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符号学主体哲学; 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阐释学的学科融

合; 符号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先秦诸子、《易》学、唯识宗与因明

学、道家与民俗，都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在思索。
在本辑中，王小英和祝东的论文《全球化语境下的伦理符号学研究进

路———以中国先秦典籍为中心》值得一读，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在世

界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符号学大国。先秦诸子百家对人类符号表意规律的

思索，指出了符号在奠定社会伦理上的作用。
方小莉的论文《奇幻文学的“三度区隔”问题研究———兼与赵毅衡先

生商榷》，则是一篇用符号学解决叙述问题的佳作。纪实—虚构—奇幻的

区分，本是叙述学中一大难题，似乎超出形式分析的可能。这篇论文把它

作为一个文本结构来探讨，可谓一次勇敢的突破。
彭佳的论文《论隐喻—转喻的双重机制: 符号学透视》，是几乎每个符

号学阶段都会冒出来的课题，是皮尔斯、莫里斯、雅克布森、格雷马斯等人

学说的核心，但是至今它像一个神秘的漩涡，不时卷出全新的问题，让我们

不得不怀疑这是人类思维方式中一个最根本的悖论。
至于陆正兰与笔者合写的《“美学”与“艺术哲学”的纠缠带给中国学

术的难题》，实际上是个资料性的回顾，说的是学界不得不面对的“语言划

界”的苦恼: 词不达意，竟能一至于此。术语和概念的清晰，是我们苦苦追

求的目标。这种追寻是不得已，舍身求义，经常落个遍体鳞伤。这本来就

是求知的代价，得失各位鉴之。

全球化语境下的伦理符号学研究进路

———以中国先秦典籍为中心

王小英 祝 东

摘要: 伦理符号学是符号学研究中的一种视角，它认为整个人类知识都与符号活动相

关，融入了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人类行为的责任担当。在全球化传

播—生产的语境中，符号学必须担负起必要的责任; 符号过程本身就是生命交汇的过

程，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是一个责任主体。先秦是中国传统符号思想奠基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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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易学与诸子学文献典籍保留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评价材料，特别是符

号对自然的映现、对人类生活符号世界的反思等，其中包含着生命关怀和道德价值评

判的准则，与国际上还在兴起的伦理符号学理论观点有极大的契合性。无论是“文化”
还是“自然”，其实都是理智建构出来的，而符号学正是建构理智圈的一个系统。其中

语言符号系统对自然世界进行模塑( 自然符号学) 、对人类社会表意行为( 文化符号

学) 规范的影响及意义，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担当( 伦理符号学视域) ，则是先秦典籍

的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进路。
关键词: 伦理符号学; 先秦典籍; 文化符号学; 自然符号学; 符号学思想

Abstract: Semioethics is a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semiotics． It considers that the entire
human knowledge is related to sign activities and incorporates the control of human
behavior and the resulting responsibility for human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production，semiotics must assume the necessary responsibilities; the sign
process itself is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section of life，and human beings as the“animal of
signs”is a responsible subject． Pre-Qin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traditional signs of ideas in
China were established，and the pre-Qin books on I-Ching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philoso-
phies contain reflection on human-nature and individual-society relationship，especial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symbols for nature and the symbolic world of human life，etc．，which
contains the criteria for life care and moral value judgments，and has a great deal of rele-
vance with the emerging semioethics theory in the world． Be it“culture”or“nature”，it is
in fact constructed by rationality． Semiotics is a system that constructs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The impact and meaning of the linguistic sign system on the fashion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 natural semiotics) ，on the ethical behavior of the human society ( cultural semiot-
ics) ，and the resulting responsibility ( semioethics vision) ，can be justifiably studied to re-
veal the semioethic thoughts in the pre-Qin classics．
Key words: semioethics; pre-Qin classics; cultural semiotics; natural semiotics;
semiotic thoughts
作者简介: 王小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符号学、比较文学。电子

