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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符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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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符号社会在人们不经意间来临，国内学人已从不同的侧

面做过一些分析，而解构主义符号学则从学理上为后符号社会的研究

打开了思路。后符号社会是对符号社会二元结构的逆转和反叛，通过

强调言语、能指和聚合，展示出后符号社会的新的文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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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scholars have done lots of research on post symbolized societ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when it comes into our life. Deconstructing semiotics opens a brand-new way for
post symbolized society research. Post symbolized society is the reversion of the dual structure of
symbolized society by emphasizing on language、designation and aggregation which shows a new
cultural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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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在什么时候出现，这可能是一个永远难解的谜。但是，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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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出现就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它把人类从前符号社会带入了

符号社会，从此人类有别于一般动物，一跃成为“符号的动物”。[1]

符号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人类，符号不仅帮助人类改变了物质生产的

方式，简单到一个螺母，复杂到一架航天飞机，人类可能通过符号进

行设计、演算、推导，人类科技水平就此一步步得到提高；符号还改

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文化的传播方式，符号的出现使人们之

间的交流不再限于面对面，而对历史的记忆也不必身在现场；符号更

重要的是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思维的深

度和广度是没有极限的，符号的触角可以伸向任何一个未知的领域。

总之，借助于符号，人类克服了自然界和人的生物性局限，具有了超

越性。

符号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时候，其自身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

变化，一开始也许人们并没有留意这种变化，但是当后符号社会悄悄

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时候，终于有人重视了。

一、后符号社会的理论梳理

后符号社会是笔者对当前社会的一种符号学角度的解析和判断，

这之前国内的学人并没有用这样的术语，但这不等于他们没有对此发

表过意见，概括起来有这样三类观点。

其一，符号泛滥说。这一观点是由蒋原伦提出，他是目前国内最

早关注符号变异的人。1995年蒋原伦在《符号泛滥：当代审美文化剖

析》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符号泛滥的问题，他认为，在漫长的农业社会，

符号产生的速度缓慢，数量也很少，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它、规



整它；到了工业社会，符号产生的频率加快,符号的种类繁多，人们

整理符号的能力虽然随之增强，但是，由于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膨胀、

交叉、覆盖及由此而带来的歧义、含混，人们已经面临着困惑。进入

后工业社会，在高科技的推动下，社会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制造大量品

类相同或相异的符号, 并且经由商品社会和大众传媒迅捷地将它们

传递开去，面对这些意义稀薄和匮乏的符号，符号的神圣性、权威性

受到严重打击，人们更再也没有兴趣和精力来对符号进行规整，作为

体系而发挥作用的符号的功效一落千丈。[2]

其二，符号危机说。这一观点主要由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

演》一书中提出，他在书中辟一专章论述“当代社会的符号危机”。

赵毅衡是从前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对比中阐述符号危机的，他认

为，前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们对理性和知识，对人类主体有信心的社会，

后现代社会则一个人们被符号洪水所裹挟和淹没的社会，人们在不知

不觉中成了“符号的奴隶”；前现代社会是强制性的“全景控制”，后

现代社会是符号调节下的元语言控制；前现代社会是巨无霸管理机构

下的大体积重型工业物质生产，后现代社会则是以“符号方式管理欲

望符号生产”。赵毅衡总结了当代符号危机的四个特征，一是“无限

地追求对欲望的欲望”，二是“娱乐迫使意义在场结束”，三是“反弹

单轴化”。[3]

其三，符号异化说。这一观点散见于各家刊物,有人从信息社会

的来临看到了符号异化,“也许可以一般地说,在工业社会中物的异化

(更具体地说是机器等人造物) 是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在信



息社会中则是符号异化现象成了最主要的异化表现形式”，[4]作者认

为这是因为信息社会具有虚拟性，网络是一个热闹的“假面舞会”，

人际交往变成了“假面人”的交往，是符号与符号的交往。有人从消

费社会的角度解释符号的异化，“消费时代把一切变成商品, 又把一

切商品变成符号, 一切商品只有变成文化才能被消费”，[5] “现代

社会毋宁说是一个商品的世界, 不如说是一个符号的世界。在这个由

符号编码、符号操控的商品社会中, 人和物通过一种抽象力量重构为

商品——一种可以用单调的数字来标记的符号。这时候,使用价值已

不再是第一位的, 交换价值才是主要的。而交换价值又被符号所控制,

拜物教也就成为对符号的崇拜, 所以, 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

就是符号价值的生成”。[6]还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发现了符号异化

的征候，后现代社会对符号进行了解构，本来“意义是符号的灵魂, 通

过意义结构在各种文化中的外化和具体化是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体

现”，但是“后现代生活中,原有的符号‘协议∕意义’被彻底颠覆,

符号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游戏符号’, 它失去了意义的参照系, 变成

了不缺的无意义的‘意义’”。[7]

