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主体维度：符号学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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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超越袁是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分支遥 它将生态圈视
为整体袁强调生命体之间的关联和平等袁并将整体的发展视为最高利益所在袁这既有进步性袁又有严重的局限
性遥符号学认为袁生命体作为周围世界的主体袁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级性尧阶序性的袁而是平等的遥人类在
构建自身意义世界的过程中袁必须考虑其他生命体的权力和福祉袁而不能将主体性视为自我中心的理据遥 它
将生态危机和符号危机纳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来进行审视袁并指出袁人作为符号学动物袁是唯一能在全球化带
来的符号同质化进程中袁转换性地思考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生物袁因此袁只有人能够对其他生命体负起终极的
伦理责任遥人类在主体性和他者性之间的转换能力袁使得他们能够反思自身的文化符号建构对于生命意义世
界和生态网络的影响袁在考虑自身发展权益的同时倾听尧理解和关爱其他生命袁造就生态的和谐与符号过程
的健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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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生态主义思潮的视阈中袁基督教文
化和源于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主义袁是人类中心主
义的根源所在遥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渊Pro鄄
tagoras冤的名言野人是万物的尺度冶成为生态主义者
批评和解构的对象袁人类的自我中心以及野自然/文
化冶式的二元主义如何消解袁是生态主义者们关注
的焦点所在遥 激进的生态主义论者袁如野深层生态
学冶的主要主张者之一福克斯渊Warwick Fox冤如是
说院野世界并非只是分为各自存在的主体和对象袁而
在人类和非人类的领域之间也并不存在着分别遥所
有的实体都是由关系构成的遥我们在何种程度上看
到边界袁就在何种程度上缺乏深层生态学的意识遥冶淤

生态中心主义深刻地指出袁二元对立逻辑是将文化
与自然强行区分从而造成整体生态之割裂和破碎

的深层原因袁 并由此呼吁人类放弃自我的局部利
益袁将生态的整体利益放在人类尧生灵和整个世界
发展的首位遥因此袁人类中心主义应当退场袁这是生
态中心主义者们在文化尧美学和实践上的全面主张遥
然而袁在由此而衍生出的种种论述中袁人类中

心主义如何退场袁在何种程度上退场袁却成为了生
态中心主义者们自己都难以回答的难题遥曾繁仁就
曾不无犀利地指出袁这种退场袁并非是要取消生态
活动中人的主体维度袁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极端来代
替人类中心的极端袁 而是要建立另一种美学体系袁
将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两相融合遥 他在文章中写
道院野只有在存在论哲学之中袁以耶此在与世界爷的在
世模式取代耶主体与客体爷的传统在世模式袁人与自
然袁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才得以统一袁从而形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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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人文主义遥 冶淤这一论述从哲学的高度袁对生
态中心主义的激进主张进行了批判袁实际上指出了
生态活动中取消人之维度的不可能遥李勇强和孙道
进通过对罗尔斯顿生态伦理思想之从野是冶到野应
该冶的逻辑探究袁揭示了人在一切伦理活动中必然
具有的主体作用遥他们认为袁野人的意愿冶是缝合野是冶
到野应该冶之断层的所在袁从事实到伦理的过程中袁
人是不可或缺的袁因此袁在生态伦理的建构与推行
中袁人的主体性不可或缺于遥布克钦渊Murray Bookchin冤
则认为袁深层生态学否认人的关系和作用袁将人与
人的等级阶级关系从生态研究中排除出去袁完全未
能抓住生态问题的实质盂遥 从学者们的种种批判性
观点中可以看到袁生态中心主义在哲学层面存在着
严重不足袁而生态主义思想发展至今袁必须有新的
理论来对它进行推进遥生命符号学及延伸出来的伦
理符号学作为符号学发展的新面向袁在哲学和文化
层面均发展出了超越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袁它对人
之主体维度的强调袁可视为对生态中心主义过激主
张的补充尧矫正和提升遥

一尧生命主体之于意义世界的主体性院生命符
号学的哲学呈现

当代符号学认为袁生命体的认知和交流行为都
是广义而言的符号行为袁生命体必须将由对象构成
的世界符号化尧意义化袁才能使自身与对象尧与世界
发生关联遥 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皮尔斯 渊C. S.
Peirce冤对符号学作出如下定义院野我将符号定义为任
何一种事物袁它一方面由一个对象所决定袁另一方
面又在人们的心灵中决定一个观念曰而对象又间接

地决定着后者那种决定方式袁我把这种决定方式命
名为符号的解释项渊interpretant冤遥由此袁符号与其对
象解释项之间存在着一种三元关系遥 冶榆符号一方面
联接着实际对象袁另一方面联接着主体的心灵或意
识袁是主客观之间的联系所在遥符号的形式与内容袁
都是对象呈现给主体的意义表现曰由符号构成的世
界袁必然是主体与对象发生相互关系的意义世界遥
符号是主体与实际世界之间的意义联接袁这一

观点在许多符号学家的论述中都可以寻见遥 迪利
渊John Deely冤就曾指出袁物渊thing冤要成为被感知尧被
认知的对象渊object冤遥 也就是说袁它要呈现在主体的
视域中袁必须经过符号化院野作为一物袁它仅仅存在
而已袁 是物理的关系和作用的网络的一个结点曰作
为一个对象袁它是某个人的经验的一个成分袁而且
确定地划定一个与其作为环境成分之一的存在相

