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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文学艺术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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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符号首先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模式”，是人把握世界的中介。人类符号建模的发生过程存在
三个序列:行为建模、语言建模、符号建模。其中，语言诞生是关键。语言具有对象化及符号化能力，它不仅将
行为建模转化为“行为语言”，并且协同行为建模共同构造了其他所有符号。人的世界和文学艺术世界就是
由各式各样的符号建构的，因此，最终都可以用“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二维张力结构加以解释。这种二维
张力结构决定着:人与世界之关系既是一元的，又是二元的。西方理论之所以难以摆脱语言中心主义、理性中
心主义，难以超越二元思维，其原因就在于忽略了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存在着实质性差异，认为语言可以单独
解释一切其他符号，这就势必走向谬误。唯有从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的二维张力结构入手，才可以对文学艺
术和文化实践做出更加贴切的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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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术语“符号”及“符号学”，赵毅衡做了十分
细致、精当的辨析。他以开阔的视野，梳理、比较了中外
学者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符号是
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
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与此相应，他将符号学定义为“关
于意义活动的学说”。①较之于此前的中外学者，赵毅衡
对符号及符号学所下的定义更加妥帖、简洁，有效澄清了
种种谬误。我们认同这些观点，特别是他在定义中涉及
“意义的感知”，更切中符号的实质。不过，在他的整体阐
述中，赵毅衡似乎更加看重符号在交流过程中“表达意
义”的用途。正是在这里，我们与赵毅衡的观点存在某些
不同。我们首先把符号视为人关联世界、把握世界、感知
世界的中介，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生成表达意义的符号交
流用途。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所说的符号学主要是从认
知的角度来思考符号问题，是在更加基本的层次上看待

符号活动，它应该被称为“认知符号学”，更多地从西比奥
克符号学思想中汲取营养。

一

在符号学领域主要存在两条研究路径: 其一是索绪
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以语言作为典范来思考符号问
题，或曰语言学模式的符号学; 其二是皮尔斯 ( C． S．
Peirce) 以现象学为基础，把符号活动视为符号( 代现体) 、
对象、解释项三元构造的逻辑—修辞学模式的符号学。
索绪尔的符号思想学影响巨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等，都以其为思想基础发展起来并蔚为壮观。
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认可，并逐渐成为西方符号学主流。此后，中西方
符号学基本上沿着这两条路径，不断深化对原有符号理
论的研究，但更多的是把原有理论具体运用到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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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符号学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
除了索绪尔、皮尔斯之外，西比奥克( Thomas A． Se-

beok) 走的是另一条路径。虽然西比奥克继承了皮尔斯的
符号学思想，但其立足点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他不再仅
仅把符号置于交流过程来考察符号表征，也不仅仅把符
号活动局限于人的解释活动，而是在更基本的层次上，首
先把符号视为生物体与世界打交道的中介，视为生物体
与世界之间建立“模型”来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是
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符号系统的生成。其主要理论
立场已经不是现象学，而是认知科学。符号表征和解释
的作用则是建立在符号建模基础上的。遗憾的是，在符
号学界，西比奥克本人虽然受到极大尊崇，但其核心思想
并没有成为符号学的重要遗产。一方面，在批判人类中
心主义的思想潮流中，他提出的“总体符号学”以被误释
的方式得以流传; 另一方面，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发展则
促成认知科学与符号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在西方学界，认知科学已经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前
沿学科。随着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
绩，特别是脑成像技术的实质性突破，认知科学也从原先
倚重符号学转而日渐离弃符号学，专注于运用科学实验
手段来探究人的大脑，探究“神经元的活动是如何产生出
主观感知、思想和情感的”②。应该说，这是当代科技带
给科学研究的一大进步，而同时也是理论的退步。神经
科学、脑科学固然揭示了大脑运作的奥秘，将原先隐蔽不
彰的大脑的神秘运行“可视化”，以直观方式显现于荧屏
上，让人知晓在认知活动中神经元究竟建立了怎么样的
关联，但是，对于揭示人的体验、感知、无意识、意识，特别
是文学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和文化实践来说，却仍然隔着
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

