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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传统与社会伦理重建
———中国古代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的进路

祝 东 王小英

( 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伦理符号学并非以伦理为研究对象，而是符号学研究的一种视域，认为人类的

符号活动与生命活动同步，因此要求符号学回到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论维度，人类作为唯一

能够对符号活动进行反思的动物，必须担负起对生命的责任。现代意义的中国伦理符号学研

究虽然起步晚、发展迟缓，但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很早就对人类的符号行为进行了反思，他们的

学术思想中的确存在着丰富的关爱生命、注重人际规约的伦理符号学主张。系统发掘阐释中

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梳理中国的伦理符号学传统，其价值不仅在于促进中西学术对话交

流、丰富伦理符号学思想，更在于发挥其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制动作用，构建健康的社会发展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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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符号学即意义学”①，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晰的定义，因

为无论是意义的传递还是接收都需要用到符号，任何意义的传释必须借用符号才能实现，而意义即是“符号

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据以对符号的指涉进行编码和解释的一种既定秩序”②。人类的社会活动其实就是一

个不断制造意义、规范意义而又不断受意义规约的过程。意义常在指称、人际、真诚及系统等基本层面展开，

指称层面偏重科学与真理，人际层面偏重伦理与交互，真诚层面偏重自我与表达，系统层面包括文化与惯习

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关乎符号，人之所以为人也在于他能制造并使用符号，所以德国哲学家卡希尔认为，

“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③，其实这个对人的定义还不够完善，人之所以为人及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表

意活动，还要受到人类社会约定的道德伦理的制约，或者说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符号

表意活动，规范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秩序。这里就涉及本文所要讨论的伦理符号学问题。

一、符号学与伦理符号学

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表意的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初期。一般认为，其主要源头有二: 瑞士的语言学

家索绪尔创立的语言符号学模式，美国的逻辑学家皮尔斯创立的逻辑符号学模式，索绪尔与皮尔斯也被视作

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符号学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的自觉，也即符号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随即在英美及前苏联等国家拓展，向各个学科渗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方法论。

关于符号的定义，国内外学界迄今鲜有一致的观点。符号学开创者索绪尔曾经给符号下了一个定义:

“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④，索绪尔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符号进行定义，并认为语

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而且这个音响形象主要是声音的心理印迹，并建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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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另一开创者皮尔斯也曾经给符号下了

这样一个定义:“符号……在再现体( representamen) 形式上而言，即对某人来说，在某个方面或某个品格上代

表某一事物的东西。该符号在此人心中创造出一个同等的符号或一个发展了的符号。我将创造出的这个称

为该符号的解释项( interpretant) 。而该符号代表的事物，是其对象( object) 。”①也即是说，符号有一种能代表

某一事物的能力，当然这只是潜在的，这种能力被人感知才能看作是符号。这个关于符号的定义极具开放

性，但于中国人而言不太容易理解，如陈原就直接指出:“这个定义很拗口，有点玄———不过表达很多确定的

和不确定的语义。”②纵观国内外各种关于符号学的观点，笔者认为当代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关于符号的界

定比较精当且较易为人理解:“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 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

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③人类所有意义的传达解释

必然要借助于符号，符号学即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这一界定也适宜于对中国的传统伦理符号学作出合

理恰当的阐释，比如“使用符号的过程，也就是解释符号的过程”，当人们在用“义”这样一个符号来规范、评

判一个人或者社会群体的符号表意活动时，实际上也是对“义”这样一个符号的解释———什么是义( 义的内

涵) ，怎样做符合义，怎样做又是违背义( 义的外延) ? 当然这些问题在伦理符号学中将以更细致繁杂的方式

展现出来。

要谈伦理符号学，必须先对伦理学有一个基本了解。伦理学是人类的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其主要研究

对象为道德问题，其终极目的是求善。“伦理”一词，在中国文献典籍中，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乐者，通

伦理者也”④，大意是说，音乐是通于人情事理的，“伦”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辈也”，并且可以引申为同类

的辈分、顺序等⑤，其实也就是指人类之间的尊卑长幼等关系，也即是人伦，而“人伦”这个词早在《孟子·滕

文公上》中就曾出现过:“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⑥，大意是说夏商周三代之学校同名，其功用在于

