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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附加情感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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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表达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意义行为，有不同于语义文本的编码方式。将情感视为文本的附加

编码，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情感文本作为主导文本。文本可以通过植入情感意向性的方式把解释引向情感，从

而使情感叙述成为主导文本。在情感主导文本中，情感就是意义，而不是意味。表情、语音、肢体语言等都是

情感主导文本，但随着书写文本的出现，这些媒介逐渐淡出。书写文本只能片面地表达情感，但也可以创造

新情感，使人类的情感和表达方式都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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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表达: 叙述文本还是附加编码?

情感总是由叙述引起的，情感是心灵对叙述进

行判断的结果和反应①。情感判断可以分解成对叙

述的主体、客体、连接三者的判断，三种判断的不同

组合形成复杂的情感类型②。情感以及引发情感的

叙述，都有一定的编码规则和解码规则，情感就是对

不同叙述的解码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灵反应。既然情

感叙述是按一定规则编码和解码的，那么情感叙述

是否存在附加编码? 如果存在附加编码，那么情感

叙述的附加编码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 要讨论

清楚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编码与解码之间的关

系，或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而要说清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说清楚“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
意义( meaning) 这个概念极其复杂，原因主要是

意义这个词被使用于太多场合，它的所指太过丰富。
在不同的场合，由于所论对象不同，意义的指示方向

也就不相同。如果讨论的是“人生”的意义，则意义

被理解为人之所以要完成一个有时间向度的生命之

目的; 如果讨论某物存在的意义，则意义被理解为该

物之存在对于其他物的作用或价值; 如果讨论某个

词语的意义，则意义被理解为该语词符号的所指; 如

果讨论某个故事的意义，则意义被理解为该故事可

以给人什么样的启发或认知。意义到底是什么，取

决于我们意识到的对象之尚未明朗部分是什么。尚

未明朗部分对意识之意向性的引力，决定了意向的

指向，也就决定了意义的指向。
这里所说的“尚未明朗部分”是意识注意到的

尚未明朗部分，与已经明朗的部分之间形成“认知

差”。赵毅衡认为“造成意义流动的根本原因是认

知差”，“面对事物时，自觉到有认知差，需要获得意

义来填补，是主体拥有意识而存在于世的最根本特

征”［1］。即，只有当意识自觉到有尚未明朗的部分

而又产生了将其明朗化的需要时，意识才会感知到

存在认知差，才会产生获意的冲动，进而将未明朗部

分定义为“意义”。迈克尔·斯坦福( Michael Stan-
ford) 认为:“凡有机的、丰富的、积极的东西，就使我

们觉得有意义; 从另一方面来说，凡是抑郁的、令人

沮丧的、否定的东西，我们就觉得没有意义。”［2］( P249)

究其原因，可能正是意识不愿意将获意需要指向负

面，情感在获意过程中扮演了守门人的角色。然而

情感本身也是一种意义，所以情感获意就存在一个



循环的圈层。情感之所以是叙述的一种意义，是因

为情感是意识未明朗的部分，只有当情感叙述发生

之后，情感才能产生。
一个叙述的意义可以是无限丰富的。它最终被

解释为何种意义，取决于解释者的意向性。情感意

向性是获得情感体验和情感意义的必要前提。对接

受者而言，情感意向性的产生是自由的，不完全受控

于传达者的意图。但是传达者仍然可以将情感信息

通过编码植入叙述之中，当接受者感知到传达者这

种意图的时候，就会生成情感意向性，从而获得情感

体验。
将情感意向性植入情感叙述的方式有多种。第

一种直接有效的方式是运用特定体裁。运用某种体

裁，就是将文本纳入某种解释的程式，也就相当于植

入了某种解释期待。运用那些情感性强的体裁，就

能有效地赋予文本情感意向性。比如一旦运用诗歌

体裁，接受者就很自然地认为包含于其中的内容是

有情感性的，就会按照情感解释的方式解释从而获

得情感。即使没有运用诗歌体裁，如果其表达方式

符合诗歌的特征，或让人感到有诗性，也容易按照情

感叙述被解释。反之，如果运用科学论文的体裁，就

不太会使人感到有情感性。各种不同的体裁包含的

情感意向性不同，具体有何种不同，取决于解释社群

的文化约定。值得注意的是，体裁有全局性文本体

裁和局部性文本体裁之分。有些科学论文可以写得

声情并茂，有些文学作品可以像道德说教那样写得

索然无味，都是局部采用了别的体裁。
植入情感意向性的第二种有效方式是选择使用

带倾向性的词汇。根据索绪尔理论，任何语言表达

都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即组合轴和聚合

轴。任何句子都不是只有词与词的组合，而是这些

词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从一个可选词汇库( 聚合轴)