神经科学、脑科学只能为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实证
性素材，要真正了解人的体验、感知、无意识、意识以及文
学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和文化实践，就不能局限于人脑或
人体之内，还必须把人类活动置于更广阔的空间，把理论
视野扩大至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来考察，了解人
与世界之间是如何建立联系的。事实上，这种联系并非
直接的，而是有中介的，其间，符号建模就起着中介作用。
正是符号建模，沟通人与世界，使人能够把握世界。这就
必须了解符号究竟是如何发挥动态建构作用的，由此才
能真正了解人的体验、感知、无意识和意识，进而探索文
学艺术、审美活动和文化实践的奥秘。在《世间有生之物
即为生命》中，埃尔瓦·诺埃 ( Alva No) 就指出，无论体
验、感知、意识都不能单纯从大脑内去探索，他说: “没有
哪种脑部扫描技术，能够揭示意识活动的本质，因为意识
的本质并不是发生在大脑里。”“‘仅凭大脑就足以作为意

识产生的充分条件’等说法就像巫术里的咒语，不足采
信。”③要打破这个巫术咒语，就必须重新把人置于世界
之中来思考双方的交相建构。符号首先就是“关系模
式”，它既是人与世界交相作用过程建构的产物，又塑造
着人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并决定着双方的相互关系，
决定着各种感官活动。由此，才可以进而探索文学艺术
活动和审美活动，乃至所有文化实践。认知科学所取得
的当代成果将仍然为我们所重视，它成为我们理论探讨
的重要资源和验证理论的实践支点。这正是我们倡导认
知符号学的缘由。

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思想是我们建构认知符号学的基
础，同时，吸收皮尔斯、索绪尔的符号学观点并加以综合。
这并非任意的理论杂糅。事实上，他们所讨论的是不同
层次的问题: 西比奥克从最基础的层次上思考生物体与
世界交往中如何建立关系模型，进而构建起整个符号建
模系统;皮尔斯则主要思考人类符号活动“三元结构”及
其特征; 索绪尔又专注于语言符号结构及系统的共时分
析，他所说的“概念 /音响形象”( 所指 /能指) 虽然也可以
理解为“对象 /符号”，而实质上他是将其作为“符号”整体
来考察，对象和解释项则悬置不问。因此，我们完全可以
将各家观点加以熔炼、融合。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参照西
比奥克的符号学思路来讨论建模活动的发生和演变; 以
皮尔斯的符号三元结构来定义符号活动; 以索绪尔的符
号观点来探索语言符号的独特性，进而吸收奥斯汀( J． L．
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来阐释语言符号活动的特征。

西比奥克从所有生物体出发来思考符号建模问题，
在整体上阐述了符号建模系统，并提出“总体符号学”的
设想。其中，“模拟”是建模发生的基础。其实，这种强调
“模拟”的观点仍然是在二元论的框架中思考符号问题。
与西比奥克不同，我们则不以“模拟”作为符号建模的基
础，而是直接把建模视为“关系模式”，是生物体不断调整
自身“行为”来适应环境，由此建立了特定的关系模式，我
们称之为“行为建模”。这是一个关键性修正，它让我们
避开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出发点。
我们认为，生物体必须借助于行为建模，才可以把握它的
世界。认知科学所发现的感知与运动系统密切关联，就
证实了这一点。只有在人类意识生成之后，在意识与意
识对象的框架里，真正意义的“模拟”才得以发生。正是
从这里开始，我们不仅与西比奥克产生了分歧，而且有了
许多新发现: 我们既注意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建模活动的
连续性，更注重人类与其他生物体之间建模活动所存在
的本质差异乃至断裂，探讨了造成这种差异和断裂的根
源，更加深入地分析各类符号的成因及其不同特性，由此
出发来阐释不同的符号建模与体验、感知、直觉、认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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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无意识的深刻关联，进而去探究人之世界的建构、人
类文化实践和文学艺术创造。唯有抓住生物体建模活动
的发展过程和序列，我们才可能真正了解人与其他生物
体之间的连续性，了解人区别于动物之本质，了解文学艺
术活动、审美活动以及文化实践极其复杂的内在机制，并
对它们做出全新的阐释。

