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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指理论视角下的当代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研究

张 莉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其经典作品《结束语：语言学与诗学》中，区分了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区分

了符指过程中的六大因素，进一步论述了日常语言的六种因素及其六种相应功能，即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

接触和代码等六种因素，对应的表达功能、意动功能、指涉功能、诗的功能、交流功能和元语言功能等六种功能。

赵毅衡先生将这个语言交际模式与符号学作了融合，完善了雅各布森的六符指理论，并将该理论推演到广告、品

牌等符号学研究中，拓展了对语言交际模式的运用。 本文在考察梳理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基础上，从六符指

视角对这些媒介进行分类，并分析这些媒介的使用情况及其变化，试图揭示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些规律。

关键词：雅各布森；六符指；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日常性媒介；仪式性媒介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6382（2014）03-0021-05

第 26 卷 第 3 期
2014 年 6 月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Journal of Chongqing Radio & TV University

Vol.26 No.3
Jun.2014

收稿日期：2014-05-09
作者简介：张莉，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藏传佛教与藏文化的符号学研究。

一、六符指理论与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关联

1.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界定与概括

提到传播媒介，很容易联想到如今的报纸、广播、

电视、网络和手机等大众文化传播媒介。这些媒介在大

众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日益见长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之外， 少数民族文化还有其独特

的传播媒介。在《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一书中，我们

见到了一个以介质为主要内容和研究基础的架构。 这

里的介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媒介， 而是泛化为一

种广义的信息载体，包括器物、图像、文字、言语、通道

以及人等等［1］。 这个说法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

也普遍适用。藏传佛教文化具有独特的宗教文化内核，

需要相应的宗教文化传播媒介。根据有关理论，笔者结

合自己在藏区对藏民族宗教文化传播媒介的调查，将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界定为：“与大众传播媒介相区

别的用于表达藏传佛教文化意义的传播载体。”笔者认

为，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包含日常性媒介与仪式性

媒介两大类。日常性媒介包括以转经筒、佛珠和哈达为

代表的渠道性宗教文化传播媒介； 以磕长头为代表的

肢体宗教文化传播媒介； 以口诵经文为代表的言语宗

教文化传播媒介；以玛瑙、珍珠、绿松石、红珊瑚、唐卡

和酥油花为代表的消费宗教文化传播媒介， 以及互联

网、手机等新兴的宗教文化传播媒介。仪式性媒介则将

藏传佛教法会等仪式过程，视为一个完全的媒介文本。

仪式性媒介的特殊性在于， 仪式不仅需要龙达等仪式

专属媒介，更需要仪式过程中人的参与，因为有人作为

媒介文本的一部分，仪式性媒介才显得完整。学者郝朴

宁、李丽芳在有关论述中，也将人列为宗教文化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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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媒介［2］。