邮箱: wangxiaoying19820@ 163．com ; 祝东，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

方向: 符号学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电子邮箱: zhudong19820@ 163．com。本文为国

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先秦典籍中的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 16XWW002) 的阶段性

成果。

人类生活在一个由符号建构起来的意义网络之中，追寻意义不仅是人

之为人的前提，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而意义则是通过语词、图
像、艺术作品以及其他人工建构的模型来传达的，“人类世界实际上是一个

意义携带形式( meaning-bearing forms) 的世界”( 西比奥克，德尼西 1) ，这

种形式是通过建模( modeling ) 实现的，而人类通过符号模塑自然、规范秩

序，就是伦理符号学的起源之时。如聂珍钊教授所言:“人类从无序到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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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应该说就是伦理和道德起源的过程”( 20) ，伦理符号学尽管是一

个后起的概念，但其生成发展与人类的生命现象、符号活动同步，并维系着

人类社会的秩序。

一、伦理符号学的兴起及其进路

伦理符号学是符号学研究中的一种视角，它认为整个人类知识都与符

号活动相关，融入了对人类行为( human behavior) 的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

对人类行为的责任担当。它从总体上指出符号活动与生命是一致的。作

为术语的“伦理符号学”( semioethics，又译“符号伦理学”) ，是意大利学者

奥古斯都·庞齐奥( Augustos Ponzio ) 与苏珊·佩特丽莉( Susan Petrilli) 在

2003 年提出的。他们指出，作为学科的“伦理符号学”，是一门真正尚在发

展中的新型学科样态，迄今都还处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 ( 周劲松) 。他们

合著有《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Ｒ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符号

彊界: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Semiotic Horizons: From Global Semi-
otics to Semioethics) 等; 佩特丽莉与庞齐奥在《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 The
Ｒ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一著中合写的“Semioethics”可以视作是

对这个议题的一次初步总结，如保罗·科布利( Paul Cobley ) 在此书的绪论

中所言，此文向读者显示了“人类这种符号性动物如何拥有出自符号意识

的‘责任＇”( 2013: 12) 。① 作为一门尚在建构发展中的学科门类，它开拓了

符号学研究的锋面，而任何新领域的开拓建立，都伴随着原本沉睡的历史

背景的苏醒和发展脉络的建构，伦理符号学亦如此。
在西方，伦理符号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症状学”( semeiotics) ，

而现代意义的伦理符号学则从人际交流意义传达开始。伦理哲学家罗斯

( William David Ｒoss)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提出人际交流“诚信原则”，政治

哲学家罗尔斯( John Ｒawls) 在其《正义论》( A Theory of Justice ) 中借用了此

原则，并将它扩展成政治伦理学的“公平原则”。语言学家格赖斯( Herbert
Paul Grice) 也提出“合作原则”———对话者“做出符合谈话方向的贡献”而必

须遵循的四个准则:“真实、足够、相关、清晰”( 3) 。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符号生机论”中也对人类的伦理符号问题进行了有效思辨。

如果说以上学者对伦理符号学的关注尚属于吉光片羽式的，那么真正

从理论维度开始深化这一领域的学者当属美国的符号学家托马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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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奥克( Thomas A． Sebeok) 。西比奥克 1920 年生于布达佩斯，1937 年

