

的心愿融入到所建构的世界中，解释者可以直接

从艺术作品中得到满足，又由于艺术作品的要素

符号载体所表征的价值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并

且艺术作品间接地呈现这些价值，因此，这些价

值在其他价值情境中起到工具作用。推而广之，

艺术家在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可能为许多其他

问题提供了解决模式，相应地，他就会用艺术作

品表征、说明和推进一群人、一个时代甚至整个

人类的价值结构。［1］429-430

莫里斯历来强调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在

符号学中的统一，同样，他认为，美学语形学、美

学语义学和美学语用学应该统一在美学符号学

整体中。仅局限于一个维度的美学理论是不完整

的。例如，形式主义只关注艺术符号的语形维度、

社会学批评只关注艺术符号的语义维度，而接受

美学则仅关注语用过程。历史上，不同的美学流

派通常只关注三个维度中的一个维度，而把其他

方面的描述看作是曲解。这种分裂的研究局面不

利于美学理论的发展。因此。莫里斯强调美学符

号学的整体性，只有按照这个整体，美学的各个

组成分支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关系才能够加以讨

论。［1］430

三、符号学视野下的艺术话语

用符号学方法分析艺术话语有什么优点呢？

莫里斯认为，从符号学的宽阔视野看待美学问题，

可以使艺术话语的特征呈现出来。用符号学方法

研究艺术话语不仅对于美学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而且对于考察艺术与人类全部活动之间的

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艺术作品是符号的观点很容易理解，但

把艺术看作一门语言或一种话语形式却需要进一

步做出解释，特别是关于是否把那些非自然语言

艺术（如音乐和绘画）看作语言，是值得讨论的。

苏珊·朗格（Susanne）虽然承认音乐和绘画是符

号现象，但不承认它们是语言，因为这些艺术中

没有自然语言中那种具有相对稳定意思的词汇。

参照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Martinet. A）所提出的

语言分节观，非语言艺术缺少自然语言的双重分

节（double articulation）性质。［6］莫里斯认为，决定

艺术是否是语言，不应局限于是否具有词汇这一

标准，更重要的标准是艺术在功能上能否像语言

一样以相似的方式做出相似的意指，如果在艺术

分析中重点考察艺术符号的类象性，则音乐和绘

画的语言特征就会令人可信地得以保持。［7］193在

莫里斯看来，一首音乐或一幅画将其材料主要建

构成类象符号，然后把这些类象符号建构成一个

单一的复合类象符号，并且能以这种方式意指任

何能够用类象符号所意指的东西。当然，绘画并

不局限于意指所能看到的东西，音乐也并不局限

于意指所能听到的东西。虽然艺术作品有时依赖

于语言的解释，对于某些交际目的来说，没有语

言那样有效，但对于另一些目的来说却比语言更

有效，并且在意指内容和方式上，与语言功能不

相上下。因此，莫里斯断定，他找不到任何强制

原因不把艺术看作语言。［7］193把艺术作品看作类

象符号，而类象符号可以以任何意指方式意指。

一个类象符号可以指谓，也可以评价或规定。正

如皮尔士指出的，写有姓名的一张照片与关于照

片中人的描述同样是一个陈述，类象符号可以以

指谓方式进行意指，漫画符号可以对某物做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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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即艺术符号可以以评价的方式作出意指 ；类

象符号可以作出规定意指，如交通符号中的禁行

标志意指了一种规定性的命令。绘画和音乐也可

以用作许多用途，如传递信息、做出评价等。虽

然莫里斯把艺术看作语言，但艺术与自然语言还

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在于类象符号的主导作

用。作为类象符号组成的艺术语言与自然语言相

比，在意指方面的优势不在于指谓意指和规定意

指，而在于评价意指。类象符号并不胜任充当科

学陈述的完全载体，图表通常用作语言的辅助工

具，因此音乐和绘画并不是科学话语的理想材料。

类象符号也不是做出规定的理想符号，充满规定

要素的宗教话语并不能单独用音乐或绘画加以充

分表达。莫里斯认为，由于音乐与绘画能够用类

象符号等以其评价潜力生动而且具体地表征所意

指对象的特征，因此，音乐和绘画对于评价/估价

话语来说是最不可缺少的。［7］195音乐和绘画意指

价值，通常被用作估价（valuative）用途，即帮助解

释者对对象做出优先选择。以语言为媒介的各种

艺术的共同特征基本上也在于意指目标对象的符

号的估价用途。同时符号的使用方式也唤起把符

号本身作为目标对象的正面估价。小说、诗歌等

与绘画、音乐一样是艺术作品。在这些语言艺术

作品中，一个类象符号表征了一目标对象的特征，

旨在诱发对该对象的评价，并且该类象符号本身

被估价，从而使艺术话语的估价目标得以充分实

现。由此看来，类象符号在语言作品中也具有重

要地位。因此，“小说和诗歌从其引起的意象以及

其风格（或‘形式’）对于其主题（‘内容’）的适切

性来看，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类象特征。”［7］195

其实，将艺术看作一种专门化的语言，把艺

术作品看成一个符号，甚至看作一个类象符号，

并非莫里斯首创，前人的美学思想对此问题已有

所涉及，莫里斯的功劳在于从符号学角度发展并

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柏拉图的模仿论以及亚

里士多德关于模仿的解释可以说是把艺术作品

看作类象符号的起源。柏拉图认为，画家和诗人

都是模仿者，他们的作品是对理念的模仿的模

仿。［8］390-392模仿说表达了文艺作品的符号特征。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

