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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腾是初民社会集团意识的辨识标志!是一定的初民群体赖以从经验连续体或

物我不分的环境中界定自身的工具" 图腾的载体是可感知的实物!图腾的信奉者所诉求的是

从这一可感知的具体载体指涉或关联到不可感知的抽象观念"特定的图腾与指涉的观念之间

未必具有逻辑或物理意义上的根据!但一旦被有关初民社会所接受!就具有不可逆的文化规

范性"图腾符号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神话话语#宗教仪式#原始绘画等不同种类的符号

系统的元符号学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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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图腾的符号学研究前提

在一定的初民社会中"图腾反映了形而上的神话思维"并以其独特的动植物等载体区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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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共同体! 图腾的表现形态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其他自然或人工实体#都会在一定

的初民群体那里引起形而上的联想#而一定的初民社会选择自己的图腾系统#其主要功能就在

于将自身和其他初民群体区别开来! 从这一意义上说# 图腾是初民社会集团意识的辨识标志#
是一定的初民群体赖以从经验连续体或物我不分的环境中界定自身的工具! 但原始图腾的意

义不止于此点! 图腾的载体是可感知的实物#图腾的信奉者所诉求的是从这一可感知的具体载

体指涉或关联到不可感知的抽象观念! 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 特定的图腾与指涉的观念

之间未必具有逻辑或物理意义上的根据#但一旦被有关初民社会所接受#就具有不可逆的文化

规范性! 对这一文化规约#一定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都必须接受和遵守! 通过当下存在的此物去

代替或指涉缺失或不存在的他物#同时代替或指涉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规范之中#是符号

成立的基本条件! 绝大部分符号与所代替的对象之间所建立的符号功能关系#立足于经验或现

实的框架#而图腾符号与所代替的对象之间所确立的符号关联#其出发点则是形而上或神话的

世界! 国旗作为符号代表了经验世界中的民族或国家#而图腾作为符号代表或关联的则是初民

社会想象中的神灵和祖先!从这一角度考察#图腾的符号特性规定了图腾的符号学研究的前提!
图腾符号的物质载体不同于图腾符号的语用形态! 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图腾符号往往

成为神话话语"宗教仪式"原始绘画等的表现对象或主题! 在世界上的许多神话故事中#围绕图

腾编织的故事情节在表现图腾及其代表的观念的同时#扩充和丰富了图腾符号的意义! 众多的

原始宗教仪式也往往通过图像手段或身体姿势再现了不同的图腾符号#并在历时"反复的再现

过程中弱化或丰富了原初图腾符号的意义空间! 为数甚多的原始岩画和石刻也通过图像方式

诠释了各种图腾符号#并为探寻图腾符号的演变轨迹留下了实证的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

神话话语#还是宗教仪式或原始绘画#在表现图腾符号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元符号的功能#并充

当着作为目的符号的图腾符号的无限的解释项! 图腾符号的解释项#尽管表现为不同于图腾符

号的形式系统#但仍然是图腾符号意义的延伸和发展!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与离散性"实体性

的图腾符号单位相对比#神话话语"宗教仪式"原始绘画更多地表现为宏观文本性的符号单位!
前者在作为后者解释对象的同时#被包容于后者之中! 另一方面#后者作为前者的元符号#在解

释前者的过程中#与图腾符号紧密相关#并成为图腾符号的扩展形式!
考察图腾符号#最直接的符号学要素包括四个方面$
!" 图腾符号的表达或能指平面! 不同的原始部落或不同的神话共同体选择的图腾载体不

一样! 图腾的动植物之类的载体#既是自然物#而一旦用以指涉或表达不同于自然物的其他意

义#也就具有符号的功能#并充当符号结构的表达平面! 对不同的图腾载体的选择#反映了初民

社会对于经验世界连续体的切分方式之间的差异! 考察一下世界上各种原始部落的图腾载体

的分布状况#不难发现#特定的神话共同体选择什么样的图腾载体#也就是说#以什么样的动物

或植物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并对其进行反复"持续的符号化解释#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原始

部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确立的关系!换句话说#选择为图腾的动植物之于有关原始社会共同体#
往往是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或生存条件最密切相关的自然因素! 利益驱动原则决定了不同的神

话共同体选择并拥有不同的图腾对象#同时也对图腾符号的成立动机赋予了相似的理据性! 事

实上#对于图腾符号的动植物载体的选择#是在两条轴线上进行的! 一条是横向水平轴#在这条

轴线上选择的图腾载体往往表现为不同种属的动植物! 另一条是纵向垂直轴#在这条轴线上选

择的图腾载体往往是同一种不同属的动植物!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图腾载体的选择#不同的原