到美国学习生活，成为莫里斯的学生。尽管西比奥克早期接受的是语言学

方面的教育，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人类语言交际领域之内，而是扩

展到非语言领域，并建立了他的动物符号学研究门类。但在西比奥克看

来，动物并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语言能力。他接受了雅各布·冯·乌克斯库

尔( Jakob von Uexküll) 的“环境界”( Umwelt) 理论，即生物体以自我为中

心形成的主观世界。如瑞因·马格纳斯( Ｒiin Magnus) 与卡莱维·库尔

( Kalevi Kull) 所言，环境界是生命体创造的世界，它居住在以符号关系为

基础的意义世界里。一个相当普遍的定义认为，环境界是生命体的个体世

界，或者说它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是已知的、模塑的世界”( 库尔

41) 。模塑概念源自萨丕尔( Sapir) 所用的“塑形”( patterning ) 这个术语，

用以指文化和语言原初的、专门的组织: 文化塑形和语言塑形。在符号学

中，模式以相似性或同形思想作为基础，因此同皮尔斯所理解的相似符号

彼此相关。乌克斯库尔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认为某事物通过该过程而在

模式或图示———无论是想象中还是真实的———基础上得以实施或再现。
西比奥克在此基础之上继续缕分，指出语言( language) 是专门设计来产生

和组织世界观的，话语( speech) 是为交流的目的而适应性地从人( Homo )

身上衍生出来的。人因此而有能力建构各种可能世界，将有限的要素赋予

无限量的涵义( 科布利 2013: 325－327) 。西比奥克进而描述了意指活动是

怎样在环境界中发生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意指活动都在基因代码和语言

代码两个普遍符号系统中发生，而基因代码普遍存在于所有的有机体之

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语言代码为标志的人类意指活动只是整个意指活

动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西比奥克大大拓展了符号学的边界，符号学研究

不再局限于索绪尔而来的语言符号学领域，符号学与生命活动同步。这

样，西比奥克就将符号学拓展到整个宇宙，跳出了语言中心论的牢笼，发展

出一个整体符号学的视域。
与西比奥克一脉相承的是其弟子约翰·迪利( John Deely ) ，在其《符

号学基础》( Basics of Semiotics) 中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谈动物符号学和人类

符号学。其实迪利在切入这一研究之前，已经在第二、三章中做了一些铺

垫，也即先对符号学说的统一对象进行了界定分析，即被明确视为一种活

动或一个过程的符号作用，“它不仅建构人类的经验，也建构一切生物的经

验”( 迪利 98) ，因而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可以通过客观世界建构丰富

多彩的环境界，也即物理环境成分会通过以认知为媒介的经验被客观世界

的关系网吸收并重新布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指号过程如果从符号的

作用这个最充分的意义去理解，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甚至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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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了动物社会范围，它囊括了动态的植物生命”( 同上) 。迪利在与奥古

斯都·庞齐奥和苏珊·佩特丽莉的学术交流中，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作者

也坦言，自己因此而加强了对西比奥克符号思想的领域的拓展，并在《符号

学基础》第 5 版中增加了对于符号动物的伦理要求。在迪利看来，符号动

物高于理性动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从开始即与环境界紧密相联。
而人类则是地球上唯一的符号动物，因而担负着特殊的责任———无论人类

愿意与否，他都在进行一个从符号动物到符号伦理动物的转变:“符号动物

仅仅意识到符号的存在和作用，符号伦理动物却对这一存在负有责任，而

且肩负起人类的福祉，以及符号动物与之密不可分的整个盖亚的福祉”
( 迪利 240) 。所谓盖亚( Gaia) ，即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引申为自然