教人明乎人伦，也即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⑦，从中可以看出所谓人伦即是

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人之间的人际道德关系，人伦即是人的意义是在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

“理”在《说文解字》的里面的解释是“治玉也”，并援引《战国策》所记，郑人谓未琢之玉为璞，理过也即剖析

琢磨过之后，才成为玉，因此，“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⑧。人伦物理必须经过推敲揣

摩，才可以领会，理即可引申为道理、规则等。由是可见，伦理即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规则。

汉语中的“道德”一词，从伦理学意义上合用始见于《荀子·劝学》:“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

道德之极”⑨，大意是说学习一定要达到《礼》所要求的标准才算是到了道德的顶点。道德在《现代汉语词

典》中解释为:“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人们的自律或通过一定的舆论对社会生活

起约束作用。”道德在西语中是 morality，意思是习俗或礼仪。综合起来看，道德在中外都是指人类行为的规

范准则，对这种规则的遵守应该是自我发自内心的遵守，道德偏重于个体的主观认同，而伦理则偏重于社会

团体的客观规范。“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瑏瑠伦理学通过对人类

道德现象的研究，寻找其行为背后的规律法则，从而使人类更加全面地认识自我行为，指导自我发展，为人类

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根本性指导。

关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沿革，蔡元培的总结颇为精当:“我国的伦理学，发轫于周季。其时儒墨道法，众

家并兴。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言始为我国唯一之伦理学。魏晋以还，佛教输入，哲学界颇受

影响，而不足以震撼伦理学。”瑏瑡中国古代伦理学说发端于周秦之际，此前殷商时期当然也会有道德现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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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还没有进行广泛系统的研究，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诸子百家并争，特别是儒、墨、道、法四家，研究亦

颇为深入，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影响亦最大，我们可以说先秦儒墨道法诸子的伦理学思想是中国传统伦

理学的渊薮，后来的伦理学都可在先秦诸子伦理学说这里找到渊源。汉魏之间，佛教东渐，但是也没有改变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不足以震撼伦理学”，而是改头换面，以适应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要求。即便是晚清民

国以来西学东渐，依然不能够改变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所谓新旧冲突云云，仅为伦理界至小变象，而与伦

理学说无与也。”①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把握住了先秦诸子伦理学思想，特别是儒墨道法四家的伦理学思

想，就基本上把握住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

“伦理符号学”( Semioethics，又译“符号伦理学”) 是一个新名词，与人种符号学一道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2003 年，苏珊·佩特丽莉与奥古斯都·庞奇奥重提“伦理符号学”这一术语，旨在恢复符号学对生命

的关爱，因为人的符号活动与生命是彼此交叠在一起的。② 在他们看来，伦理符号学的主要课题是在符号活

动与生命彼此交叠这种全球视野中“关爱生命”，在这一主旨之下，苏珊等人认为要复兴古代符号学( 症状

学) 致力于生命健康这一传统。显然苏珊的这种伦理符号学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实际，中国

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自发源起，就关爱生命，注重人际交流的伦理问题，如孔子的仁学说、孟子的性善说、义

利之辨等，西方的伦理符号学家们尽管在著作中一再提出“全球视野”，但他们的“伦理符号学”并未认真考

察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因此其局限性也很明显。

按照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实际，结合新起的伦理符号学“关爱生命”的研究思想，我们认为，中国传统伦

理符号学思想的研究，应该是综合中国传统伦理符号思想及当代伦理现状的一种通过伦理学视域对人类表

意活动的规范反思的学术活动，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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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对符号行为的批评反思。人的符号表意活动必须遵守一定社会中的道德规

范，一定社会内的道德规范必然影响到人的符号表意活动，人类的符号表意活动过程中受到的价值规约，传

统伦理思想观念在影响人们符号表意活动中的规律等，都是伦理符号学需要研究的内容。

二、伦理符号学研究回望与检视

现代符号学的兴起虽然是 20 世纪初的事情，但人类的表意活动由来已久。符号学思想及相关研究亦源

远流长，中国、希腊、印度的古代哲人都曾经对符号表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诚然，中国古代并没有一门与现