二

我们把人类建模活动的发生过程划分为前后相继、
相互渗透的三个序列: 行为建模、语言建模、符号建模。
行为建模是所有生物体适应自然的基本方式。生物体以
自身的行为关联自然，调整行为以适应自然，并在不断重
复中建构起行为模式，这就是行为建模，它没有必要如西
比奥克所谓的那样以“模拟”作为基础。在这一过程中，
生物体积累了无意识经验并因此形成本能。行为建模将
生物体与其自然环境结合为一体，环境则成为生物体的
“生物场”“生命场”，成为生物体身体的自然延伸。

一方面，人类继承和发展了生物体的行为建模;另一
方面，由于自身活动的独特性和经验的爆炸性增长，特别
是群体交流的需要而出现了语言建模。语言建模是在行
为建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行为建模所塑造的无意
识经验的归类、凝聚和抽象，既源自于行为建模，又不同
于行为建模，双方不能通约。④从行为建模到语言建模是
一个飞跃性发展。如果说，行为必定是身体行为，无法离
开身体而独立，它只能把世界纳入己身来构建一体化的
“非对象性关系”，那么，语言则因其相对独立性而将人与
世界相区分，在人与世界之间构建了“对象性关系”。

自此，世界开始以人的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于人面
前，一个澄明的世界诞生了。与此同时，人类意识也诞生
了。语言、意识、意识对象( 对象世界) 是同步生成的。

认知科学利用大脑神经实验对人的意识研究做出了
重要贡献。在谈到人的意识时，迪昂 ( Stanislas Dehaene)
提出了“意识是全脑信息的共享”的观点。他指出，在脑
神经活动超过知觉阈限时，就像突发的雪崩，它似乎在传
播过程中积聚力量。这一过程不再限于与邻近区域的神
经元突触建立点对点联系，更重要的是也与有着长轴突
的神经元建立联系，它们通过胼胝体跨越了两个脑半球，
相互投射，紧密连接，形成全脑交流系统信息共享。“当
所有的信息汇聚时，意识知觉也就产生了。编码这个意
识内容的细胞集群遍布整个大脑，由不同脑区提炼的相
关信息的碎片之所以能够整合，是因为所有神经元通过
长轴突神经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保持着同步。”⑤迪昂所
说的“全脑信息共享”固然是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却仍
然停留于对意识状态的神经描述，要真正破解意识之谜，

还必须做出更加深入的讨论。我们认为，导致不同大脑
区域建立长距离联系并使信息相互汇聚的关键因素就是
“语言”。在语言形成的过程中，一方面来自不同脑区的
阈下感觉经验投射并凝聚于语言; 另一方面大脑语言功
能区也同步形成。于是，人脑不仅与具有物质性、外在性
的语言建立多种关联，而且通过胼胝体在左右两个大脑
半球间建立起长距离的内部联系，将所有信息相互汇聚，
形成“全脑信息共享”，上升到意识阈限。语言建模过程
也即意识及意识对象的生成过程。认知符号学的观念不
仅可以解释意识与“全脑信息共享”的关系，而且可以很
好地解释迪昂的意识理论难以解释的“裂脑人实验”。
“裂脑人”在左右脑失去大部分神经传导的状况下仍然具
备意识能力，就因为语言承担了全脑信息共享的投射功能。