二、后符号社会的学理：从结构到解构

很多时候，理论的演化和更替往往是对现实的一个隐喻，从结构

主义符号学到解构主义符号学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后经雅各布森和列

维－斯特劳斯的阐扬和发展，而成为影响巨大的理论方法。这其中索

绪尔既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又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著作



《普通语言学教程》被奉为结构主义圣经。据考证，在西语中结构概

念自古有之，这个词的拉丁文写作“Structum,”, 意思是指“经过

聚拢和整理, 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这一概念适用范围极

广，几乎可以指任何东西，小到一粒沙子大到一座高楼，小到一个单

词大到一部小说，都具有结构的特征。索绪尔将这一概念用于语言学，

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归纳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4项法则, 它们

分别是: 1.共时与历时；2.语言与言语；3.能指与所指；4.系统差异

决定语义。这一归纳后被结构主义奉为圭臬。

事实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因为在

他看来语言就是一种符号，他认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

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8]在索绪尔的结构

符号学中，他的4项法则其实并不对等，而是有所偏重的，比如在共

时与历时中，偏重于共时，他说：“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9]

在语言与言语中，偏重于语言，他说：“语言与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

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

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和规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

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以首要的地位，就在

一个不容许作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一种自然的秩序。”[10]因

为语言是规约，是秩序，规约和秩序显示了对运用者的统治作用；在

能指与所指中，索绪尔更重视所指，他说：“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

它本身不可能属于语言。它对于语言只是次要的东西，语言所使用的



材料。”[11]而“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12]

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不仅对语言符号的研究另辟蹊

径，而且也给了西方学界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所以，他的结构主义理

论一经诞生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用结构主义理论去研究各种社会

现象，形成了丰富的成果，如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结构主义人类学、

结构主义教育学等等。

然而，西方理论自古就有自我质疑、自我批判的传统，结构主义

尚未衰微，解构主义便应运而生。“解构 ”( deconsruction) 一词,

从字义上看是颠覆、摧毁、拆解的意思。解构主义是上世纪60年代，

首先由德里达倡导，后经美国耶鲁学派的传扬而蔚为大观。解构主义

是具有明确针对性的一种学术思潮，它的解构就是针对结构而言。比

如，解构主义否定结构主义认定的结构的稳定性特征，认为一切人为

的结构如文化结构、社会结构都缺乏稳定性，因为它们往往不受自然

法则和因果律支配, 而取决于人的复杂意向。又如，针对结构主义所

认为的通过表层结构可以深入深层结构，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

律，结构主义认为，并不存在结构主义所谓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律和

基础, 也不存在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但是，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最

重要的解构是把目标对准了其所苦心经营的二元模式，结构主义将索

绪尔的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

指、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

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

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



文化现象。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则说：“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

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

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

构这个对立的命题归根到底，便是在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

过来”。[13]就像结构主义是围绕着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

与历时建立一样，解构主义也从这二元关系上进行解构，比如他们认

为语言对于言语而言，不可能是一种永远不可变易的规则和秩序，它

总会被新的言语形式和内容所突破和改变；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也不可

能像结构主义所说的那样稳定，而是随着不同的语境和历史发生变化

和转换；结构主义重视共时性忽视历时性，则显然是轻慢了符号间相

互影响、相互对抗的“文本间性”。总之，解构主义的解构，“已不

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 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构。或者说, 解构的意