中选择出来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性的表达，也

就是暗含了情感表达。如果语境设定了一些解释社

群认可的中性表达方式，那么凡是偏离了这些中性

表达方式的选择，都将被接受者认为隐含了表达者

的态度和情感，因而就会被接受者认为其中隐含了

情感意向性。
植入情感意向性的第三种有效方式是在表达过

程中直接通过表情、语调、肢体等身体情感因素表

达。不论语言内部如何植入情感，不同的外在身体

因素都可以更直接地改变其情感内容。比起语言内

部植入的情感而言，身体性因素更直接、更可靠、更
准确，其内植的情感意向性也更有效。或者说，任何

面对面的交流都已经包含了情感意向性在内，所以

任何面对面的交流都已经植入了情感意向性。由于

这个原因，了解一个人情感状态的最佳方式就是面

对面交流。还有一些情感表达方式，其实也是意向

性植入的方式，下文将会谈到。
文本情感意向性的有无决定了接受者是否应该

将解释的重心放在情感方面，而不能决定具体植入

了哪一种情感。一个主要为表达情感而存在的文本

会将情感编码放在首位，尽可能选用情感文本体裁，

选择带强烈倾向性的词汇，最好直接面对接受者。
比如表达愤怒的情感，最好当面发怒以让对方听到

愤怒的声音和看到愤怒的表情、选择能够有效表达

愤怒的词汇( 比如具有攻击性的词汇) 、运用表达愤

怒的体裁( 比如用脏话骂人或诗歌) 。另一方面，任

何以情感表达为主的文本，并非只表达情感，只不过

情感意向性将接受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情感解释，文

本的其他解释暂时被淡化而已。由此可知，任何表

达情感的文本，必然有附加编码和附加信息，只不过

这些附加信息暂时被情感意向性遮蔽。任何表达实

际意义的文本，都有情感编码，只不过表达实际意义

的意向性过强，情感意向性被遮蔽，或为了突出实际

意义，文本采取中性( 零度) 情感编码。

二、意味和意义: 主导文本是哪一个?

马西莫·莱昂内( Massimo Leone) 将文本的意

义指向区分为意义( meaning) 和意味( significance) 。
他认为:“符号可能因为它的语义内容、语用功能或

两者都无法被解码而无意义，但一个符号不可能是

无意味的。”［3］( P12) 他认为，一个无意味的符号无论

在哪方面，都既不代表事物 ，也不指向对象，这也就

意味着: 它不再是符号而是成了物。然而，如果已经

成了物，就不再是符号，也就谈不上有“意义”，更无

从对“意味”进行分析。简言之，莱昂内所说的意

味，就是文本常规语义内容之外的意义，或者说，是

除了已经探明的意义之外的那些意义可能性。意味

是那些我们觉得有意义，但又无法说清楚表达该意

义的文本在哪里的“言外之意”。
莱昂内的这个区分，并不说明意味和意义有一

个本质的区别，而是说明文本并非只携带语义范围

之内的意义。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社群达成共识

的清晰语义范围之内时，就会得到一个清晰的意义，

而与这个意义相对应的文本，就是关于语义的文本

或语用的文本。但是文本也可以携带其他信息，这

些信息可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语义，而是因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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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差别而产生的具有差别的意义，或者因接受