2. 从雅各布森的语言交际模式到赵毅衡的六符指

雅各布森是俄国 20 世纪著名的语言学家与符号

学家。 在皮尔斯的研究基础上，雅各布森于 1958 年发

表了著名文章《结束语：语言学与诗学》。该文区分了日

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区分了符指过程中的六大因素，进

一步论述了日常语言的六种因素及其六种相应功能，

即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和代码等六种因

素，对应的表达功能、意动功能、指涉功能、诗的功能、

交流功能和元语言功能等六种功能。

赵毅衡先生将这个语言交际模式与符号学作了

融合，完善了六符指理论，并将该理论推演到广告、品

牌等符号学研究中，拓展了对语言交际模式的运用。例

如，赵毅衡先生提出：“语境就是符号学中的所指，信息

就是能指， 接触就是中介。 ”“符号表意过程六因素之

中，某种因素成为主导，能使媒介文本获得某种品质。 ”［3］

3. 六符指理论与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关联

可能性

赵毅衡先生指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3］。 延伸

来说，一切意义都必须用符号表达，任何交际活动也必

须凭借符号进行。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也离不开媒介符

号， 藏传佛教文化的媒介传播过程是一个符号传递过

程。符号传递过程就是符号的表意过程，也就是本文所

要研究的符指过程。藏传佛教文化的整个体系中，传播

媒介种类复杂，数量众多，笔者虽然曾通过访问调查和

统计抓取其媒介特征进行过分类梳理， 但之前的研究

尚欠深入。 为此，笔者试图以符指理论为视角，对藏传

佛教文化传播媒介进行二次分类和梳理， 揭示这些媒

介在当今藏传佛教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变化。

二、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符指倾向

在六符指理论中，文化传播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

个符指过程。 这涉及到赵毅衡先生所指出的符号学领

域的六个因素———发送者、能指、所指、中介、符码和接

受者。在符号传递的过程中，符指过程中的六个因素的

地位不是平等的，会出现某种倾向。 为此，笔者将藏传

佛教文化传播媒介划分为六种类型， 并对其进行符号

学视角的阐释。

1. 侧重于发送者———藏密法器

譬如大鹏金翅鸟，是佛教八部众之一，也称为迦

楼罗，列位于胎藏界外金刚部之南方，是印度教当中三

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乘物。 大鹏鸟是从忿怒主尊自性

神变及大悲妙力中自然幻化，外观虽然威严，但这形象

正是为了调化凶猛毒龙等众生的需要。在藏传佛教中，

大多数外观威严的藏密法器， 都是为了降伏一切发邪

愿的鬼魅妖魔，供养修持此类法器，可消一切违缘 ，恶

疾不染，诸障净除。在这里，表意侧重于发送者，表达发

送者的情绪。

2. 侧重于接受者———言语和肢体媒介符号

这个要素具有明显的意动功能，指向性和目的性

都很强。基于这个原因，有人批评雅各布森的交际模式

是线性、单向的，忽略了受众对信息消化与接受过程的

参与性。 其实，这是对雅各布森的误读。 既然他将接受

者列为交际过程必须具备的要素， 实际上已将接受者

的参与性接受纳入考察视野。 传播并非发话者的单向

行为，而是与接受者的互动［4］。 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

介中，一方面，侧重于接受者要素的意动功能具有隐蔽

性。 媒介符号不是直接传递祈使信息，实现传播效果，

而是通过隐性祈使，传输“只有受者参与，才能形成这

个媒介符号”的理念，使接受者“听从安排”。另一方面，

因接受者参与而形成的言语和肢体媒介符号， 带有很

强的双向互动性 （这也可纠正学界个别研究对雅各布

森的误读）。总之，在藏民族日常使用的宗教符号中，言

语宗教符号（念经）与肢体符号（磕长头），侧重于接受

者，具有很强的意动性，需要符号表意接受者的自身参

与才能实现其意动功能。

3. 侧重于媒介———渠道性媒介符号

转经筒、佛珠和哈达作为最常见的宗教渠道性符

号， 也是接受者与藏传佛教文化保持接触的最有效方

式， 这种物化符号是一种便携、 简单和独特的表意渠

道。 或许有的人对使用转经筒和佛珠背后深层次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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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涵义并不一定理解， 但是藏族同胞手持转经筒和佛

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凭借这种表意渠道并反复接触，

对于表达宗教信仰十分重要。也因为这个特性，渠道性

媒介并不仅限于藏民族使用， 藏汉民族之间就常用转

经筒、佛珠和哈达进行礼仪性沟通。 例如，由于语言上

存在差异，人们在九寨沟、拉萨等藏区观光旅游时，转

上转经筒，手持佛珠，敬献哈达，就成为藏汉同胞之间

跨越语言的有效沟通方式。

4. 侧重于对象———新兴宗教符号

从宗教的视角看，当大众传播媒介承载藏传佛教

文化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媒体结合），它就可被看作是

新兴的宗教符号。 新兴宗教符号因带有面向大众的特

点，尤为侧重于表意对象，更重视符号表意直指对象的

实用性。正如索达吉堪布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所说：当前

社会，人们的分别念极其繁乱，思绪非常复杂，此时的

佛教犹如甘露般，无疑是消除内心烦躁的一剂清凉。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网上就有一些类似“藏传