关的知觉域噎噎物之划分为物袁 对象之划分为对
象袁二者不是一码事袁各有独立的变化曰前者直接地
决定于物理作用袁后者通过指号过程的符号作用的
媒介而间接地形成遥 冶虞对任何生命主体而言袁在其
认知之外袁必然存在着一个原本的尧独立的尧由物构
成的世界遥 但是袁一旦这个世界中的物成为主体所
认知的对象袁它就必然以符号的形式出现遥 迪利在
17世纪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帕索特 渊John Ponsot冤
的研究中找到了理论依据院帕索特将存在分为不依
赖于意识/心灵的存在渊ensreale冤和有赖于意识/心
灵的存在渊ensrationis冤袁后者不是纯然的物袁而是从
认知对象渊primum cognitum冤发展而来袁是野生命有
机体物种特有的社会建构冶愚遥生命体所建构出来的
存在就是它们的意义世界袁这个世界是由认知对象

淤曾繁仁院叶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美学的兴起曳袁叶文学评论曳2012年 2期遥
于李勇强尧孙道进院叶生态伦理证成的困境及其现实路径曳袁叶自然辩证法研究曳2013年 7期遥
盂 Murray Bookchin袁 野Recovering Evolution: A Reply to Eckersley and Fox袁冶 袁vol.12, no.3, 1990袁pp.

253-274.
榆皮尔斯院叶皮尔斯院论符号曳袁赵星植译袁成都院四川大学出版社袁2014年袁第 31页遥
虞约翰窑迪利院叶符号学基础曳袁张祖建译袁北京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袁2012年袁第 28页遥
愚John Deely,

Sofia: New Bulgarian University袁 2005, p.76.



构成的遥 这就是说袁独存的尧不依赖于意识/心灵的
存在实际上和生命体没有关系袁这些存在如果要进
入意义世界袁必须经由意识/心灵的过滤袁那就必然
会带上主体性遥
符号世界是主体性的意义世界袁这也是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的基本观点遥赵毅衡承认物的世界有很
大部分是人的意识未知的部分袁但其中能够被意识
触及的部分袁是人类的野实践意义世界冶遥他指出袁其
他生命体的符号世界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野实践意
义世界冶袁而人类的符号世界袁还包括了纯粹的思维
世界袁这其中包括幻想和筹划部分袁它们与野实践意
义世界冶的距离不等袁但都有关联袁其关系可以用下
图表示淤院

赵毅衡的讨论主要从符号哲学的层面出发袁并
不全属于生命符号学的研究范畴袁但其基本立场却
与本文高度一致院 生命体的意义世界是符号构成
的袁并且是主体性的遥 在西比奥克渊Thomas A. Se鄄
beok冤 对生命符号学的建构中袁 尤克斯库尔渊Jacob
von Uexk俟ll冤的野周围世界渊Umwelt冤冶学说成为整个
学科的理论基石遥 尤克斯库尔认为袁不同物种的生
物有着类似于康德哲学所认为的尧内在的意义野先
验图示冶渊Schema冤袁他将其称之为野生命体的计划冶
渊plan of organism袁Planma俚ssigkeit冤袁正是这种计划预
设了生命体对世界的不同感知遥 在同一环境中袁不
同生命体感知到的对象不同袁且对同一对象感知到
的特质和意义也不同遥 换言之袁它们对对象和世界
的符号化是主体性的尧不尽相同的袁由此建构的周
围世界袁即符号意义世界袁也大为不同遥 野Umwelt冶一

词在英译中有野主体世界冶渊subjective world冤和野自
我世界冶渊self-world冤两种译法袁也说明了各个生命
体建构的符号意义世界的主体性遥
周围世界是一个符号意义世界袁是由生命体的

意识映现和建构而形成的袁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院
这种主体性的映现和建构是否真实钥 赵毅衡曾指
出院野周围世界是所有的物种所具有的袁但是动物的
意义世界可能只有一个相当小的实践意义世界袁其
改造取效部分更小袁而它们的思维世界可能只有一
点微痕遥 冶于诚如其言袁其他生命体的周围世界在绝
大部分程度上是实践性的袁它们在这个意义世界中
确立自身与其他生物的意义关系和实践关系袁因
此袁这个映现和建构出来的符号意义世界对它们而
言必须是真实的遥虚假和错误的意义关系会导致生
命体的实践出错袁而在自然界中袁出错往往就意味
着死亡遥周围世界之于真实世界的真实性是之于生
命体本身而言的袁用西比奥克的话来说袁这种真实
性是野在实践上精确的冶盂渊workably accurate冤袁它能
够让生命体准确地抓取现实遥这种真实性并不意味
着在周围世界中没有欺骗和伪装要要要正好相反袁符
号构成的意义世界必须有假装的可能要要要而是意

味着生命体映现和建构出来的符号意义世界是野主
体真实冶和相对真实的袁它正好证明了周围世界的
主体性遥
既然周围世界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尧 主体性的袁

那么袁周围世界和周围世界之间是如何构成生态的
关系网络钥生命体在自身的周围世界里是作为主体
存在的袁在其他生命体的周围世界里却是负载着不
同意义的符号对象袁如猎物尧天敌尧伴侣等遥 对于生
命体之间的符号互动袁内瓦渊Eduardo Neiva冤将其视
为一种野传播博弈冶渊communication game冤袁它依靠生
命体在自身建构的周围世界中对对方的符号化或

者说符号表征来完成遥恰如内瓦所说院野符号的意义
淤赵毅衡院叶哲学符号学院意义世界的形成曳袁成都院四川大学出版社袁2017年袁第 28页遥
于赵毅衡院叶哲学符号学院意义世界的形成曳袁成都院四川大学出版社袁2017年袁第 19页遥
盂Thomas A. Sebeok, New York院Plenum Press袁1986,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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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赖于对它的认知图示遥 冶淤能够按照其他生命
体的认知图示来进行符号拟态袁以及对这种拟态的
破解袁 是生命体之间符号交流博弈的主要模式袁也
是推动自然进化的重要因素遥 同样的袁生命体之间
的合作与繁殖袁 也需要生命体能进行符号互动袁而
这种互动建立在对对方的符号认知图示的接受上袁
即建立在周围世界与周围世界的意义交流与重叠