者的注意方向不同而解码的不同意义，这就是意味。
意味也是意义，只不过与它对应的文本，虽然从形式

上看还是先前那个文本，却把注意力导向了其他方

向，接受者看到的其实已经是另一个文本。如果这

个非语义或语用的解码方向成为一种共识，则该解

码方向的文本成为主导文本，语义和语用文本反而

成了附加编码文本。
比如一首诗，当对其字面意义、诗意等文字编码

信息的解释成为主导时，接受者得到的是诗歌文本

的意义，其他解释成为附加编码意义。如果将其写

成书法作品放进展览馆，则接受者的注意力被引向

书法文本，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反而不再重要，诗歌

内容成了书法作品的附加编码。对书法家内部人士

而言，书法技巧传达的精气神才是意义，其他信息是

意味。如果某演说家在演讲过程中引用了这首诗，

纯粹是为了炫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都不懂得也

不在意这首诗到底说了什么，那么对大家而言，主导

解释的文本就是关于这位演说家学识和才能的文

本，这首诗的内容也是很次要的附加信息。就像

《围城》中讽刺的那个说话喜欢夹带英文词的张吉

民，他使用的英文词并非中文不能表达，而是像牙缝

里的肉屑，除了显示吃得好，没有其他作用。在张吉

民的话语文本中，这些英文词本身的意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会说英文词，所以张吉民话语文本中的

英文词语义指向的文本并非主导文本，主导文本是

“我会说英文词”这个意义所指向的“张吉民先生的

话语文本构成”这个文本。所以，并非文本决定意

义，而是意义指向决定哪个文本被看到。
对于绝大多数文本而言，特别是对文字文本而

言，情感和风格这些意义都不在内容之中，而在内容

之外，所以它们不是文本意义，而是附加编码，是意

味。之所以如此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情感和风格的

理解，更依赖接受者的经验，随经验的不同而变化。
比如对《再别康桥》这首诗所表达情感的理解，就有

很多不同的解释。很多人都认为《再别康桥》表达

的是对康桥无比留恋和依依惜别的感情，还洋溢着

淡淡的忧郁和伤感③。这样的认识遍布于大学、中

学教材的分析之中，这可能源于诗歌字面的浅层意

义和部分早期学者的文本分析，理解起来也很容易。
随着这种解释的不断重复，以这种方式分析出来的

情感，已然被理解为这首诗的意义。然而，对这首诗

的情感分析并未止步，很多人对这样的解释并不满

足，现在每年仍然有数十篇研究文章发表。这就说

明，这首诗的情感并不局限于这些“意义”，而是大

家都觉得还有些“意味”。比如笔者就曾对此问题

展开过讨论，用细读法重新分析，认为该诗表达的并

非伤感与离愁，而是对理想的坚持与执着④。这个

例子说明，虽然诗歌是情感指向性最强的文本类型

之一，但是其情感意义仍然难于被准确传达与解码。
这可能源于诗歌表达技巧的需要，诗人有意让情感

表达含蓄，目的正是要让诗歌更有“意味”，因此也

就故意不把情感编码的文本作为主导文本，而是让

情感隐藏于字里行间，成为一种附加的编码。那么

是否 存 在 以 情 感 编 码 为 主 导 的 文 本 呢? 笔 者 认

为有。

三、情感编码主导的文本:

文本形态的多种可能

情感编码主导的文本是不论发送者还是接受者

都将注意力集中于情感发送和解释的文本，其情感

意向性的强弱，取决于植入该文本的情感意向性。
下面讨论几种情感意向性很强的文本形态。

情感意向性最强的文本是表情。表情是一种人

类不需通过学习就能准确运用和理解的文本形态，

它的指向性也极其明显。所谓表情，从中文的字面

看就是“表达”和“情感”的组合，除了表达情感之

外，似乎其他用途多被遮蔽。人的自然表情极其复

杂，能够准确传达各种复杂的情感，远比语言文字能

够表达的情感丰富。表情本身不是叙述，而是叙述

的结果在身体上的反应。但是作为传达情感的符

号，它却是最有效的。因为表情传达情感的指向性

和准确性特征，现代年轻人网络聊天很喜欢用图片

类表情来代替语言交流，并衍生出海峡两岸表情大

战等年轻文化交流事件⑤。人的自然表情及其衍生

品表情包、表情符号、有表情的图片，乃至描述表情

的语言词汇等等，其意义都直接指向情感，除了表达

情感之外，其他用途多被遮蔽。然而这也并不意味

着表情就没有其他意义指向，比如医生可以通过表

情查看面部肌肉的功能，刑侦人员可以通过表情识

别破译谎言。医生和刑侦人员观察表情的意向性不

是接收情感，而是另有目的，表情因而也可以具有其

他意义。
另一种情感意向性很强的文本是语音文本。虽

然语音中的语义本身也可以是情感，但这里所说的

语音文本并不是指那个语义文本，而是指语音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音也是一种特殊的表情，只不过