佛教文化网”的网站，网站上的“寺院”24 小时开放。

QQ 聊天、QQ 群交流、网络在线念佛、在线抄经以及手

机信息发送等，显现出新兴宗教文化传播媒介简单、便

捷和实用的特性。 例如，在“念佛堂”网站中， 各种祈

福经文被分门别类， 使用者选择适合自己的诵经时间

点击进入其中，可以看到模拟现实诵经的界面。使用者

此刻不管身处何处，都仿佛沉浸在宗教的世界中，可以

潜心诵经祈福。新兴宗教文化传播媒介直指传播对象，

具备很强的实用性。

5. 侧重于文本本身

在雅各布森看来，信息传播过程中，如果强调表

达本身，即强调文本本身和语言特征，那么传播的诗性

功能就可以被表现出来［4］。 雅各布森给出的诗性功能的

定义为：诗性功能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用到组合轴［5］，也

就是对等的语言要素的序列组合。 藏民族是个宗教气

息浓厚的族别，因此，相对于宗教符号，艺术符号显得

不那么“主流”，而是由于其艺术材质的凸显，被更多地

赋予了诗性。侧重于表意的文本本身，多出现在藏民族

艺术符号中。

（1）唐卡。 它以色彩绚丽著称，所有原料为传统的

有色矿石， 用彩缎织物装裱成卷轴画，画成托裱后，再

用彩缎拼接边框作装饰。 它是西藏特有的佛教美术艺

术之一。

（2）酥油花。它以酥油为原料，是一种以人物、花卉、飞

禽、走兽和树木等为表现主题的高超的手工油塑艺术。

（3）玛瑙。 它是七个佛教珍品之一，自古以来就包

含了原始、简单、实用的宗教内涵，被视为驱除邪恶的

护身符以及爱和希望的象征。同时，它还有助于消除压

力、疲劳、污水及其他负性能量［6］。

（4）绿松石。它因形状和色泽与绿色松树相似而得

名。中国西藏的绿松石被认为是神的化身，是权力和地

位的象征，是最流行的神圣装饰物。近代历史上的第一

个藏王的王冠就是以它为主要材料制成。同时，绿松石

作为有经济价值和符号价值的配饰， 在藏区也很有市

场。绿松石以其特有的工艺品质，成为藏民族渴求的符

号含义的一种标签。

（5）红珊瑚。 红珊瑚是较早被藏民族使用的宝石。

红珊瑚作为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着悠久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藏区的游牧民族，对

红珊瑚更是喜爱有加， 甚至将红珊瑚作为一种祈祷的

载体———“彼岸神圣佛祖”祝福寄托的物件。同时，红珊

瑚的应用也是宗教信仰中“尚红”观念的体现［6］。

上述媒介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

展，文本携带的宗教信息及文化意义逐步削减，藏民族

对它们的关注点转到这些文本符号本身的材质上。 文

本符号的意义大小渐渐不在于携带的宗教文化信息量

多少，而是在于文本自身的材质特征。材质特征因其特

殊的视觉美感而被分类、被划分价值意义，且逐渐在彼

此之间形成“互文性”。也就是说，其意义大小参照没有

体现 在 选 择 轴———宗 教 意 义 挖 掘 上， 而 是 在 组 合

轴———文本符号本身的大小、色泽、人工耗费量、亮度

及透明度上。同时，个体文本符号（每幅唐卡、每只酥油

花、每个玛瑙、每颗绿松石和红珊瑚）在相互参考、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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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相互映衬之间，获得自身的价值大小。

6. 侧重于符码———仪式性符号

以上讨论的符号， 均可在日常性与仪式性中出

现。而有些仅属于仪式的特有符号如龙达，则侧重于表

意符码。 例如，藏民族的法会，僧人的辩经，藏族出生、

婚嫁、死亡等仪式，都依托于背后的符码，以及符码集

合成的源语言，才得以表意。

以僧人的辩经为例。 僧人的辩经系统与受者共享

着一套完整的表意系统， 这个系统有规范的代码编码

与解码系统，且约定俗成。 因此，在平常看来严厉的表

情，夸张的动作，高亢嘶吼的音量，在辩经过程中，都被

赋予完全不同的内涵表达， 需要运用与该仪式匹配的

一套约定俗成的特定符码来进行编码与解码。

仪式性媒介符号因其与日常性媒介符号的天然

区别，经过长年累月的约定俗成，形成了一套特别的全

新的符码系统。

三、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当代变化

当今全球化、网络化给宗教文化传播带来前所未

有的方便条件。 便捷的交通与资讯极大地拓展了传教

空间，经济一体化打破了阻碍宗教传播的壁垒，民主政

体保证了信仰自由。 一台收音机可以把闹市中的布道

声远播到密林深处， 一台计算机可以把乡村寺院里的

晨钟暮鼓传送到繁华的都市，一台摄像仪甚至可以把布

达拉宫的辩经过程完整再现于纽约唐人街的餐厅中［7］。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在当代所呈现出的变化， 正是