之上遥 正是周围世界和周围世界之间的意义互动袁
形成了生态网络之间的对话遥 就这个意义而言袁生
命体之间的符号对话关系是野对话本体的冶院野一个
符号不只是一种事物袁而是世界万物在物质互动中
产生的一种可能性遥 冶 于生命体符号交流的多种可
能袁构成了生态网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袁而后者正
是生态中心主义者所极力推崇的遥
的确袁就生态网络的相互关联和生命的主体性

而言袁生态中心主义者和生命符号学家在很多方面
都持有相似的观念遥 他们都认为袁联接着生命体与
生命体的袁是一个对话性的互动网络曰生命体都是
自我世界的主体袁 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级性尧
阶序性的袁而是平等的曰人类在构建自身意义世界
的过程中袁 必须考虑其他生命体的权力和福祉袁而
不能将主体性视为自我中心的理据遥 然而袁在生态
圈和生命体个体的关系上袁 两者却有着重大分歧遥
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袁生态圈的整体利益高于生命
体的个体利益袁前者是最高的伦理标准遥例如袁利奥
波德渊Aldo Leopold冤就认为袁生命体的活动只有在
有利于生态圈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时才是正确的袁否
则它在伦理上就是错误的盂遥 同样袁 罗尔斯顿
渊Holmes Rolston芋冤也如是说院野人们所要赞赏的是院
一个生态系统袁一个多产的地球袁一个创生万物的

生机勃勃的系统袁在其中渊只从生物学而非文化的
角度考虑冤袁个体虽然也繁荣兴旺袁但它们也可以被
牺牲掉袁 以致它们的快乐和痛苦显得无足轻重曰个
体的福利是重要的袁但在引人入胜的自然史中却只
是过眼烟云遥 但从系统的角度看袁自然中却存在着
和谐尧相互依存和延绵不绝的生命遥 冶榆

此种观点着眼于整体生态系统袁将所有生命视
为共同体袁其整全的大局观值得肯定袁但却忽视了
生命体的个体权利袁即生命体的主体性建构袁既是
对话性的袁亦是为了自我的遥 早在 19世纪袁达尔文
的生物学研究就已经雄辩地证明院生命体对个体的
自我保存和延续是生命演化最为根本的动力遥在越
是高级的生命体之认知图示中袁个体的经验尧意愿和
选择起到的作用越大袁 而生命体作出的正确选择袁
尽管在客观上推进了群体发展袁但却是基于个体利
益遥 内瓦在讨论生命体的符号活动进化性时指出院
野在整个自然界袁包括人类文化袁整体是由互动的个
体定位所构成的关系袁并不是简单地遵循预先形成
的集体模式遥 冶虞在生态已经失衡尧生态圈的自我调
节功能部分地受到损害的现实情况下袁生态中心主
义者倡导以生态圈的整体利益为先袁其意愿固然良
好袁 但却很难得以实践遥 哲学家纳什渊Roderick
Nash冤即认为袁这种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生命个体以
牺牲自我的利益来保全集体袁不啻为集权主义式的
做法愚遥从生态中心主义所持的观点可以看出袁相较
于生命符号学对于生命体构建的意义世界以及生

命体生命符号活动之主体性的肯定袁它对生态圈整
体利益的片面强调袁其实取消了生命体的主体地位袁
将它们降低为非主体的存在袁是一种简单的化约主
义袁而这种化约主义是生命符号学明确反对的遥

淤爱德华多窑内瓦院叶传播博弈论要要要文化符号学基础曳袁王泽霞尧宁海林译袁杭州院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袁2016年袁第 147页遥
于爱德华多窑内瓦院叶传播博弈论要要要文化符号学基础曳袁王泽霞尧宁海林译袁杭州院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袁2016年袁第 183页遥
盂奥尔多窑利奥波德院叶沙乡年鉴曳袁侯文蕙译袁长春院吉林人民出版社袁1997年袁第 213页遥
榆霍尔姆斯窑罗尔斯顿院叶环境伦理学曳袁杨通进译袁北京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2000年袁第 169要170页遥
虞爱德华多窑内瓦院叶传播博弈论要要要文化符号学基础曳袁王泽霞尧宁海林译袁杭州院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袁2016年袁第 148页遥
愚Rodercik F. Nash,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 159.



二尧人作为符号学动物院伦理符号学对生态问
题的透视

所有生命体都有符号活动袁 它们都是符号主
体袁这是生命符号学最基本的观点之一遥 从生命符
号学的建立过程而言袁西比奥克对动物符号行为的
专门研究以及动物符号学渊zoosemiotics冤的发展袁是
生命符号学建立伊始的主要关注点所在袁而动物符
号学在生命符号学中已然成为独立的分支遥动物符
号学将动物的所有生理行为皆视为符号行为袁不管
是觅食尧求偶尧伪装避敌袁都需要通过符号来表意袁
因此袁所有动物都是符号动物遥在这个基础上袁佩特
里利渊Susan Petrilli冤和庞齐奥渊Augusto Ponzio冤提出
了伦理符号学的主要观点院第一袁符号活动都是对
话性的袁对话是任何符号活动最为基本的尧本体的
特征曰第二袁符号活动一定是他性的袁和他者的相遇
是不可避免的曰第三袁人类作为符号学动物渊semiotic
animals冤袁 对所有的符号活动都负有不可推诿的终
极责任淤遥2005年袁庞齐奥和佩特里利推出了长篇巨
著 叶打开边界的符号学曳渊

冤袁 他们梳理了自皮尔斯以来的主要符号学家
对符号和符号活动的讨论袁并指出袁即便是在最为
简单和原始的生命符号学活动中袁也存在着对话性
和他者性袁而人作为唯一能够观察和反思其他生命
体之符号活动的动物袁对所有的生命符号活动负有
终极的尧不可推卸的责任袁这也就重申了伦理符号
学的理论立场于遥
佩特里利和庞齐奥建立的伦理符号学袁是生命