它不是通过视觉渠道传递，而是通过听觉渠道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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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甚至直接把“情绪性的言语、声调、语音、节

奏、速度等的表现称为言语表情”［4］( P30)。与语音相

似的情感符号还包括音乐、声响等其他听觉文本。
声音的旋律、节奏、速度、强弱都可以很有效地表达

情感。把哀乐的速度加快就会变成欢快的音乐，反

之亦然。18 世纪的 Friedrich Marburg 做了一个音乐

情绪状态的分类，概括了不同情绪的音乐表达方式。
表达特定情感的音乐，大概正是对人类处于该类情

感时语音的模仿的抽象，所以“语音的变化规律也

完全与音乐表现情感的运动规律相一致”，“有些音

乐作品就是根据语言的音调变化 ，加以夸张变形而

成的”［5］( P77)。通过研究人在不同情感状态下的语

音特征，就可以有效归纳、描述、识别人的情感特征，

比如喜悦时声调上扬，抑扬顿挫吐字流畅; 愤怒时语

音颤抖，吐字急促; 悲哀时语音低沉，缓慢无力⑥。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各国开始重视情感信息处

理技术研究，在情感的语音特征识别方面取得了许

多研究成果⑦。对语音的情感信息处理，面对的文

本跟语义无关。
除了上述两种文本，这一概念还可进一步延伸

到体态、姿势、动作等其他“身体语言”。有一种理

论认为，表情和语音都是身体语言的一部分，身体语

言的其余部分可称为“肢体语言”。在人类还没有

口头语言的时候，几乎都是靠身体语言来交流的。
口头语言产生之后，身体语言依然非常重要，有人认

为日常信息传递有 80% 是通过身体语言完成的⑧。
图塞( Philippe Turchet) 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

是口头语言还没有丰富到能一下子取代身体语言的

程度，二是身体语言与口头语言有着关联，三是口头

语言沟通离不开身体语言，身体语言能使我们与对

方保持一致⑨。并非所有身体语言都是以表达情感

为中心的，而是说身体语言比口头语言具有更强的

情感意向性，或身体语言中的情感更容易被解读。
根据情感意向性的强弱排序，三类文本依次是面部

表情、语音、肢体语言。在口头语言时期，没有语言

是离开这三者而单独存在的，因此口语并不能被单

独抽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本。语言起初是这三者表

达不足时的补充。随着口头语言的发展和丰富，它

能够表达越来越复杂的内容，身体语言反而逐渐成

了辅助和补充。直到有一天，口头语言可以脱离面

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单独完成之前必须靠这二者才

能完成的表达。口头语言是语义文本( 言语) 和语

音文本( 声音) 的结合，语义文本完成意义传达的工

作，语音文本完成情感传达的工作。

就微妙的情感交流而言，心理学家认为“言语

的意义比不上声音，而声音的意义比不上肢体语

言”［6］( P20) ，因为人的身体不会撒谎，而言语是最可

能撒谎的。这个判断也正好符合情感意向性的强弱

排序，亦符合它们与情感文本脱离的顺序。越早脱

离的，越是与情感具有直接相关性。最后一个脱离

的强情感编码文本是语音文本，这发生在书写文本

产生之后。
书写文本可以记录下表达意义的那个语义文

本，却不能详细记录下表达情感的那个语音文本。
原因可能是语音文本表意的规律过于复杂，其变化

过于微妙，书写的变化不能处理如此复杂的信息和

庞大的系统，试想如何记录语速快慢、停顿、重音、语
气强弱变化等复杂信息? 如何让一个人的语音被详

尽地记录并转化为声音感知，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

的问题。我们看一看语音分析中的音波分析图就会

明白，首先是记录困难，其次是阅读困难，不借助现

代分析工具几乎难以完成。因此，一个书写文本实

际上已经省略了这个表达的很多情感成分，接受者

面对这个书写文本的时候会自动按自己的理解补充

语音文本的意义，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种“意味”。
意义相对固定，而意味则各不相同。