人的感觉与运动神经系统密切相关。假如感官所接
收的信息只停留在感觉与运动神经交互过程，而没有与
语言区形成关联，那么，这种感觉就依然是零碎的，尚处
于意识阈限之下，行为则属于无意识本能。唯有语言才
具有对经验的分类、凝聚和抽象功能，才可能通过大脑内
部或外部两种渠道形成全脑信息共享，构建人的意识。
语言是凝聚和调节种种信息的核心要素，它成为意识活
动及认知活动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意识即关于对象的意识。语言让人类赢得了对象化
能力，也因此赋予语言自身以符号化能力。语言不仅可
以把种种事物设立为对象来看待，而且试图对事物之意
义做出解释，因而该事物也就成为一个表达意义的符号。
语言还可以将人类自身之行为( 动作、姿态、表情) 作为意
识对象来解释，并且由于行为构建了无意识经验，也就必
然体现着无意识经验而成为无意识经验的表征，成为一
种独特的符号活动，我们称之为“行为语言”。“语言被看
作是把行为潜势变成意义潜势的编码; 或者说是表达人
类生物体在互动过程中‘能做’什么的手段，这一手段就
是将‘能做’什么变为‘能表达’什么。”⑥从这一角度看，
语言建模固然以行为建模为基础，是行为建模所获得的
无意识经验的积累、凝聚和升华，但是，行为作为一种真
正意义上的符号，也即行为语言，恰恰是在语言( 或意识)
诞生之后，是言语行为将行为对象化、符号化的成果。人
类就同时享有各式各样的符号活动形式: 言语行为、行为
语言以及其他各种符号活动。

事实上，在语言将事物对象化、符号化之际，行为建
模早已在物我双方建立了关系。准确地说，在任何事物
转化为一个符号的背后，都隐含着两类建模活动: 行为建
模与语言建模。正因如此，所有其他符号活动都可以用
行为语言( 行为建模) 与言语行为( 语言建模) 协同作用做
出解释。所以，我们把行为语言和言语行为称为“原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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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其他符号则称之为“次生性符号”。至此，我们还
应当对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元关系做出适当修
正:其中的“解释项”并非如皮尔斯所说只有一元，而是同
时并存着两类性质迥然不同的解释项，即言语行为与行
为语言，双方共同构成了不可抵消的张力场。

言语行为和行为语言是人类最为本己的两类原生性
符号活动方式，两者间既存在连续性，又存在断裂。只有
我们把人与世界之整体关系纳入研究视野，我们才能真
正理解符号的本质及其特性; 也只有我们把符号视为人
与世界相互关联的中介，我们才能了解人的无意识和意
识，并且发现无意识经验与行为建模的关联，意识与语言
建模的关联。在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关系
模式:人通过行为建模与世界打交道，与世界构建了“非
对象性关系”( 物我相融) ，并为自身塑造和积淀了无意识
经验;人通过语言建模与世界打交道，构建了“对象性关
系”( 物我区分) 及人类意识。这是人类两种把握世界的
方式: 前者体现为体验、直觉、悟解; 后者则表现为观察、
分析、认识，并由此反思，人类精神、理性就奠基其上。人
与世界之关系既是一元的，又是二元的。

人与世界之间就同时并存着两种既不相同又相互交
织、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关联方式。无论视觉、听觉、触
觉、味觉、嗅觉背后都同时隐含着这两类建模活动。其他
各式各样的符号都奠基于行为建模和语言建模的基础
上，是双重建构的成果，并且可以通过这两类原生性符号
的二维张力结构加以阐释。自此，人类运用各种符号来
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同样也借助于各种符号来从事文化
实践和创造文学艺术的审美世界。符号活动在人与世界
之间搭建了桥梁，我们不仅可以研究符号活动本身，而且
可以借助于各种符号，特别是原生性符号来探索所有人
类实践活动，探索人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探索千姿百
态的可能世界。

三

《庄子·秋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见到渠中
游鱼，不禁十分感慨:“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结伴
同游的惠子却不赞同庄子的看法，反驳道:“子非鱼，安知
鱼之乐?”双方为此争执不下。⑦其实，庄子正是借用这个
故事来说明，人具有不同的看待事物方式。我们则认为，
在这两种不同的观看方式背后就隐含着不同倾向的符号
活动:行为语言、言语行为。任何人都同时享有这两类原
生性符号方式，他既可以与鱼儿融合一体来体验鱼儿之
乐，又可以将鱼儿作为对象来观察，与对象保持着理性距
离，并且两种方式之间可以相互渗透，侧重点可以自由转
换，他既体验着，又认知着，以此来把握他的世界。这是