符号学的延伸袁它对人在整个生态系统尧整个生命
符号网络中的主体性之突显袁清楚地揭示出人与其

他生命体的平等性和人之伦理行为的特殊性袁是在
西比奥克提出的野总体符号学冶渊global semiotics冤之
理论框架中对人的地位的一种确证遥总体符号学涵
盖面极广袁它将所有的符号活动都纳入了自身的研
究范畴袁包括院渊1冤一切生命符号活动袁如动植物在
各个层面的生命活动中所使用的符号袁以及动物和
人类的体内符号活动渊endosemiosis冤中使用的符号曰
渊2冤人类的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袁其中人类的非
文字符号极为丰富袁 包括各类人工语言和肢体语
言袁以及聋哑人的语言尧婴儿的符号和各种人类的
身体符号曰渊3冤受人类意图影响的尧人和其他物种及
机器进行交流时产生的符号袁以及如同野聪明的汉
斯冶渊Clever Hans冤案例中所出现的非动物意图的符
号曰渊4冤 所有的文化艺术符号和学科符号遥 也就是
说袁它覆盖了人类符号学渊anthroposemiotics冤尧动物
符号学渊zoosemiotics冤尧植物符号学渊phytosemiotics冤尧
真菌符号学 渊mycosemiotics冤尧 微观符号学渊mi鄄
crosemiotics冤尧机器符号学渊machine semiotics冤尧环境
符号学渊environmental semiotics冤和体内符号学渊en鄄
dosemiotics冤的所有研究范畴盂遥由是袁符号活动相互
联接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网络袁它们彼此交
织影响袁并不以某种符号活动或某一物种的符号活
动为中心袁而是各个自有主体性的符号世界的交会
遇合遥 这就印证了生命符号学家库尔渊Kalevi Kull冤
的观点院当代的生命符号学所提出的生命符号模式
是网状的尧非等级的袁在以相互关联为基本特征的
生物域和符号域中袁辨认和解释构成了网状生命活
动模式的基本环节榆遥生命符号学的宗旨袁也就在于
恢复生命符号过程的连续性袁从而消除文化和自然
之间的人为割裂状态袁这与生态批评和生态中心主

淤参见自周劲松院叶伦理符号学曳袁唐小林尧祝东主编院叶符号学诸领域曳袁成都院四川大学出版社袁2012年袁第 124要132页遥
于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Toron鄄

to院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盂Thomas A. Sebeo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榆卡莱维窑库尔院叶梯形尧树形尧网形院生物学理解的各时代曳袁彭佳译袁卡莱维窑库尔尧瑞因窑马格纳斯编院叶生命符号学院塔尔图
的进路曳袁彭佳尧汤黎等译袁成都院四川大学出版社袁2014年袁第 71要79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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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遥
然而袁与生态中心主义殊为不同的是袁伦理符

号学对人之主体性的突显袁尤其是将人视为能够积
极地反思自身行为伦理性袁并主动为其他生命体的
符号活动尧生命活动负起责任的主体袁这种观点有力
地强调了人之于其他生命体的不同遥 这种不同并非
是地位上的袁如传统的人本中心论者所认为的野人是
万物的尺度冶袁亦非自大的自我认知袁因为生命符号
学家早已雄辩地指出袁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并非原
本所认为的那样天差地别袁生命符号过程的发展是
渐进的尧连续的袁这体现在语言尧艺术尧游戏尧社交和
情感表达等各方面袁人的符号活动和动物的符号活
动之间并没有绝对泾渭分明的红线袁 他们之间的差
异只是程度上的袁而非有无之别淤遥 伦理符号学所持
立场的不同之处在于院一方面袁它正视人的符号活动
在经济政治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对其他生命体符号活

动的影响袁将全球化语境下的符号同质化尧符号危机
等问题视为生命符号网络危机的根源曰另一方面袁它
积极地追求人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主动性

和伦理责任袁始终将人类作为最有可能解决生态危
机的主体所在袁 在关注其他生命体福祉的同时袁并
不讳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权益遥 这与生态中心
主义者忽略个体利益尧片面追求生态圈整体利益最
大化的理念袁有着巨大区别遥
生态中心主义最为批评者所诟病之处袁就是它

完全将生态问题脱离社会和阶级问题来进行讨论袁
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结构对于自然的掠夺袁以及
社会与生态问题中犬牙交错的复杂关系视而不见遥
亚当森渊Joni Adamson冤就指出袁白人作家的自然书
写袁 缺乏对印第安人流离失所之苦的基本关怀袁以
及对特权阶级所建构的野荒野冶的反思院在野荒野冶所

寄托的浪漫想象及观光旅游业中袁牢牢地盘踞着不
公平的种族和阶级结构袁这种掠夺性的结构才是问
题的根源所在于遥要解决这些问题袁必须由人类主体
对人类社会自身的深层体系进行透视和反思袁才有
可能改变经济政治架构和生态圈的结构性问题遥正
如胡志红指出的袁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社会关系问
题的忽视袁野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冶盂遥而伦理符号学
作为生命符号学的分支袁一开始就将社会结构问题
视为符号危机及生命符号活动网络危机的根源袁体
现出相当深刻的洞察力遥
伦理符号学认为袁现在的生命符号系统所面临