界与所有生命共同构成的地球生命体。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也是唯一能

够了解符号的存在的动物，也即不仅仅运用符号，而且知道有符号存在的

动物，自然与其他只寻求自身福祉的动物不同，其对自然存在的思辨性把

握超出了所有其他动物，而这种思辨也是通过符号关系进入到可能世界

的，他会意识到人类运用符号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人类必须担负其应

有的责任。
在佩特丽莉和庞齐奥看来，符号学是生命科学与符号科学交汇的地

方，因此符号活动与生命活动是交相重叠的，明确提出伦理符号学必须以

总体性视野关注符号域( semiosphere) 和生命界以及文化界和自然界之间

的交流:“作为总体符号学的符号学研究面临着巨大的责任，即将当今交

流—生产社会的局限揭示出来。要充分地了解全球的交流和生产，就必须

对交流和符号活动采取一种全球性的方法”( 佩特丽莉，庞齐奥 424) 。而

“作为一个元学科的概念，符号域属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范畴，并且与‘整

体主义＇、整体与部分等相对概念有莫大联系”( 特洛普 157) ，因此全球交

流不仅仅局限于人类文化的交流，同时包括生物之间的符号交流行为，交

流是与符号活动、生命活动同步的，没有生命也就意味着符号的终结。进

而在此基础之上，符号反应对这种交流—生产体系中产生的各种不协调

的、对全球生命产生威胁的地方进行批判和反思。所以这种交流不仅仅是

人类的社会交往，更包括整个物质环境及人类周围的所有生命之物的交

往。佩特丽莉和庞齐奥吸收了西比奥克关于符号活动与生命耦合的思想，

这样，“符号界远远超出人类文化范畴，是与庞大的生物界相互耦合的”
( 佩特丽莉 18) 。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涉及符号，动植物都会在指号过

程中形成自己的环境界，但是这种指号过程与交往活动只是为了其自身的

发展及福祉，它们自身没有能力意识到符号的存在，而人则是这个星球上

唯一能够意识到符号存在并拥有符号反思能力的动物，能力意味着责任和

·6·

中国比较文学 2018 年第 3 期 ( 总第 112 期)



担当，“‘担当＇和‘承担＇的能力对人类具有结构性意义，意味着人类能够对

全球性的地球生命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佩特丽莉 21) 。其理论视域远

远超出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进而关涉到整个生命系

统。其学术旨趣在于将符号学“回复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论维度”( 科布

利 2013: 171) ，也即对符号活动进行价值评判，其行动是否高尚、善良，动

机是否好心，行为是否应该，结果是否良好，也即是从伦理的角度关注、评
判、反思符号活动，因为符号活动与生命现象同步，这就意味着对生命负责

的态度。“伦理符号学更多地是一种世界观和一种态度，它既是同步地又

是带有一定批判距离地关注当下尚在进行之中的全球化浪潮，企望通过对

全球性的交流—生产的反思，从符号活动和符号伦理维度来凸显人作为

‘符号活动的动物＇‘符号的动物＇和‘伦理符号的动物＇对地球对生命的关怀

和责任”( 周劲松 177) 。在全球化传播—生产的语境中，符号学必须担负

起必要的责任; 符号过程本身就是生命交汇的过程，人类作为“符号的动

物”，是一个责任主体; 伦理符号学不是以其本身为目的的学科，而是符号

学研究中的一种视角，是以全球视野来“关爱生命”。
相较而言，中国学者对伦理符号学的关注起步较晚，直至上世纪 90 年

代，相关内容才逐渐纳入部分学者的研究视域。尽管中国学者没有运用

“伦理符号学”这样的术语，但是其研究内容已经不同程度有所涉及。如

李幼蒸对中国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发掘阐发，著有《中国伦理学的原型

结构》(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Ethical Archetype，1997) 、《仁 学 解 释

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 2004) 、《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

想史》( 2009) ，致力于一种普适性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的重建。此外，涉及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符号系统及伦理思想研究的还有谢谦的《中国古代宗教

与礼乐文化》( 1996) 、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 1996) 、《古代思想文化

的世界》( 2002) ，其侧重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思想。也即是说，从伦

理符号学角度审视先秦文献典籍，以一种对话和比较的方式挖掘和阐发先

秦传统文化，在国内外还不多见，而这也正是当下我们要建立理论框架的

基本着力点。
尽管伦理符号学研究视域的提出迄今已有十余年，但是在西方，学界

主要着力点在文化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雅

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期”文献典籍的考察则不多见，而这个时期正是中

国传统符号思想奠基的时期; 李幼蒸等学者尽管已经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中

国传统伦理符号思想研究的价值及意义，但多限于语义分析，于自然符号

学思想亦着墨不多。因此，先秦典籍的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在理论上存在

较大的学术拓展空间。我们将以文化符号学与自然符号学为理论基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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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符号学为基本视角，系统考察先秦易学与诸子学文献典籍，特别是先