一个张力关系不断变幻的二维结构，时时刻刻处于相互
过渡状态。

文化是人类符号活动的成果。由于各种符号都是经
由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双重建构的，因此，所有文化活动
最终都可以用这两者间的协同作用做出阐释。约翰·塞
尔( John Ｒ． Searle) 曾对人类文明的结构做出深入分析。
他从“宣告式言语行为”入手，来阐释“制度性事实”究竟
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从而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机制。
应该说，塞尔的阐释具有严密的逻辑，极其精辟。他颇为
自豪地说:“一旦你明白了宣告式言语行为创立制度性实
在的力量，即创立政府、大学、婚姻、私有财产、货币等实在
以及其他所有的制度性实在的力量，你就可以明白: 社会
实在与用来创立它的语言一样，具有简明而巧妙的形式
结构。”⑧但是，塞尔阐释的人类文明图景，似乎更像由冰
冷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制度牢笼。其实，塞尔恰恰犯了语
言中心主义的弊病。宣告式言语行为“既有话语向现实
适应，又有现实向话语适应”的双重趋向⑨，在创立制度
性事实的过程中固然发挥主导性作用，但是，制度性事实
本身却离不开习俗。最初的制度性事实就是习俗。制度
性事实并非仅仅依靠宣告式言语行为凭空设立，而是建
立在对习俗做理性反思的基础上; 而习俗就是仪式化、结
构化的行为，也即行为语言。因此，任何制度性事实都离
不开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双方的共同作用，只不过随着
人类理性能力的发展，宣告式言语行为将愈益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习俗不断受到制
度性事实的侵蚀和改造，行为及行为语言也不断经受制
度性事实的规训和重塑。不过，这仍然只是文明发展的
一个侧面。创立制度性事实不能不权衡外在利益与自我
目的性的关系，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即制度性事实的设
立越来越向人本己的目的倾斜，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简
化，越来越有利于发挥人的潜能，在其背后就是行为语言
起着校正作用。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在人类文明的建构
过程中，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交相作用的内在机制。

行为语言、言语行为间的二维张力结构，虽然关系不
断变换，但是，对不同民族而言，却存在各不相同的主导
倾向，由此生产出特征各异的民族文化。可以说，行为语
言与言语行为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特定民族的“文化基
因”，双方的张力关系及主导倾向，从根本上决定着民族
文化的独特性。譬如汉民族的家庭家族观念，重视人际
关系和风俗习惯，赋予“礼教”以非同寻常的崇高意义，将
“行”置于优先于“知”的重要地位，习惯于“摸着石头过
河”的直觉经验，以及“天人合一”观念; 而西方民族所追
求的个体性、理性主体以及逻辑思维倾向、科学精神和契
约精神……种种差异都不能不同行为语言、言语行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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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立的二维张力关系的特征密切相关，文化特殊性是
由其主导倾向所决定的。

文学艺术活动的独特性则在于: 它是行为语言与言
语行为的深度融合。在文学活动中，当作品采取塞尔所
说的“虚构式言语行为”，悬置言语意向与现实的纵向关
联，以横向惯例构建一个想象的虚构世界⑩，现实生活中
的压抑就被取消了，沉睡于深层无意识中的潜能则被释
放，行为语言记忆赢得了自由喷涌的机缘，并与言语行为
发生深度融合。于是，一个切中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经
验、令人陷身其内、深感陶醉的审美之境就瞬间展现了。
人们所说的诗性、文学性、审美性就源自于这种深度融
合。在文学活动中，行为语言与言语行为既深度交融、又
性质悖反的独特关系，就已经注定文学本身具有多面性。
其他各种样式的艺术活动也可以同样作此理解。当我们
从认知符号学角度来探析文学艺术问题，它们自相矛盾、
亦此亦彼的独特性质，活动过程那种神秘的创造力以及
难以索解的韵味、神韵、氛围、移情、通感、先验、共通感等
等，乃至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形态，都可以得到更加明确
的阐释。