通过语音进行情感意味的分析，还不仅仅是语

音记录和阅读的问题，其中还包括语境问题。语音

之所以可以记录情感，是因为人在某种情感状态下，

发声的肌肉会发生某种程度的紧张，造成声音的某

种变化。人类善于通过经验感知语音变化背后的情

感状态。同时，跟语义分析要考虑语境一样，语音分

析也需要考虑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变化规律

很可能并不相同。语音可以伪装，表演可以模仿，模

仿出来的语音，不一定能够真实反映说话人的内心

活动和真实情感状态。所以，通过语音分析情感仍

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仅仅借助书面语言，是无

法完全记录准确的。不过，现代语音分析技术已经

相当发达，可以处理极其复杂的语音情感信息，“大

脑活动的每一个‘事件’都会通过语言流反映出

来”，可以通过语音分析各种不同的压力类型、认知

过程和情感反应，“创建个人在某一时刻的谈话的

‘情感签名’”［7］( P140)。当然，一些更简单的信息也

会同时被语音记录下来: “言语能传达完全独立于

词的 意 义 的 信 息: 说 话 者 的 身 份、性 别 和 年 龄 线

索。”［8］( P374) 简言之，书写语言是对口头语言的片面

化记录，其中包含的情感信息已经很弱，人类只能通

过语境还原的方式加以想象，从而分析出其中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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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情感。
书面语言记录的情感信息是通过特殊处理之后

的情感信息，其记录的情感信息十分有限。上文说

到的选择体裁和有倾向性的词汇这两种情感植入方

式，都是书面语言记录和处理情感的方式，口头语言

虽然也可运用，但并不是最主要的。书面语言只能

用体裁、选词、不同句式、不同标点、创设不同语境等

方式来记录情感，但记录并不准确，因而也就给解释

留下了空间，反而更多“意味”。
由此可知，意义和意味，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

系，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对于书面语言而言，意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指语言的语义，而附加于其上

的有关说话者情感、身份、性别、年龄、风格等需要推

测才可知的间接信息，被视为意味。对于口头语言

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每一种信息都有可能成为主

导文本，这取决于说话者或听话者的偏重目的。比

如一个听话者的主要目的是“察颜观色”，那么说话

人说了什么话对他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说话人说话

时的语气、态度、用词、表情等这些信息才是最重要

的。对听话人而言，他面对的主导文本不是语义所

在的那个文本，而是以上各种信息所在的那个更大

的文本。所谓“听话听音”，就是说语音文本是主导

文本，语义文本反而不太重要。

四、书面语言的情感编码途径

虽然书写文本主要记录语义，但是它仍然能够

记录丰富的情感信息，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

表达者可以想很多办法把情感记录下来，第二是读

者可以把自己理解的情感附加到文本上去。
记录情感的方法还是很多的。除了上文所讲的

体裁和选词可以植入情感意向性，书写文本还可以

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记录情感。第一种是直接使用情

感词汇。各种语言中的情感词汇数量不一，有多有

少。有学者整理了汉语中的情感词汇，多达3 978
个，而这些情感词又是由1 509个词、短语和熟语组

成。后经过整理，删去音节、构词方式、词性、级差、
极性、解释方式等因素相同的，最终还剩 885 个。有

学者收集整理英语情感单词有 558 个，菲律宾语的

情感形容词则达2 991个⑩。其他语言中的情感词汇

数量各不相同。直接使用情感词汇，基本上能够满

足大多数情况下的需要。然而人类情感实在是过于

细腻过于复杂，情感词汇并不足以把这些情感状态

一一对应地记录完整，各种语言情感词数量不等就

足以证明。而且情感词过多又会增加理解上的困

难，所以还需要一些另外的表达手段作补充。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语气词、副词、情态词、语序、