哲对自然与社会符号交流过程的反思，以及由此而来的影响中国文化心理

的人生智慧，并考察蕴藏其中的伦理符号学思想，发掘其中的有益成分，来

规范调整当代社会生活秩序。

二、先秦典籍的伦理符号学维度

从一般符号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特别是先秦符号学思想

进行研究，学界目前已经有了较多的成果，如李先焜、陈宗明、陈道德、张再

林等学者的研究，都已走在了前列。祝东 2014 年出版的《先秦符号思想研

究》也是在这个方向做的一个综合研究的尝试。此书指出，《周易》拟物取

象是先民用符号以简驭繁模塑世界的开始，“位”“中”“时”“当”是发展中

不断建构起来的易学元语言; 儒家符号思想源于周公编制的礼乐文化系

统，孔子将其伦理化，礼乐符号系统是用分节的礼乐将社会分层，但它并非

全域覆盖，而只是适用于上层社会; 道家老子确有对道的形而上思考，但是

他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看到了符号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主张通过“去

符号化”来解决人生困境; 庄子提出了“与时为用”，根据不同“语境”来调

适表意行为，达到全身避害之用; 墨家、名家在区分了“物”与“实”的基础

上，还进一步认识到了类似现代符号学表达原理的一个关键环节，即意指

过程，也即“指”与“物”为再现关系，“名”与“实”为意指关系; 荀子看到礼

乐符号系统并不能完成对秩序的重构，因而倡导礼法并重; 韩非以法律符

号体系来规范人类社会的各种表意行为，法律符号系统是全域覆盖，为人

的表意行为设计不可触碰的底线，法律符号解释项的权威是用暴力维

系的。
佩特丽莉指出，伦理符号学的任务之一即是对“‘种类＇( genres) 的批

判，对将 生 命 的 表 现 形 式 参 照 种 类 进 行 划 分 的 实 体 化 过 程 的 批 判”
( Nuessel 75) 。中国先秦文献典籍中就保留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

考评价材料，特别是符号对自然的映现、对人类生活符号世界的反思等，其

中包含着生命关怀和道德价值评判的准则，与国际上尚在兴起的伦理符号

学理论观点有极大的契合性。特别是轴心时代的智者，探讨的是带有人类

共性和根本性的东西，因此能成为后世不断反思、不断前进的动力之源。
而先秦符号系统及道德因素对人的表意行为的规约，以及人类对符号行为

的伦理反思，更加值得我们去研究探析。尽管先秦没有伦理符号这样的术

语，但是确实存在有关的思想，需要披沙拣金、归纳总结，并使之转换为当

代文化建设的养料。而要对先秦典籍中的伦理符号思想进行阐发，则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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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符号学、诠释学的方法。用现代伦理符号学的视角，将先秦伦理符号

思想的研究置于符号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更加注重生命关怀，期望通过对

全球性的交流、生产的反思，从符号活动和符号伦理的维度来凸显人作为

“使用符号的动物”和“伦理符号的动物”之间的关联; 用现代阐释学理论、
文化人类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进行梳理阐发，结合伦理符号学的观

点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中蕴藏的人文关怀、伦理道德评判的元语言机制等

进行深度阐发。
如前文所述，当今国际符号学界正在兴起伦理符号学理论方法，采用

整体符号学的视域，凸显对生命 的 关 爱，但 是 其 研 究 视 域 存 在 严 重 不

足———对中国传统伦理符号思想缺乏应有的关注。中国的先哲，用他们的

智能模塑、解释他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以及在这种活动之中对世界的认

知、改变，由此而建构的世界系统，这些其实是在地球圈、生物圈和理智圈

的互动之中经过漫长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而符号学正是建构理智圈的一

个系统。也即是说，无论是“文化”还是“自然”，其实都是理智建构出来

的。如张汉良所言，要建构这种系统还是要回到理智圈之中，“重新规模、
解释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158－159) ，也即是说“自然”与“文化”的互