基于藏文化在当代“地球村式”传播的需要而发生的，

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1. 分级门槛化

从雅各布森的符指六要素看当代藏传佛教文化

传播媒介，处处体现着分级门槛化。侧重于发送者与侧

重于符码的媒介符号，对信息受者的要求较高，需要具

备较高佛教知识、 藏文、 藏语等藏传佛教文化媒介素

养，因而门槛最高。 侧重于受者、对象、符码的媒介符

号，对受者的要求次之，或者需要受者参与，或者需要

具备实用媒介工具使用技能， 或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符

码解读能力。 侧重于媒介和文本的媒介符号则门槛最

低，只需要占据渠道或者具备情感审美能力，就可以使

用和体验。这种分级的门槛化，将博大的藏传佛教文化

分门别类， 让不同层次的受者都有机会参与体验并实

现二次传播， 符合当代社会信息高速裂变的需要。 同

时，这也是藏传佛教适应现实社会发展，与现世社会契

合，吸引世俗社会的原因所在。

2. 抽象符号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农牧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过渡，许多藏族同胞通过外出打工、到国家机关

工作或从商等，摆脱了传统农耕、游牧生活方式。 宗教

文化传播的传统地缘性被打破之后， 依附于地缘开展

的一整套宗教文化传播活动， 以及龙达等仪式性专属

媒介符号，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转经筒、佛珠、酥

油灯、诵经机以及手机、网络等新兴宗教媒介，因其具

有便携性、简单性、实用性、高度的抽象性与符号性，在

当今藏民族生活中大放异彩。 将悠久的藏传佛教文化

浓缩、抽象，并进行符号化呈现、加工，是藏传佛教文化

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之一。

3. 实用快捷化

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侧重于媒介和对象的媒

介符号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欢迎。 渠道性媒介符号因其

轻巧便携，已进入当代千家万户藏族同胞的生活中。脱

离传统农耕、游牧生活方式，藏族同胞进入到各行各业

的世俗生活中，日常生活也随之被世俗生计填满，宗教

活动也常常要利用闲暇的碎片时间开展。 转经筒、佛

珠、哈达等渠道媒介符号，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 利用

手机、网络等现代化新兴媒介，实现诵经、祈福的电子

信息化，既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又满足了当今藏民族高

效、实用的生活方式需要。

4. 情感审美化

藏传佛教文化除了具备宗教功能外，还具备艺术

功能，对人们有激发审美情感的作用。侧重于文本的宗

教媒介符号，就是以情感审美为立足点，在呈现原本的

宗教意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价值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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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文本之间彼此对比、参照，形成互文。如今，仪式性

宗教媒介发展为或以表演形式出现， 供游者来到藏区

观看；或被现代化通讯媒体记载，跨区域出现在任何地

方。 如学者戴继诚所说：“一台摄像仪甚至可以把布

达拉宫的辩经过程， 完整再现于纽约唐人街的餐厅

中，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了受众视野。 ”［7］侧重于文本和

侧重于符码的媒介符号， 一方面在约定俗成的重构

体系中提高门槛，将宗教内涵表达继续深化，挖掘特

适群体才能明白的宗教意义； 另一方面， 又降低门

槛，从情感体验路径将审美内涵泛化，向普罗大众呈

现共有的审美体验，以此契合时代发展，获得更广泛人

群的接近与接受。

综上所述，笔者在符指理论视野下，对藏传佛教

文化传播媒介进行的二次梳理分类， 一方面使各种媒

介符号的特征更加明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另一方

面， 也阐释了这些媒介符号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特点

及规律， 这些特点和规律与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

关，因而也就颇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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