句式等各种不同手段来完成。这些不同的方式也是

通过选择才加以使用的方式。选用该种表达而非另

外的表达，可以让读者反推做出该选择的意图，从而

推测出说话人的情感。语气词、副词、情态词等选

择，可以辅助性地还原语音特点和说话人的表情和

语气等特征，从而再推测出其情感状态。语序和句

式选用，也可以让读者反推说话人选择该语序和句

式的目的，从而推测出其情感状态。但是，语气词等

词汇毕竟有限，只能将语气、语调、情态等进行粗略

的分类，而不同的语序和句式也只能了解情感的大

概情况，并不能极其准确地将语音情况进行还原式

的记录，所以这些也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
第三种方式是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段和风格特

征。修辞一方面可以使表达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

也可以因选择不同的修辞而传达出特定的情感信

息。修辞的其中一个目的，正是为了达到特定的情

感效果，从而使人印象深刻，达到说服的目的。比如

双关修辞，往往是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让人产生喜

感而印象深刻。新奇的比喻能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

的惊奇感，还可给人带来一种阅读的快感，从而增强

说服力。语言风格是一种表达的习惯瑏瑡，该习惯透

露出说话人的某种心态或情绪，根据语言风格的变

化，可以反推说话人情感的微妙变化。
第四种方式是创设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中，语

言表达的含义很不相同，原因是读者可以推测在某

种环境中人物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情感。这可能是运

用了人类的“同理心”和“同情心”。根据阿德勒

( Ｒonald B． Adler) 等人的观点，同情心表示你用自

己的观点来看别人的困境进而产生悲悯之心; 同理

心指你用对方的观点设身处地地思考他的处境进而

感同身受瑏瑢。当语境被创设之后，人既会运用同理

心站在人物的角度看问题，也会用同情心看待别人

的处境，综合运用这两种心理，就能够有效地体会非

己的情绪和想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是我

们了解他人之心的一个必要前提。有了同理心，则

创设一定的语境，读者就可以推知人物处于该境况

之下的情感状态; 有了同情心，则读者就可以因人物

的情感状态而生相似之情感。通过创设情境，可以

更准确、更细腻地传达情感，而且不需要一个特定的

情感词语去概括。但是，通过创设情境传达的情感，

可能因读者经验的不同和视角的不同而产生较大的

差异，导致表情达意不尽精确。然而正是这样，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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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方式成为文学作品表达情感的首选。文学作品

并不追求情感表达的精确，而是追求解释层出不穷

的“意味”，这种不精确的表达方式留下了广阔的解

释空间，令人回味无穷，反而使作品经久不衰。
上述四种方式是书面语言表达情感的常用方

式，几者交错使用，往往能够达到很好的情感表达效

果。尽管如此，书面语言仍然不能完全准确地记录

情感状态，书面记录的情感需要进一步依靠语音、音
乐、表情、肢体语言等手段加以演绎，而演讲者也会

掺入自己的情感理解，形成不同的情感文本。这就

说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表演等是不同的情感文

本。《诗·大序》非常形象地解释了不同情感文本

表达情感的强弱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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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手之

舞之，足 之 蹈 之 也。情 发 于 声; 声 成 文 谓 之

音。”［9］( P1)“音”( 文字文本) 是最后所成的东西，来

源是“声”( 语音文本) ，“声”是因“情”( 情感) 而发

的。“声”就是“言”，“言”( 言语中的语义文本) 不

足以表达清楚情感，需要“嗟叹”( 纯语音文本) 来补

充。“嗟叹”还不足以表达清楚的，就需要加上“永

歌”( 音乐、对语音文本的强化) ，“永歌”还不能表达

清楚的，就需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肢体语言) 。
肢体语言包括表情在内，所以表情、肢体语言是最能