代符号学意义相当的符号学研究学科，但是先民用符号表达意义的活动从未中断，先哲对符号学涉及议题的

思辨、对人类符号行为的反思也源远流长，只是相对缺少理论与方法的自觉罢了。这一理论方法的自觉自然

责无旁贷地留给了当今有志于中国传统符号学研究的学者，尽管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反思亦是始于对西

方符号学的了解与思考。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盛于 90 年代及本世纪初，代表

性学者有李先焜、孙中原等。③ 但他们多是从符号逻辑角度切入，鲜有从文化伦理符号学角度切入的。

具体到伦理符号学思想而言，其实学界对其早有瞩目。赵元任 1926 年发表于《科学》的一篇题为《符号

学大纲》的文章，提出建设一个普遍符号学的设想，并认为里面应有关于“符号好坏的原则”，“改良不好的符

号，创造缺乏的符号”④，显然这都属于伦理符号学研究的内容，但是如卢德平言:“很少有人在此基础上做过

深入、系统的研讨。”⑤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伦理符号学研究一直处于悬置状态。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才有学者重新拾起这条研究脉络，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如李幼蒸对中国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发掘阐发，先

后著有《中国伦理学的原型结构》(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Ethical Archetype，法兰克福，1997) 、《仁学解释

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等。李幼蒸指出仁学与儒学的内容构成是不一样的，仁学侧重于人的价值信仰，儒

学偏重于政治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及社会功能，而李幼蒸则致力于一种普适性的人本主义伦理学重建。除

此之外，来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论著中也间或涉及传统伦理符号思想，如

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人民出版社，1992) ，谢谦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 四川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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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6) ，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三联书店，1996)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

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 三联书店，2002) 等，他们对中国古典礼乐文化、伦理精神的阐发多有创

见。笔者近年的几篇文章对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亦有初步的探寻，如《仪俗、政治与伦理: 儒家伦理符

号思想的发展及反思》一文对儒家礼乐文化符号思想进行了伦理反思①，《去符号化: 老子的伦理符号思想初

探》一文指出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文化现状，老子将其归结为过度符号化、符号滥用而产生的后果，并据此

提出回归“无名之朴”的主张，对人类表意活动具有极强的伦理反思意义。②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些初步的尝

试，这个领域还需要不断深入拓展。

在西方，现代伦理符号学研究是从人际交流意义传达开始的，如伦理哲学家罗斯( William David Ｒoss)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提出人际交流“诚信原则”，此后政治哲学家罗尔斯( John Ｒawls) 在名著《正义论》中借用

此原则，并且扩展成政治伦理学的“公平原则”。语言学家格赖斯( Herbert Paul Grice) 提出“合作原则”，要

求对话者“做出符合谈话方向的贡献”，因此必须遵循四个准则: “真实、足够、相关、清晰”。语用学家里奇

( Geoffrey N Leech) 提出“礼貌原则”( politeness principles) ，从语用上修正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进而提出六

条准则: 策略、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同情。③ 这些虽然主要涉及符号交际问题，但是也包含着对符号交流

的价值判断问题，也即属于伦理符号学研究领域。此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符号生机论”也对人类的

伦理符号问题进行了有效思辨。

如前文所言，正式提出伦理符号学学科命题的是意大利巴里大学符号学者庞齐奥与佩特丽莉教授，他们

合著有《打开边界的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等。佩特丽莉的《全球视野中的符号交叉路口: 伦理符号学和责

任》在这个领域推进较多，文中指出，全球化传播—生产的语境中，符号学必须担负起必要的责任，对体系中

的不和谐作出批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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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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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符号学家约翰·迪利也曾指出人类是唯一能够了解符号存在的动物，对自然的存在的思辨性把握也是

人类所独具的，他能够意识到运用符号会引起的一切后果，并且能够将控制力和行为的后果扩大到地球及更

广阔的领域，这些越发使人类意识到，“人类命运的符号学特点便是运用符号改善人类生活所涉及的一切方

面，因而这种改善开始于人类自己。”④人类不仅能够运用符号，而且是唯一具有反思符号的能力的动物，他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乃至整个生命体担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