动成为符号学建构系统的两大板块。因此我们试图结合彭佳博士改进过

的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之功能圈理论模式图，①将中国的传统伦理符号思

想缕析为自然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两大部分，并以意义问题作为联系二者

的纽带; 最后结合先秦文献典籍，从文化符号学与自然符号学两个面向具

体考察其中蕴藏的伦理符号思想，并将其价值意义进行现代转换。这一过

程中，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发掘先秦文献典籍中蕴藏的伦理符号思想，并使

之转换成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要养料。当然这并非易事，首先是从伦理

符号学视域审视先秦文献典籍，如何用符号学的思想和伦理学的视角进行

跨学科的整合，这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在具体分析中如何运用并调适符号

域、环境界等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先秦诸子百家文本的有效工具，这个问题也

亟待解决; 而如何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使其为当今的文化建

设起到指引作用，这也是人文学科研究必须面对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先秦典籍中的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即采取伦理学的视角，考察先秦

文献典籍中有关自然和文化方面的符号思想，考察语言符号系统对自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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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乌克斯库尔用一个图解模拟环境界形成过程的关键因素和特征，这个模式被其称为功能

圈( Funktionskreis，functional circle) ，该图式可参见库尔，马格纳斯:《生命符号学: 塔尔图的进路》
( Semiotics of Life: Approaches from Tartu，彭佳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44 页) 。彭佳在

《文化对自然的模塑: 一个生态符号学模式的提出》( 《哲学与文化》2015 年第 8 期) 中，对乌克斯

库尔的功能圈模式进行了改写，提出了一个生态符号学意义生成图式。



界进行模塑( 自然符号学) 、对人类社会的表意行为( 文化符号学) 规范的

影响及意义，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担当( 伦理符号学视域) ，如图( 1) 所示。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意义贯通了文化与自然的领域，成为核心对象。

图( 1)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进而建构先秦典籍的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的总体

框架; 也即首先对发展中的伦理符号学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梳理其理论对

象之间的关系，分析归纳其理论范式及长处和不足，并以改进过的卡莱

维·库尔的符号学系统模型来建构伦理符号学框架。环境界是生命体以

符号关系为基础模塑的意义世界，是符号域中生命体所具有的一整套符号

关系; 符号域则是符号交流意义的生成空间，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和前提; 而

文化又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也即是说，文化符号学

乃是以环境界为基础、以符号域为对象的意义生产交流之学; “自然”基本

上是符号性质的，是生命体符号化的结果，如有机体构成的现象世界———
环境界，自然符号学包括研究生命系统的生物符号学，这一命题拓展了符

号学的领域。总体来说，自然符号学希望建立一种关爱自然的方式，使自

然如其所是。这是因为自然常是语言符号模塑的非零度自然，这就涉及到

自然与文化关系的生态符号学，处理的是人类及其自然环境，或者说人类

在生态系统中的符号过程。所有这些，人类必须有责任担当，也即是伦理

符号学视域。其关系如图( 2) 所示。
相较于西方伦理符号思想传统中关爱生命这一主题，中国传统自然符

号思想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对话关系，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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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化符号学方面，注重符号表意行为中的诚信原则、价值评判、意义阐发，一

方面用伦理符号系统来规约人的表意行为，另一方面用伦理思想对已发生

的符号行为进行评判，对其意义进行阐发，形成圆形的意义生产流动机制。
从符号表意行为的发生到后期评判阐发等整个过程中，符号表意的伦理精

神贯穿始终。中国的伦理符号传统关注面较之西方更为全面完整，对社会

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其次是提出适宜于中国先秦文化典籍的伦理符号学分类机制，即以改