的最大威胁袁是全球化将一切符号活动都裹挟到自
身的推进过程中袁这就造成了符号活动多样性和本
土化的急剧丧失袁符号活动在意义呈现尧传播过程
中呈现出越来越同质化的趋势榆遥多样性和本土性袁
是生态系统最为重要的特质遥 当今的符号活动袁在
总体上为了符号经济渊semiotic economy冤的短期利
益而放弃了符号生态渊semiotic ecology冤的丰富与平
衡袁这个问题和生态环境危机高度相关院由于时空
距离的急速拉近袁所有生命的命运都越来越紧密地
缠绕交织在一起曰 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发
展袁在造成符号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同时袁还引
起生命多样性的迅速减少袁这也就意味着符号活动
的种类在急剧降低遥 在这里袁伦理符号学的视角是
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袁这大概源自于庞齐奥和沙夫等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多年的学术交往袁伦理符号学
也因此带上了社会阶级批评的鲜明色彩院资本主义
经济集团的利益驱动袁以及建立在这种利益生产上
的文化社会结构袁被视为生命符号活动危机的根本
所在遥只有人类本身才能解决自身文化和社会的结
构问题袁唯其如此袁生态环境危机和符号危机才能

淤Paul Cobley, Dordrecht: Springer, 2016, pp. 29-44.
于Joni Adamson, Tucson: The Univer鄄

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1, pp.38-51.
盂胡志红院叶西方生态批评史曳袁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2015年袁第 31页遥
榆苏珊窑佩特丽莉院叶符号疆界院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曳袁周劲松译袁成都院四川大学出版社袁2014年遥



得到解决遥
两位符号学家都认为袁经济全球化及其社会结

构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交流系统和再生产系统袁这
种系统是破坏性的袁它使用机器无限制地代替人类
工作袁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失业加剧尧劳工剥削和由
发达国家生产资本控制为基础的非法移民问题袁并
形成了向环境无休止地索要资源的消费主义遥因其
急速消耗生态资源袁在全球范围内向不发达国家转
嫁环境危机的同时袁 对不同于自身的任何经济尧社
会形态都实施摧毁或同化院野在当今的交流生产世
界中袁所有的需求和行为习惯都变得相同了渊尽管
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能性从来都是不同的冤曰甚至连欲
望和想象也都被同质化袁并且变得相同遥 这种本质
冲动也破坏了任何违背或是妨碍发展尧生产和竞争
逻辑袁或是对这些逻辑无用的传统和文化遗产遥 冶淤

全球生态系统中海洋尧森林尧草原等地区的原住民
族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丰富各异的生态智慧通通被

否定和侵蚀袁野符号过程的健康冶渊health of semiosis冤
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袁 不论是在经济政治维度尧文
化维度尧语言维度袁还是生命符号活动的维度袁皆是
如此遥 而前三个维度上符号过程受到的损害袁是造
成后一个维度上的尧更宽广的地理和物种范畴内的
符号过程被破坏的原因遥
因此袁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袁恢复生态

系统和生命符号网络的健康与整全性袁就必须重建
元符号体系袁让越来越紧密交织的各种符号传播与
交流机制能够在伦理规范下运作遥佩特里利和庞齐
奥呼唤野身体冶的复兴袁因为符号是和身体密不可分
的袁生命主体只有通过身体才能认知和使用生理和

文化符号遥 野身体是从生理材料与符号材料的关联
中出现的袁如此袁它将自己展现为表达和与其他身
体调节的手段冶于遥 身体是通过符号来相互联接的袁
无论是生物体间通过生物信号进行的活动袁还是人
类借由语言符号建立的关系袁都是以身体为基础来
开展的遥同时袁在人类的情感域中袁无论是同理心或
通感的产生袁都是由建立在身体感知上的心灵感受
来联接的遥 由此袁伦理符号学宣称院野当我们用符号
活动过程来描述主体性的时候要记住袁根据他性逻
辑袁符号一直超越着自我的界限要要要我们实际上在

宣称身份从来就不是终结的袁独白的或者单独发声
的袁从来不局限于一个地方遥 冶盂在伦理符号学看来袁
身体是越界的尧对话的尧交互的袁这种交互性是相互
联接的符号活动的基础袁 它们在位格上具有平等
性袁但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袁因为任何生命体
都只能凭借自己的身体去感知他者的身体尧符号和
行为遥 人类的野身体冶主体性最为鲜明的表现在于院
它试图摆脱技术和经济政治体系对自身的控制袁以
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曰在符号生物域中袁它全方位
地向其他生命体的身体敞开袁去感知尧倾听其他生
命体的符号意义世界袁而不是将其他生命体的身体
仅仅视为经济和生产资源袁将其他生命体的符号意
义世界视为不存在或低等的存在遥人类身体的这种
主体性之根源袁在于人类身体和身体中生成的思维
所拥有的尧独一无二的语言能力袁因为野符形能力袁
解构和重构袁无限可能世界的生成袁具有评估能力
的符号学袁对责任的假定袁创造性以及规划袁所有这
一切都是语言特有的冶榆遥只有在这种元符号能力的
基础上袁主体才能将自己同时置于自我和他者的位

淤苏珊窑彼得里利尧奥古斯托窑蓬齐奥院叶打开边界的符号学院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曳袁王永祥尧彭佳尧余红兵译袁南
京院译林出版社袁2014年袁第 425页遥

于苏珊窑彼得里利尧奥古斯托窑蓬齐奥院叶打开边界的符号学院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曳袁王永祥尧彭佳尧余红兵译袁南
京院译林出版社袁2014年袁第 41页遥

盂苏珊窑彼得里利尧奥古斯托窑蓬齐奥院叶打开边界的符号学院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曳袁王永祥尧彭佳尧余红兵译袁南
京院译林出版社袁2014年袁第 44页遥