对文学艺术构建一个可能世界而言，这个世界与现
实世界是相互平行的，文学艺术也因此享有独立性和自
主性。但是，由于各种符号，特别是行为语言、言语行为
本身就产生自人类社会活动，人际交流的需要迫使它们
不得不遵循“社会规约”，这就势必打上社会印记。社会
规约就处在历史传承与社会关系的交集点，构成了一张
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不能不受到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
的塑造;反过来，既成的社会规约又区分出不同群体，构
建起社会秩序。社会规约最充分地体现着特定社会的结
构特征，也深刻揭示出人物个性中的历史内涵。正是它
成为沟通文学艺术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内在桥梁，
并通过这一桥梁反作用于社会现实。以往关于文学艺术
独立性与社会性、审美性与功利性、精神性与身体性、理
性与感性的论争，终于可以在认知符号学的理论视野中
得以化解。

符号之为符号所服从的规范性往往并非单一的，而
是多元的，包含着自然与社会的两极。即便是自然符号，
也不仅仅服从于自然的规范性，只要符号进入社会交流，
它就不能不打上社会烙印，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社
会规约的规训。“意义是一种社会行为，受社会结构的制
约。我们的表达习惯是指与我们自身相似的人群的表达
习惯，而这群人则是定义我们符号社会的参考群体。任
何人一生中在同一城市由一个社会集团转向另一个社会
集团，例如，从中等阶层家庭转向工人阶层，或是相反，他
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得不逐步学会表达不同的事

物。”瑏瑡韩礼德( M． A． K． Hanlliday) 正确地指出符号意义
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这里，他所说的“人群的表达习惯”
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规约”。社会规约是在社会
群体中形成的，它恰恰是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与个人行为
的中介，既制约着个人行为和意义表达，反映着特定的社
会关系，反过来，又影响、调整着社会结构和秩序。阿尔都
塞( Louis Pierre Althusser ) 的“意识形态”、福柯 ( Michel
Foucault) 所说的“文化权力”，主要就是借道于更改社会
规约隐蔽地操控种种符号活动，重塑人的身体和行为。
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行为语言与三重规范性，即生命的
规范性、社会规约、智性规范的复杂关系，我们不仅对文
学艺术与社会现实的特殊关联、文学艺术可能世界的缤
纷多彩、文学艺术本身的历史性，以及文学艺术世界的演
变规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对人类社会生活
形态及文化形态做出一种新的分析。现实主义小说、浪
漫主义小说、童话和寓言、荒诞小说、神魔小说和科幻小
说……它们所构建的可能世界的特殊性，就根源于三种
规范性的结构关系及主导因素的变化。瑏瑢

认知符号学为探讨文学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和文化
实践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考路径，奠定了更为坚实的阐
释基础。西方学界从语言论到符号论的跨越，原本为他
们摆脱语言中心主义和二元思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
机。可惜，语言的梦魇仍然纠缠着他们，在他们眼中，语言
学是符号学的典范，并且任何符号都可以单一地用语言
做出解释。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说:“符号和语义本
质上不是两种现实，而是两种先验界限，同时由人类的幼
年所界定。符号不过是自然的在人咿呀学语之前的纯语
言，人类为了说话所共享之，但幼年的巴别塔却永远避开
他。”瑏瑣正是片面强调符号与语言之连续性这一误释把他
们牢牢地拘限于语言囚笼之内。即便他们想突出“身体”
来摆脱语言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和二元思维，在实际
上也必定落空，因为他们所说的身体仍然属于“认识对
象”，需要借助于语言来做出解释。在他们眼中，语言是
可以独力解释一切的万能的“元符号”。这实际上是对身
体的阉割，对生命的戕害，对经验丰富性的无视。身体只
能是处于世界中的身体，生命则首先是活动着、行动着的
身体。正是行为关联着身体与世界，并且创造着生命，塑
造着人的身体，塑造着人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恰恰
是在汉民族古代哲人那里，我们看到突破语言牢笼所做
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洞见，这也为我们构建新的认知符号
学提供了重要启示。从这里出发，我们将更清晰地发现
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根源以及中华审美文化的独特性。
同时，也为萃取和融合中西方文化精华，构建新美学、新
诗学和新解释学提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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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答濂溪居士》考辨
许和亚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 今湖南道县) 人，