进过的乌克斯库尔环境界理论的功能圈模式为基准，以语言对自然的持续

模塑来考察先秦贤哲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主体和对象如何经由

感知世界( merkwelt) 和行动世界( wirkwelt) 进行关联; 以语言文化对人类

表意行为的影响，来考察先哲是如何用符号系统来对社会文化进行规范调

整，以及对符号过程进行的反思。
第三是结合先秦易学、儒家、道家等的文献典籍，从伦理符号学角度具

体考察中华优秀文化原典中蕴藏的自然符号学思想，并引入蒂莫·马伦

( Timo Maran) 的自然文本( nature-text) 概念，分析人对自然的书写及其中

包蕴的自然和文化的意义关系。如《周易》中“拟物取象”对自然的模塑映

现出来的建构“世界”的方法，儒家以“仁”为出发点对自然的观照，《老子》
中对“天地”“万物”等自然界的反思而获取的智慧并作用于人类社会，《吕

氏春秋》是如何用阴阳五行拟配 12 个月，并以此来建构自然社会人伦秩

序，通过对语言秩序的控制达到对社会秩序的控制。人类居住在以符号关

系为基础的意义世界里，也即“环境界”，这是以生命体为中心形成的世

界，同时又是已知的模塑的符号世界，人与自然的对话正是通过符号进行

的。从哲学上来看，对话的空间并非先在的，而是在对话的过程中被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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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唯有如此才能去掉人类中心论，进而与自然和平共处。
第四是结合先秦易学、儒家、道家、名家、墨家以及法家等的文献典籍，

从伦理符号学角度具体考察中华优秀文化原典中蕴藏的文化符号学思想。
如《周易》由阴阳二爻逐渐生发出来的尊卑等级观念，儒家文献典籍中保

存的道德规约体系，以及对表意行为的反思机制，道家崇尚“自然”“无为”
的观念，名家、法家对信息交流中诚信原则的肯定，墨家兼爱思想试图对社

会秩序的调控等，所有这些，其实考察的都是用于描述作为符号系统的人、
文本和文化，以及它们在共有的符号空间中相互交织的模型，也即是洛特

曼所言的所有符号过程———符号域。符号域被认为是意义的生成空间，文

化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域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

结果。人作为不断追求意义的动物，作为个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并制

造、寻找意义，必须在他者的视域下反思自己、调适自己、建构自己。正是

在这一视域下，中国传统符号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制动价值才会凸显。
最后，从伦理符号学角度总结中国先秦文献中蕴藏的优秀符号思想，

推进其现代转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源泉。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163－164) 。

三、现实关怀与理论对话的意义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而言，伦理符号学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批判反思

和调适。李幼蒸曾经指出:“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比价值和信仰的

问题更需要符号学知识的了，价值和信仰的混乱依旧是人类灾难频生的主

因”( 754) 。而伦理符号学的学术旨趣则正在于回归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

论维度，去分析、评判、反思人类的符号活动，以此来规范人类的活动行为，

而不至于为所欲为。而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一直甚嚣尘上，比如人

定胜天，征服自然，人类的生存发展成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而这些在伦

理符号学的视域下必须改写。如保罗·科布利所言:“人类中心主义与意

志有密切的关系，它将人类视作地球上的主导者; 而伦理符号学将人类置

于与他共同生存的群体符号域中( 当然也包括与之相邻的生物圈) ，因此

必须对不受限制的意志保持戒心”( 2016: 274) 。因为伦理符号学的理论

起点即人是所有生命体的符号活动中唯一能够意识到其是使用符号的，他

有义务观照所有的生命体，并为生命的发展担负伦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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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型期的中国文化现状而言，伦理符号学对秩序失衡之际的文化是