榆苏珊窑彼得里利尧奥古斯托窑蓬齐奥院叶打开边界的符号学院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曳袁王永祥尧彭佳尧余红兵译袁南
京院译林出版社袁2014年袁第 402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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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袁去关爱自身和其他生命遥 这种主体性是人所特
有的院尽管人并非野万物的尺度冶袁但却可以成为野万
物的体验者和理解者冶袁 以及唯一有可能理解其他
生命体他者性的生物遥 就这个意义而言袁人在生命
符号网络中的主体性是不可化约尧无可否认尧难以
解构的袁除非人类自身愿意放弃自我的生存袁放弃
自身在生态圈中的伦理责任袁将生态圈的重建交付
给自然的毁灭与再生这样的原始力量曰而这样的放
弃袁对地球生态圈所有生命体而言袁都必将面临一
场灾难性的覆灭遥

三尧如何超越院生态符号学的探索
人如何成为万物的体验者和理解者钥 科布利

渊Paul Cobley冤在叶生命符号学的文化意涵曳一书中袁
指出了生命符号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面向院一是用生
物学知识重写哲学层面的野意义冶研究曰二是探索其
他生命体实际的生命符号活动曰三是消除自然与文
化尧科学与人文的人为割裂状态淤遥这三个面向都与
人对其他生命体的体验和理解有关院其一袁将生命
体的意义追寻融入哲学研究袁使得哲学的观照对象
包含了所有生命体袁有助于建立其更整全的生态意
识观念曰其二袁对其他生命体实际生命符号活动的
研究袁能够为生态关系的平衡稳定和生态圈的持续
发展袁提供更为多样和深入的视角曰其三袁观念和学
科壁垒的破除袁是从整体上消除界限和更新文化与
理念之助力袁 是尝试不同文化性的生态举措之基
础遥 而后面的两个面向袁 也正是生态符号学渊e鄄
cosemiotics冤所尽力寻求的遥

1996年袁 诺特在他的德文论文 叶生态符号学曳
渊该文的英文版两年后在塔尔图发表冤中提出野生态
符号学冶一词袁用以描述对生命体及其环境的符号
关系的研究遥 两年之后袁诺特和塔尔图大学的著名

符号学家卡莱维窑库尔渊Kalevi Kull冤袁在叶符号系统
研究曳渊 冤 杂志的同一期上同时
发表题为叶生态符号学曳渊野Ecosemiotics冶冤和叶符号生
态学院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曳渊野Semiotic ecology: dif鄄
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冶冤的文章遥诺特的文
章是 1996年德文论文的英文版袁作者在文中指出袁
以皮尔斯窑莫里斯符号学为代表的泛符号模式和乌
克斯库尔的周围世界理论是生态符号学的基础袁而
生态符号学主要考察的是自然符号袁也就是所有生
命体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符号互动于遥 库尔在文中将
野符号生态学冶渊semiotic ecology冤定义为人与生态系
统的符号关系研究袁随后他又将野符号生态学冶改称
野生态符号学冶遥 库尔在文中这样写道院野第一袁根据
诺特提出的定义袁在很多情况下袁生态符号学和生
物符号学袁或者说乌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学说之间
的分界并不是很清楚遥诺特以生态符号学的名义囊
括了所有生命体袁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袁与环境互动
的符号学方面袁其中也包括了内环境符号学袁即认
为环境也可以是内机体渊intraorganismic冤的遥在这个
意义上袁诺特的术语包含了生物符号学在最近十年
的发展中建立起来的领域袁由此袁生态符号学就成
为了生物符号学的同义词遥第二个原因是我相信生
态符号学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尧 重要的研究领域袁
并具有相当的实际应用遥这就是主体性的人类生态
学渊这里的耶主体性爷意义是乌克斯库尔所赋予的冤袁
或者换言之袁是人类生态学朝符号学的延伸袁是符
号学视角的人类生态学遥 冶盂从两篇文章的讨论中可
以看到袁生态符号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不
同的发展方向院 一是研究所有生命体以及环境的袁
偏向生物符号学的研究方向曰二是研究人与生态关
系的袁偏向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方向袁主要讨论文化
与自然之间经过符号调节的关系遥 而事实证明袁生

淤Paul Cobley, Dordrecht: Springer, 2016, pp. 欲-狱.
于Winfred Noeth袁野Ecosemiotics袁冶 vol.26, 1998, pp.332-343.
盂Kalevi Kull, 野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冶 vol.26, 1998, pp. 344-371.



态符号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后一个方向上进行的院符
号学家们致力于探索的袁是人作为意义主体袁其视
阈和活动如何影响着生命意义世界袁并由此影响了
其他生命体和生态圈的活动遥

2014年袁马伦渊Timo Maran冤和库尔联合发表了
论文叶生态符号学院主要原则及近期发展曳渊野Ecosemi鄄
otics院Main principle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s冶冤遥在
该文中袁两位作者对生态符号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
总结袁提出了生态符号学的八条基本原则遥 他们认
为袁这些原则构成了生态符号学理论的整体框架袁
可以用于指导生态符号学的具体研究遥这八条原则
是院
第一袁以符号活动关系为基础的生态社群结

构遥将生态社群视为不同生命体之间的认知和交流
过程袁从而将生命体的符号活动视为关系性的现象
来进行研究遥
第二袁符号的变化改变着物的现有秩序袁因此袁

生命体对环境的映现改变着环境遥生命体的符号行
为引起了环境中的符号关系变化袁从而改变了不同
的生命体建构的生态壁龛渊ecological niche冤袁且改
变了环境本身遥
第三袁符号活动调节着生态系统遥 生命体的符