义并不单纯限于语言学和文学领域, 而已经成为一种意义更为广泛

的文化解构或解构式的文化研究”。[14]解构主义的触角因此伸进各

种领域，如政治、文学、历史、建筑、教育等等。

解构主义的出现，既是对结构主义理论上的挑战，也是对当时符

号社会的一种反省，所以当它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批判和瓦解时

候，也是对符号社会的反思和质疑，并且预示了一个新的符号世界的

到来——后符号社会。

三、后符号社会的现状：二元结构的逆转

当解构主义从理论上对结构主义进行颠覆和拆解时，作为响应，

一个后符号社会已悄然而至，后符号社会是对符号社会二元结构的逆



转和反叛。

那种建立在语言和言语关系上的符号社会，是一种用语言的规

则、秩序去规范、制约言语的社会，即由统治阶级运用意识形态的工

具去控制社会，使所有的社会表达（言语）都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

这就是索绪尔语言至上论的社会表现。这一切在文字出现之初，甚至

当印刷术和电子媒介（如电视）出现时，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

说印刷术的出现带来了文化的普及，电视机的出现拓宽了人们的视

野，但是书籍也好，电视节目也好，还是规则和秩序筛选、组织后的

结果，而且它基本上还是一种单向的传播，只传送而不倾听或者不在

乎交流。只有当互联网出现之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根本改变，在互联

网上，言语逃离了语言，自由颠覆了规则。那种过去只能由国家才能

出版的书籍、发布的节目、消息，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去书写、

去发布；那种只能按照国家的统一口径才能表达的思想，换而成为得

自于自我情感表达或理性思考的众声喧哗。虽然有人竭力想再用规

则、秩序去控制互联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再也不可能像控制印

刷品和电视节目一样去控制互联网了。

能指与所指的提出被认为是索绪尔对于符号学的杰出贡献，布鲁

恩·延生说，索绪尔“同时构想了语言的声音和概念两个方面，十分

清晰地阐述了两者的本质以及相应的心理过程……两种差异的结构，

它们通过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得以整合”。在索绪尔看来,这种

整合能指和所指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力量,而且一旦经过整

合,能指与所指就像一张纸的正面与反面,“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



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

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16]所以，在符号社会能

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符号的增长也是缓慢的，因

为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更注重于物质生产，人们的符号欲望

还没有觉醒，没有被激活。但是到了后符号社会就不同了,有两个现

象是索绪尔没有预料到的,一是符号的急剧扩张,一是能指对于所指

的挣脱。在一个物质相对富裕的社会，人们对精神的关注更甚于对物

质的关注，对于意义的追问更甚至于对于物质的享受，由此带来的思

想活跃必然伴随着符号的衍义，另一方面政治、伦理、文学、艺术、

宗教领域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不断制造各种各样的术语、观念、

故事，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从而造成了每天令人不堪重负的海量

符号，就像物质生产一样，今天已经不是符号匮乏的时代，而是一个

符号过剩的时代，而这种过剩随着能指对所指的挣脱越发严重。这一

挣脱是由于商品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中的消费观念的渗透所带来

的。如果说一件商品，它的外形、样式、风格是它的能指，而实用性

则是它的所指。那么，在一个以生产为主消费为辅的社会，人们在生

产一件商品时，注重二者的统一，在购买一件商品时，也注重二者的

统一，如果二者错位，人们宁可买那种外形不太理想，却更实用的商

品，而把那种外表好看却不实用的商品，叫做“华而不实”。但是，

进入消费社会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消费社会，生产商通

过电视和网络，把那些可以在实体商店去摸、嗅、试的商品，放到了

一个屏幕上，变成了一个个图像，你只能看到，却再也摸不到、闻不



到，更不可能试一试。那么，用什么方法让你觉得值得购买呢？广告。

广告让商品的能指——色彩、样式、风格，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

之间建立起地位、品位这样的隐喻关系，从而屏蔽和掏空了商品的所

指——使用价值，造就了“能指优势”，用杰哈利的话说：“资本主义

的生产系统，已经挖空了商品的真正意义，而广告的作用就在于，将

另外的意义填补到这个中空的外壳里。”[17]这在符号学上就是能与

所指的翻转，“能指不再指向特定的所指，能指成了控制所指的意识

形态，建立了能指的形而上学。”。[18]

组合与聚合也是索绪尔符号学的一条重要原则。组合关系是指

“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以语言的

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聚合

关系是指“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

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19]但是在这二者关系中，索

绪尔更偏向于组合关系，他说：“我们不是通过孤立的符号说话的，

而是通过符号的组合，通过本身就是符号的有组织集合体说话的。”

[20]索绪尔的这一观点也适合符号社会的状态。人创造了符号，营造

了符号世界，生活于符号世界，人本身也是符号，而且是最活跃的符

号，但是在漫长的符号社会中，个体的人大多被组合关系织进一个更

大的表意系统中，缺少自我选择和表达的可能。这其中有一定的必然

性，在符号社会，社会需要凝聚力量共同地去战胜自然，创造丰富的

物质财富，解决人的生存问题，所以倾向于将社会表意系统一起来，

个体的聚合让位于集体的组合。但是，后符号社会带来了人的符号主



体意识的觉醒，人们觉得社会的集体表意带有某种强迫性、一元性，

不能代表自己的意志、思想和情感。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观念的多元化，

人们敢于拒绝那种不符合自己意愿的组合，而愿意从更宽轴的社会符

号中选择自己的组合对象，从婚姻家庭、朋友群落到单位同事，从微

信、博客到缜密的理论体系。

后符号社会是我们当下生活着的社会，史蒂文·康纳曾说：“认

识同时代的事物是困难的。人们常说，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事后

才能获得和拥有。”[21]从这一意义说，作者的论述是勉为其难了，

那么这篇短文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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