一种调整和规范。当今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之下，面临

着文化转型与价值重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即

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降低问题，以及经济上升而幸福指

数与满意度的下滑问题。当代社会符号泛滥以及由此引发的意义危机，被

赵毅衡总结为“符号危机”( 361) 。符号危机不同于窄幅文化的前现代社

会，而是选择多元、意义泛滥背景下的危机，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等作为多元

中的一极，不再是文化意义的元语言。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等现象的背后，

折射出的正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意义缺失的现状，因为某种符号大量出

现，其实是社会严重缺少某种意义的体现，意义的缺失正是符号挤压之下

造成人的空虚失落的根本原因。而先秦文献典籍之中，其实也不乏启示，

如《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强调的是“习”，所谓“习”即是练习实践，将

符号意义落实到人伦实践之中，在实践中找寻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真实

意义。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曾经指出，人的幸福在于保持自我的存在，德

性的基础即在于努力保持人的自我的存在( Spinoza 201) 。而人的自我存

在即是人的真实存在，是身份与自我的合一，否定两者之间的分裂。但是，

现代社会人们不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的身份与自我的分裂，形成自

我的危机。如赵毅衡言:“现代文化的各种表意活动，要求的身份变化，过

多也过于复杂。由此，身份非但不能帮助构建稳定的自我，相反，把自我抛

入焦虑之中”( 345) 。现代社会交际面扩大，人们身份不断增多、面向过多

造成身份与自我的不对等，形成压力，当代人的精神分裂和自我危机是造

成社会问题的一大渊薮。而道家传统中的去奢入简、见素抱朴，能在简单

素朴中找回自我，释放压力，这也是道家对伦理符号学的一大贡献。庄子

注意调整身份与自我的关系，达到艺术性平衡，也值得思考。如果这些传

统思想的有益因子能够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势必会改善当代人生存的困

境，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而幸福感其实就属于伦理符号学论域，如谭光辉所言，幸福感是主体

对符号自我意义的确认，并在这 种 确 认 之 中 获 得 一 种 满 足 感、成 就 感

( 29) 。然而现代社会变动不居，让人难以确认自我的意义，自我的危机正

是当代人幸福指数下降的关键问题。先秦诸子典籍中，其实已经或多或少

地涉及到符号自我的确认问题。如孔子强调通过反躬自省，在急剧变化的

社会环境中完善自我的人格道德，进而以德求福，孔颜乐处就是这种观念

的体现; 道家的老子追求无名之朴，自我意义的获得不是外在的虚名俗例，

而是“道法自然”，“自然强调生存个体或行动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动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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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 刘笑敢 239) ，也就是说，在个体生命的发展之中，各种身份的表

意行为应该以满足符号自我的内在需求为准，这一点在《庄子》中则表现

得更为明显。
所有这些，其实就是意义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处于转型突变状态，文

化转型也由此而来，但是传统道德价值尺度依然对社会活动与个体行为起

着重要的规范阐释作用，显然传统伦理思想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也有其消

极落后的部分，对道德元语言的调制势在必行。如佩特丽莉所言，符号的

动物不仅具有符号的能力，而且具有符号的符号能力，因此是一个负责任

的行为者，具有对整个星球上的符号活动进行相关的调适、反映、意识的能

力( 16－17) 。而其中，首先是人类对符号活动负有责任，即伦理的责任，其

次是符号伦理对人类活动的规范责任与评判责任，也即符号活动发生之前

的规范责任和符号活动之后的评判责任、反思责任。
而从学术思想理论方面而言，则是试图将先秦文献典籍置于“整体符

号学”的背景之下，结合当今中国文化语境之下伦理道德缺失的实际情况，

用伦理符号学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的自然符号与文化符号学思想，积极与

国际伦理符号学研究对话，促进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的现代转型; 并

结合国外符号学界正在兴起的伦理符号学中“关爱生命”这一主题，以及

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中一直以来关注人类生存发展，并为之提供合适且稳定

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规约的人文关怀传统，建构中国特色的伦理符号学。进

而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中国传统伦理符号思想史，促进中西不同伦理文化

之间的交流对话; 对中国自然符号思想的梳理，有利于处在工业、信息时代

的人们重新反观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文化符号思想的检视，有助于规范人

的表意，缓解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焦虑感。
总之，先秦典籍的伦理符号思想研究，无论是从符号泛滥意义缺失的

现代性危机角度而言，还是从理论对话与文化思想交流的角度来说，都具

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去探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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