号意义生产使生态系统在有序和无序中变化遥健康
的生态系统具有融合性的自稳定和自紊乱符号机

制袁能够保持自身的持续发展遥
第四袁 人类的规约符号活动及其去语境化能

力袁与环境的退化深度相关遥 人类语言规约性的范
畴划分将自然环境中的物分为二元对立的两面袁从
而以局部的生物活动之重要性代替了全部生物活

动的重要性袁造成了环境的变化失衡遥
第五袁在能量上以及生物地理化学上袁人类文

化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遥 就符号学意义而言袁文化

是符号生态网络的一部分袁是它的元层次遥 文化的
丰富性往往与生态环境中物种的丰富性相对应遥
第六袁生态系统的功能是符号与交流关系的交

界袁而环境则是这种功能的时空表现遥 人文地理学
的风景空间研究与生态符号学方法的结合袁是生态
符号学研究的重要面向遥
第七袁人类的生态叙述并不足以描述所有的生

态符号活动遥 叙述是人类语言独有的能力袁而所有
生命体的符号活动所激发的生态进化发展袁不是人
类的叙述描写可以全部囊括的遥
第八袁 缺乏生态维度的文化概念是不完整的遥

不具有生态符号学视野的文化理论研究也是不完

整的淤遥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袁符号学家们全方位

地进行着对生命意义世界之间尧文化社会符号活动
与生命符号活动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研究遥 其中袁较
有影响力的研究袁是托内森渊Morten Tonesson冤提出
的野周围世界转变冶渊Umwelt transition冤概念袁他以此
来描述生态环境的变化遥与乌克斯库尔观念不同的
是袁托内森认为袁生命体的身体计划是有变化和调
适轨迹的袁而不是乌氏所认为的尧与自然环境是天
然完美融合的遥所谓野周围世界转变冶袁是指从个体尧
群体或文化的视角出发袁观察到的生命体功能圈持
续的尧系统的变化遥 他以挪威人将狼驯化为牧羊犬
的过程为例袁描述了在狼渊后来的牧羊犬冤和人的主
体世界中袁对方是如何从野敌人冶范畴中的对象转变
为野伙伴冶范畴中的对象袁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符号关
系发生变化的于遥 这就为广义的生态符号学描述生
命体与环境符号意义的关系变化提供了一个初级

的动态模式袁是洞察人类符号活动和其他生命体符
号活动的关系互动的新视角遥
笔者在叶文化对自然的模塑曳一文中袁曾经借用

淤Timo Maran and Kalevi Kull袁 野Ecosemiotics: Main Principle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s袁冶
vol.96,no.1, 2014, pp. 41-50.

于Morten Tonesson,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5-50.

人的主体维度院符号学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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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的野四度自然冶模式袁来说明文化符号文本对自
然的呈现和影响遥 文化本身如同生命体一般袁对外
部的自然环境进行感应淤遥 自然对象渊即零度自然袁
如竹子冤的感知线索渊即片面化的某种特质冤经由语
言渊文化的模塑系统冤袁形成了一个感知符号渊即对
对象的语言能指袁如野竹冶这个词冤遥 这个过程袁我们
可以视为从野零度自然冶到野一度自然冶的转换遥 野竹冶
这一语言能指在文化的功能圈中继续传递袁经过民
族文化的内核袁即它的元语言袁就变成了效应器符
号遥 在生物的功能圈模型中袁效应器符号就是告诉
生物体袁 这一对象应该被施以何种行为的符号曰而
文化的效应器符号则可以分为两类院一是对自然对
象的物质性反应渊如竹可以用于造纸尧制作容器袁竹
林有助于绿化尧可以清新空气等冤袁这种符号是以实
用性为主的曰而另一种效应器符号袁则是对自然对
象的艺术性反应渊如竹是岁寒三友之一袁象征着空
虚有节袁可以借咏志抒怀冤袁这种符号强调的是美感
和伦理性遥 效应器符号经过语言的边界袁投射到文
化的主体世界中袁产生了效应器线索袁即实践行为
渊二度自然冤袁或是文学艺术文本渊即三度自然袁如墨
竹图尧咏竹诗等冤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袁二度自然和
三度自然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袁二度自然渊如对竹园
的建筑冤完全可以受三度自然的影响渊比方说按照
某幅画卷的布局来进行设计冤袁 而三度自然也可以
以二度自然为基础 渊比如表现制造竹制品的纪录
片冤遥或者袁文化主体世界生产出的关于自然对象的

文本袁也可能是二度和三度自然的混合渊如作为艺
术品的竹器冤遥这个文本到底属于哪个范畴袁取决于
符号接收者和解释者的片面化倾向遥而文学和艺术
对竹的大量再现袁又在实际上促进了人们对种子的
种植和维护袁其结果是院竹子在半自然状态的园林
生态圈中成为了尤为重要的植物袁这也就影响了生
态群落的物种关系构成遥
在叶符号生态学曳一文中袁库尔也曾特别提到过

文化对动物的分类之于动物的影响遥 比如袁有的文
化将蜘蛛或以捕食虫子为生的蝙蝠等原本无害的

生物定义为邪恶的或是危险的袁因此造成了对这些
动物的不必要的杀害或驱逐袁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生
态关系于遥而在他看来袁这种驱逐在很多情况下是不
必要的袁因为人唯有学会和其他生命体在同一个环
境中互利共存袁 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生命的价值袁
才能打破文化和自然之间的隔阂遥只有将文化错误
加诸于某些自然生物的污名抹除掉袁才能实现真正
的生态和谐遥 因此袁从人类文化的维度来审视生命
符号网络尧 审视意义世界建造对于生态圈的影响袁
是符号学能够得以超越生态中心主义尧建立融合和
整全的生态关系的重要路径遥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袁
只有人才能在自身的主体性和他者性之间辗转腾

挪袁在考虑自身发展权益的同时倾听尧理解和关爱
其他生命袁因此袁在生态网络及全球性的生命符号
网络中袁人的主体性始终是不可消解的所在遥

责任编辑院胡颖峰

淤彭佳院叶文化对自然的模塑院一个生态符号学模式的提出曳袁叶哲学与文化曳2015年第 8期遥
于Kalevi Kull袁野Semiotic Ecology院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冶 vol.26, 1998, 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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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ok of collected essays written by Professor Shinan is a masterpiece among the studies
of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Professor Fang爷s work has objectively and truly recorded
his feelings of more than 30 years爷 assiduous researc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flected his keen insight into ecological
crisi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o 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a Marxist scholar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roblems. Professor Fang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hought-provoking theoretical viewpoints, many of which
have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CPC and government, and also have a broad impact in academia.