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

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9］81在亚里

士多德看来，模仿并不局限于对现有对象的复制，

文艺作品还应对人们所认为的事物面貌或应该具

有的面貌进行模仿。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与莫

里斯关于艺术作品所意指的对象价值、操作价值

和设想价值的观点是一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承认艺术作品是模仿，就是承认艺术作品是符

号，一种独特的符号，即类象符号，或人们常说

的意象，这种符号模仿所指谓对象并且本身也表

征符号所指谓对象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柏拉

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堪称从符

号理论角度探讨美学问题的先驱之作。由此，莫

里斯认为，“将艺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研究方

法是美学中共同的古代遗产，现代符号理论，相

应于其更加精确和详尽的表述，应该能够澄清古

代表述中表达模糊的基础材料，应该能够使艺术

话语的本质更加具体。”［10］

如果把艺术作品看作符号，那么艺术符号载

体及其所指谓对象的本质是什么呢？根据上文所

述，我们可以总结出莫里斯所提出的相关观点 ：

艺术符号主要是类象符号，艺术符号指谓实际或

可能情境的价值特征，艺术符号载体本身就包含

了这些价值，因而这些价值可以得到直接呈现。

按照莫里斯的价值理论，在对象的总特征中（如

质量、长度等）存在着一些价值特征，如对象可能

是乏味的、崇高的、压抑的或欢快的等，艺术符

号载体本身也是审美对象，也表征特定价值特征。

从创作角度来说，艺术家塑造特定载体，让它呈

现某种有意义的经验的价值，这种经验既可以先

于塑造过程产生，也可以在塑造载体的过程中产

生。这样，艺术作品就成为一个指谓价值或价值

特征的符号，但由于此艺术符号载体本身就拥有

它所指谓的价值，因此，它又是一个类象符号。

相应地，从审美角度来说，在知觉一件艺术作品

过程中，欣赏者可直接知觉到一种价值结构，而

不必关注艺术符号可能指称的其他对象。艺术作

品的创造者用艺术作品表征了他（她）们的价值

经验，而欣赏者则通过创造者所塑造的载体，从

而获得所传递的价值。从艺术交际过程来看，艺

术是交流价值的语言。如果把交流价值作为艺术

的功能，那么艺术话语就是完成这一目标的专门

化语言。科学话语多呈现陈述句特征，其真实性

可验证，且需要一套详尽的引得符号来准确界定

时空位置。与科学话语相比，艺术话语并不依赖

于陈述语句，并不局限于可证实的符号，艺术话

语主要依赖于类象符号。艺术话语的目的不是科

学话语的预测，因此，艺术话语只要求要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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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建构的总体符号在表达价值方面一致，在呈

现一致的价值过程中，所牵涉到的符号组合按科

学话语的标准来看可能是矛盾的。在艺术话语中，

由于艺术符号本身就表征了它所指谓的价值，因

此，符号载体本身的特征对于价值的表达具有重

要意义，这就是艺术家常常乐此不疲地对符号的

特别语形组合进行不懈试验以获得所求价值效果

的原因。按照莫里斯提出的客观相对论，艺术话

语所呈现的价值特征是对象的客观相对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话语所关注的世界与科学

话语和技术话语所关注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在

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相通的。例如，艺术话语可以

用科学话语来解释，可以将诗的内容改用散文来

表达。然而，莫里斯指出，科学话语与艺术话语所

关注的重点不同，我们不应混淆呈现价值的话语

和对价值做出的陈述。“科学对包括价值在内的东

西做出陈述。艺术，除非在偶然情况下，不对价值

做出陈述，而是将价值呈现给直接经验 ；它不是

关于价值的语言，而就是价值语言。”［10］

从莫里斯的美学符号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

出，从符号学角度看待美学问题，有助于艺术家

本人看清自己作品在科学和技术时代下的本质和

重要性，有助于艺术家看清艺术、科学和技术之

间的互补关系，从而使艺术家更加有效地发挥自

己的创造力 ；从符号学角度看待美学问题，有助

于评论家理清美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些混乱，区别

美学分析和美学判断，区别关于艺术话语的科学

话语和技术话语，看清批评语句中语义特征表象

背后的语用维度，看清不同批评流派产生纷争的

根源 ；从符号学角度看待美学问题，有助于建设

一门科学美学或符号学美学，从而也有助于整个

符号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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