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黄庭坚《濂溪诗并序》称颂曰:“舂陵
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山谷别集诗
注》卷上)黄庭坚另有《答濂溪居士》书札一通，移录于下:

前辱书累纸存问，久别，怀思增深，得此开慰多
矣。文字久欲以所闻改作，多病懒放，因循至今。张
南浦遣人行，适作就，忍眼痛，大字书往，不审可意
否? 知命学识与笔力皆进于旧，但学道绝不知蹊径。

今之学道者，类皆然尔。往虽久在江南，能明此事
者，不过三数人耳。颇有聪明，善于《般若》，文句似
与经教不悖。或苦行孤洁，不愧古人; 或放荡独往，

自能解脱。劄著并不知痛痒，可叹也。公既在湓城，

可那工夫过山，致敬归宗文老，此人极须倾盖乃肯动
手，不然只止以宾客待耳。真实道人不易识，直须高
着眼目。余事未能具道，千万珍重。( 《宋黄文节公
全集·续集》卷五)

宋代以来，学人多认为此处“濂溪居士”即周敦颐，并
视此札为周、黄二人交游的重要证据，甚至将作年上推至
熙宁五年( 1072) 周敦颐退居庐山之后。然“濂溪居士”实
为周敦颐长子周寿( 字元翁) 。

道潜《规师方外停云斋》诗云: “铭诗善摹写，居士亦
风流。”自注曰: “揭榜、作铭皆濂溪居士，居士即周元翁
也。”( 《参寥子诗集》卷七) 道潜与苏轼、秦观相友善，与周

敦颐二子周寿、周焘( 字次元) 亦有交往，作有《归周茂叔
郎中濂溪》( 《参寥子诗集》卷一) ，其自注应可信。

札中所言“知命”，即黄庭坚之弟黄叔达( ? ～ 1100 )

字。元丰四年( 1081) ～六年( 1083) ，黄庭坚任泰和县令
期间，周寿任吉州司法参军，两人为同僚。黄庭坚与周氏
兄弟多有诗歌唱和，诗题中“元翁”“周法曹”即周寿。元
丰六年，周寿、黄叔达皆在泰和县，有青原之游，黄庭坚有
次韵之作。札中“知命……可叹也”一段，应为答复周寿
问询黄叔达“学道”“蹊径”。黄叔达为佛教居士，黄庭坚
《赠知命弟离戎州》云: “道人终岁学陶朱，西子同舟泛五
湖。”( 《山谷诗集注》卷一三) 与札中所述相契合。

黄 《山谷年谱》编定此札为黄庭坚戎州时期
( 1098 ～ 1101) 所作，结合“多病”“眼痛”的自述，应为可
信。此时周敦颐已去世二十余年。札中“归宗文老”，即
庐山归宗寺真净克文禅师，黄庭坚劝身在湓城( 今江西瑞
昌市) 的周寿从之学佛。周寿学佛确实不虚，朱熹曾批评
他“与苏、黄游，学佛谈禅，盖失其家学之传已久”( 《晦庵
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〇《答何叔京》) 。同时，元祐年间，

苏轼与周焘有座主、同僚之谊，守杭时期多有交游唱和。

苏轼《故周茂叔先生濂溪》、黄庭坚《濂溪诗并序》，即分别
受周焘、周寿的请求而作。综上可以断定，黄庭坚所答
“濂溪居士”为周寿而非周敦颐。

(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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