综观国内外关于伦理符号学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尽管学界对伦理符号学研究早有关注，但发展甚缓，

作为术语的 Semioethics，在 2003 年才正式提出来，这门学科还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研究空白很多。前贤时

人的研究亦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在中国传统符号思想梳理中，伦理符号学角度观照不足。如李先焜、孙中原等学者对中国传统符

号思想的研究，多是从语言符号学、逻辑符号学角度观照，缺少文化伦理符号学角度的考察。

其二，既有的中国伦理符号学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如赵元任尽管很早提出探讨符号的好坏原则，

但是没有深入下去，学界对其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李幼蒸对仁学符号学的发掘可谓深入，但是只关注儒家

的理论学说，于道家、名墨、法家等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却缺少相应观照; 而对中国古代宗教伦理进行考

察的学者，其立足点是历史学的或者哲学的，缺少伦理符号学的观照。

其三，西方学者所谓“全球性”的伦理符号学研究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意大利的符号学家佩特丽莉

等的伦理符号学研究，尽管其直接理论支撑是西奥比克所倡导的“整体符号学”，但是这个“整体”命题中符

号思想的一大源头———中国符号学思想却是缺席的，他们将古希腊医学作为伦理符号学的理论根基，重提符

号学的前驱“症状学”( symptomatology) 。在他们看来，符号学一直是认知性的、描述性的，在意识形态上是持

中立态度的，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中一直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注人类生存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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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建系统的中国伦理符号学，不仅是对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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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弊病的救治，更是中西文化对话的新开端。

三、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之必须与可能

当代曾有诸多学者指出，我们的教育在传递知识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传递道德文化历史遗产等方面却

是失败的。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在不断的发展与传播之中，早已积淀为国人各种表意活动的内在准则，但是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有益因子并没有在当代得到很好传承。特别是现代社会以来，片

面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断突破道德底线的现象不断出现，信息社会中新媒体的负面效应凸显，沟通和交流缺乏

基本的安全感、信任感，传统伦理道德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瓦解，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数下降。而这些秩序

失衡的现象，“追根究底都是哲学的问题，因为不论在社会、经济或政治领域中所呈现的乱象，症结就在价值

观出了差错”①，为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解读中国传统文化遗产，重建伦理仪礼符号学系统，建构和谐的社会

文化体系，通过身份的自我确认，建立普通民众的身份意识与道德意识，不仅能有效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基本

信任感与道德责任感，也有利于人们获得幸福感，为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从现代伦理符号学理

论视角要求出发，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伦理符号思想，建构中国特色的伦理符号学文化传统，是当今中国伦理

符号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结合蔡元培先生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总结，我们认为，必须回归中国伦理符号学思想的源头，全面审

视儒、道、名、墨、法诸家的伦理符号学思想，阐发其蕴含的思想价值，在整理儒家伦理符号学思想的同时，兼

顾其他诸家的伦理符号学思想，如道家伦理符号学思想中关爱生命的主题，墨家兼爱论蕴含的伦理符号学思

想及其与儒家仁爱伦理符号学思想的异同等，以及法家伦理符号学思想中的义利思辨、民主与平等精神。结

合符号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伦理符号学研究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典籍中蕴含的符号思想，帮助建立当今

中国伦理符号学，发掘其中的菁华部分，完成中国优秀传统伦理符号思想的现代转型，将其与当下中国的日

常文化生活实践相结合，不仅在理论与历史思想层次上对伦理符号学进行挖掘研究，更注重其对当下现实的

切实指导意义，探索如何结合文化的正项和中项来建构秩序法则②，建立主流伦理道德规范，如何在重大道

德事件发生时引导舆论等。具体说来，大致可以有以下一些研究方向:

其一是对孔孟儒家伦理符号学思想中伦理秩序和道德规约的研讨。儒家符号学思想主要见存于《论

语》、《孟子》、《荀子》及“三礼”等文化典籍之中，关注的重点是伦理秩序及道德规约。儒家学说中的名实

论、礼仪符号、礼乐文化符号、忠恕思想学、性善说、孝悌观中都蕴含有丰富的符号伦理思想，研究它们在古代

社会人伦秩序建构中，如何通过内化或外化的方式产生影响，发挥规范作用，对破除当代社会中信息泛滥和

人际关系异化之负面影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其二是对老庄道家伦理符号学思想中的“无名”观进行阐发。道家以解构的立场去穿透符号本质及符