Sense of Plac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uman钥 Yifu Tuan
The paper explores 野place冶 要 its ties to body, mind, and spirit, its rewards and obligations 要 at both the micro-and the

macro-scales. The place varies in size, including a fireplace in the home, a house, neighborhood, community, Street, city, and
the Earth, Solar System, the universe, etc. In the microscopic sense, it is not only the place of refuge and care, but also the
link of blood relationship and other social relations. The place in the macroscopic sense is the habitat of the human mind. The
standard model of the 野sense of place,冶 with its stress on direct and complex experience over a period of time, appeals to
common sense. In addition to the standard model there is a strong emotional sense of the spiritual level that has not been ex鄄
perienced for a long period,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s the awe of the sacred space and the sacred place. We are both
earthbound creature and blithe spirit. In the case of physical existence, we need to feel content in a place of our own, one
with a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and ambience, and we have to give this place to love and respect. But as mind and spirit, we are
often elsewhere 要 and that too is as it should be. Being elsewhere comes to us naturally. It is what liberal education at its
best provides. In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space consciousness, the understanding of local uniqueness gradu鄄
ally weakens. The idea that the mind爷s habitat is the universe and not some local place is exhilarating, but it can also lead to
arrogance, irresponsibility toward what lies closer at hand, and, ultimately, placelessness. We need to have a stronger feeling
for all things in the Earth, which is one of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enthusiasm and planning of modern envi鄄
ronmental ecological movement.

The Land Care and Experimental Attempt in Postmodern Agriculture Lai Gong爷ou
野Postmodern agriculture冶 has not only become a commonly used concept in postmodern thought, but also made its 野ex鄄

perimental attempt冶 in practice. From the value-oriented ideological experiment to the practical attempt on ecological civiliza鄄
tion, 野postmodern agriculture冶 has constructed the idea of 野land care冶 on the basis of ecology with a timely proposal of 野re鄄
generative agriculture冶 and three principles, pointing out in detail how to improve land health by keeping soil fertility and
protecting biological species with efforts of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e initial attempt of 野postmodern agriculture冶, now a
global model, has contributed to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it shows in practice a holistic concept
of postmodern thought that whether mankind survives or not depends on how it understands it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how it improves its adaptability to nature.

Man as the Ultimate Subject院How Semiotics Transcends Ecocentrism Peng Jia
Ecocentrism, as reflections that transcend anthropocentricism,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ecocriticism. Taking ecosystem

as a whole and emphasizing that all beings are interconnected with equal rights, ecocentrism insists that an overall develop鄄
ment is the ultimate goal. Though progressive, this idea of ecocentrism is also very limited. Contemporary semiotics points out
that as the subjects of their surroundings, all living things are not linked with hierarchy or class but equality. In making their
own worlds of meaning, man has to regard the rights and well-being of other living creatures instead of using subjectivity to
support egocentrism. Semiotics juxtaposes ecological crisis and semiotic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argues that
man as the 野semiotic animal冶 is the only one who can empathetically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lf and Other in the
homogenization brought by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only man can bear the ultimate ethic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 creatures.
Human beings爷 capacity to shift from subjectivity to otherness and vice versa enables them to rethink the influence that their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has on the worlds of life爷s meaning and the network of ecology. While considering their own



rights of development, they can listen to and care for other creatures so that they can ensure a harmonious ecology and
healthy semiosis.

An Interpret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Guo Xiuqing
In order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new concept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the green develop鄄
ment not only adheres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epochal progress of Marx鄄
ist political thought. Centered still on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ideas, ways of
thinking and patterns.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people爷s dominant status, providing more ecological products to benefit
them. Green development implements green production, guides green consumption, and promotes supply-side reform. Green
development gives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realizes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new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Culture院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Human Existence Zhao Guanghui
Ecological culture is the epochal symbol of human existence, signifying not only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mankind.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its primitive and agricultural peri鄄
ods to the industrial one,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human beings has shone everywhere. The ecological culture, meanwhile, e鄄
volving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and reflection, symbolizes a new stage, new future and new hope of human cultural devel鄄
opment. As a mode of human survival, ecological culture is the essence and sou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coming stronger
while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strumental rational鄄
ity and capital logic, ecological culture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but also epitomize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will definitely lead mankind to
the new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rigin Tracing院A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Prehistoric China Zhao Jiuzhou
In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prehistoric part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tend the time rang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to prehistoric times. When 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Prehistoric China, we need to be interdiscipline consciou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we can trace ecology and culture back to their origins so a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own times
and ourselves. We also need to work hard to clarify the concept, goal and methods in our study.

A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uzhou袁Pengze County袁Jiangxi Provinc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Hao
Located in the marshland northwest to the town of Pengze, Liuzhou渊Willow Islet冤 came into being due to the divers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Zhengtong period of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naturally-formed dense woods of willow trees in the
islet, hence the name. Liuzhou is among the eight beautiful scenes of Pengze for its Liuzhouningwu 渊Foggy Willow Islet冤. In
the process of managing and developing Liuzhou, there have always had two totally different opinions. In history, Liuzhou had
repeatedly been appropriated and destroyed, but each time Pengze residents called for restoration of Liuzhou,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ocal officials planted willow trees again and again in the islet. Liuzhou爷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wil鄄
low woods爷 importance to Pengze residents,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lead to several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uzhou.

The Change of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Drinking water in Hu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Zhiping
Most of the drinking water of Huzhou residents was surface water from rivers袁streams, springs and so on during the peri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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