表达情感的文本。我们可以轻易发现，情感表达有

个层级。上述过程越往后走，情感表达越直接，情感

意向性越强，其文本所包括的范围也越大。情感表

达有不同的文本，而文本可以随着媒介的增加而扩

展。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表情、语音、肢体语言

等身体性文本是不完全受大脑意识控制的，人在某

种情感状态下身体必然发生某种反应，所以能够比

语义文本更直接地呈现情感; 接受者由于模仿本能

而发生相应的身体反应，就能体会到发送者的情感

状态。书写文本不能让接受者直接感知发送者的身

体反应，需要对情境加以还原从而使情感成为附加

解释。
读者的情感附加，是指读者在理解书面文本时

对其进行二次化叙述，将自己所理解的情感进行语

音还原、身体语言还原等思维操作，从而认为该书面

文本具有情感。我们常有这样的经验: 当我们在阅

读文字文本的时候，大脑最终接受的并非文字视觉

信息，而是经过转换而成的语音听觉信息，静静的阅

读其实是在“默念”，仿佛我们在听叙述者“讲”故

事，而不是在“看”故事，似乎只有“念”出来，才能准

确理解文字的意义一样。在情到深处，很多人都会

“忍不住”念出声来，甚至或哭或笑，都是“情不自

禁”之后的表现。这就说明，强烈的情感总是要有

声音或身体表现来跟随。在身体表现方面，听觉比

视觉的情感表现力和接受力更强更直接。读者的这

一系列声音或身体还原，可以将文字情感化，使文字

文本带上情感信息。文字文本的表达者和接受者通

过视觉媒介交流，而完成的则是听觉媒介的体验，这

个过程中的复杂转换，使文字文本的情感接受产生

误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语义文本也有积极的作用。书面语言和口头语

言不仅可以传达情感，而且可以创造情感。现代语

言学理论认为，人类不是具有了某种情感，才创造一

个词来表达，而是语言本身成为制造情感的手段。
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不是我们在创

造符号，而是符号在创造我们。我们丰富的情感类

型有很多都是被语言和各种不同的符号建构起来

的。这样理解很有道理。没有语言的时候，人类情

感单调简单，有几种满足生存需要的情感就可以了。
有了语言之后，不断创造词汇和表达方式传达复杂

的情感，让更多的人具有了更丰富的情感类型和情

感能力，产生更多的情感需要，情感也就渐趋细腻和

丰富。语言、叙述，不仅仅是表达情感的工具，而且

也是创造情感的工具。由语言创造的更丰富的情感

表达已经超越了语音、表情、肢体语言表达的范围，

因而也就非语言不能传达。比如语言中的幽默感，

单纯的语音无法表达，表情只能简单地以笑来回应，

肢体语言更无法传递，非得由语义文本来呈现。因

此，书面文本并不是只将情感表达片面化，而是可以

使人类的情感及其表达都更为丰富。

从某个角度看，情感是人需要获得的一种重要

意义，该意义对于人类自我保护极其重要，因而表达

情感是人的一种重要意义行为。情感主要由叙述引

发，然而传达情感的文本却有多种。情感意向性越

强的文本越容易将文本解释的意向性引向情感，给

文本植入情感意向性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体裁、选
词、表情、语音等等。由于情感意向性的植入，文本

的性质和媒介范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文本本身

也就发生了变化。通常所说的文本之意义，主要是

指语义文本的意义，而随着文本媒介的增加和目的

的变化，扩大后的文本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扩大

后的文本意义，并非仅仅文本的“意味”，而是新文

本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到底为何，取决于接受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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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主导文本是哪一个。表情、语音、肢体语言等都

是情感主导的文本，书写文本是对情感主导文本的

片面化。书写文本产生之后，创造了新的情感词汇

和表达方式，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反过来又创造了

新的情感体验，从而丰富了人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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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ditional Emotional Coding
TAN Guanghui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101，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expression is an important human behavior which conveys meaning，the coding method of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emantic text． Emotion is regarded as an additional coding of text because we do not
regard emotional text as the dominant text． Text can lead interpretation to emotion by embedding emotional inten-
tionality，thus making emotional narration the dominant text． In the text dominated by emotion，emotion is mean-
ing，not significance． Emotional expression，voice，body language etc． are all emotional dominant texts，but with
the emergence of written texts，these media gradually fade out． Writing text can only express emotions unilaterally，

but it can also create new emotions and enrich human emotions and expressions．
Key words: emotion semiotics; narratology; emotional narration; emotional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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