号系统对人的束缚，老、庄看轻各种人生追求，强调无为而无不为，从哲学高度洞悉了各类文化的“符号”本

质，这对破除当今符号崇拜、数字化崇拜具有指导意义。且老庄崇尚自然、主张“道法自然”、“道即自然”的

生态伦理思想，对建构公民的道德意识、道德责任感和敬畏感也具有启示意义。在科学技术至上的时代，道

德敬畏对人类各种表意活动的有效制约，促使人类反思各种符号活动，进而内化为表意活动的内在道德驱动

力，其无为思想能有利缓解现实人生中人们对自我意义的期待与焦虑问题。在这点上，道家伦理思想也足以

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展开对话，达成共识。

其三是研究名墨二家伦理学符号学思想中人伦规约观念的价值。名、墨两家的符号学思想主要残存于

《墨子》、《尹文子》、《邓析子》、《公孙龙子》等典籍之中，在其他诸子典籍中也残存着一些，如《庄子·天下

篇》等。墨家围绕着礼乐文化符号与儒家展开论辩，同时注重对符号理论的探讨，如“墨经”部分。名家符号

思想虽然主要从逻辑哲学的高度对名实关系进行思辨，但亦不乏伦理人生关怀。如墨家倡导“兼爱”对协调

人际冲突的意义问题，“贵义”观中的符号伦理思想与儒家“亲亲、尊尊”伦理思想的差异。墨家的义利观与

儒家义利观的不同，墨家的利他伦理观对如今社群关系的建立、消除极端自私自利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名

家邓析无厚伦理思想中蕴含的民本思想、平等思想对建构当今伦理符号学的贡献; 惠施“历物十事”，肯定了

意义的相对性，其中也蕴含着平等的价值观念; 公孙龙子的“循名责实”观对当今社会中职业道德败坏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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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作用，以及对建构身份与自我的协调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其四是探索法家伦理符号思想中以刑名法术来规范人伦、建立合适的交往原则的方式。法家伦理符号

思想见存于《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典籍之中，以《韩非子》为集大成者。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人性恶

的观点，认为趋利避害为人之本能，因此要规范人的符号表意活动，仅靠“礼”还不够，必须用外在暴力“法”

来维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刑名法术之学。因此应该先对法家的学术渊源流变及主要符号思想进

行梳理和理论阐释，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伦理符号学的观点出发，对法家义利观、诚信原则中蕴含的伦理符号

思想进行阐发。法家尽管继承的是荀子人性恶的思想学说，认为趋利逐名是人的本性，但同时注重诚信原

则，“商鞅变法”即是从重建信义开始的，韩非吸收了法家的诚信伦理观并有所发展，法家思想对重建中国伦

理符号思想的启示意义亟需探析。

具体说来，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的研究，需要用现代伦理符号学的视角，将传统伦理符号思想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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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现代伦理符号学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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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传统符号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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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术需要有现实关怀，对历史文化典籍思想的阐释也要着眼于当下，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

考与借鉴，而研究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精神资源本身，即是现代社会背景下对伦理道德的一种追寻和吁求。

中国原本具有丰富的传统伦理资源，而“西学东渐”之后却一股脑废弃了太多，譬如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

掉了。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社会急剧变动转型的背景之下恐怕主要发挥了其制动价值，而非其动力价值。

而其中最为庞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构成部分即是其中蕴藏的伦理符号学思想。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对中国社

会的现代转型，固然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并因此被某些国人主张完全废弃，“全盘西化”。但是，在我们

今天这个飞速现代化、人们有足够的动力“发家致富”、“飞黄腾达”，谋求个人利益，却“唯利是图”、“不择手

段”、缺乏对他者的关爱，尚无有力的伦理道德制约的社会中，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理应被重新挖掘，发挥其

固有的“制动”价值。因此，挖掘阐发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资源，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中西学术交流对

话，更在于使其重新参与到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建构中，古为今用。

( 责任编辑: 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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