始部落各有不同#即使同一部落内部的不同氏族#选择的图腾载体也各有差异!
#" 图腾符号的内容或所指平面! 图腾符号的内容或所指平面应该立足于整个符号过程加

以考察#并且涉及到图腾符号所行使的全部功能! 具体讲#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某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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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所指物!"!#解释者对于图腾对象的态度!""$辨别一定的社会集团或神话共同体及其地

理疆界的区别性特征!%#$特定的亲属关系&
"$ 图腾符号的解释者& 图腾符号的解释者应该和图腾符号的接受者区别开来& 在一定的初

民社会’前者往往由享有特殊权利(社会地位较高的部族首领(长者或巫师等宗教神职人员充

当& 从这一角度看’图腾符号的认知(解读及运用’与政治特性不可分割&
#$ 图腾符号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的关系& 图腾的符号性表现在它和一定的所指对象之间

的意指性匹配关系’虽然这种所指对象存在于形而上的神话世界之中’而非经验世界中的可感

知的实体性存在& 图腾符号的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是有理据的’有一些则

是非理据性的’但理据性的基础并非物理意义上因果或相似关系’而是神话思维所认定的图腾

载体与一定的原始神灵或始祖之间前因后果式的神秘关联以及二者间的想象式的相似性&

二!原始图腾符号的所指侧面或意义纬度

图腾系统作为一种符号学实践’要求其解释者或利用者超越图腾符号的表达平面’并最终

到达图腾符号的内容或所指平面& 只有这样’图腾符号的解释者或利用者才能完成整个符号过

程"%&’()%(%$’由此’符号的能指才能和所指实现符号功能的匹配& 初民社会对于图腾符号的实

践’事实上经历了由信号到符号两个阶段& 对于图腾载体的选择’表现为对经验连续体的不同

切割方式& 在这一阶段’人们所作的还只是对图腾符号的表达平面的信号性劳作& 只有将一定

的图腾载体和一定的神话观念’或初民世界想象中的神灵或始祖联系起来的时候’图腾系统才

由信号阶段进入符号阶段& 当然’图腾系统的信号性劳作构成了图腾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符号的

第二阶段的必要前提& 对于图腾符号的内容或所指平面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 对于一

般符号意义问题的各种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不能不反映在对于图腾符号的意义或所指内

容的研究工作之中&
根据图腾符号意义的狭义研究方法’ 图腾符号的所指意义被理解为一定的想象性实体’如

某些初民共同体所认定的不可直接感知的始祖或神灵& 图腾符号所指涉的这些非经验性的始

祖和神灵’也正因其不可直接感知’更富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更容易成为宗教实践意义上的崇拜

对象’也更具有开放的符号意义空间’并因此而具有持续解释(重新发现的可能性&
对于图腾符号意义或所指内容的广义解释方法’事实上是将图腾符号在运用和认知的过程

中所涉及的各种要素都包容进来& 其中’有一些要素和图腾符号直接关联’而另一些则蕴含在

图腾系统的整个符号过程"%&’()%(%$之中& 实际上’图腾符号意义的广义解释方法具有以下几种

参照纬度)
*+ 指涉纬度& 图腾符号指涉一定的所指物’尽管这种所指物基本上属于形而上的虚构之

物& 但这种所指物并非图腾符号的实践者或运用者所能直接感知’而是归因于某种形而上的想

象& 根据这样的原始想象’图腾载体所依托的动植物等空洞化为符号’指涉着传说中的始祖或

神灵& 这里’ 图腾符号的意义作用方式 "’),&% )- %(./(-0(/.$ 从功能上又可以细分为指称性

",&%(./12(3&$(评价性"14451(%(3&$和规范性"45&%65(42(3&$等类别& 指称性的意义作用方式主要立

足于图腾载体指涉着某种形而上的神话对象’这是图腾符号最基本的功能& 评价性的意义作用

方式是基于这样的发现)一定的经验性客体与一定的形而上实体的对应蕴含着一定的神话共同

体的选择倾向’而这种对于图腾载体的选择以及特定图腾与特定始祖或神灵的组合反映了该原

始共同体所持价值观(世界观中的评价性成分& 规范性的意义作用方式则是指’由原始社会共

同体中的某一权威人士挑选的图腾载体一旦和特定的始祖或神灵匹配’并且这种对应关系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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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社会共同体所普遍接受之后!就具有不可逆的规范性!其中任何成员都不能任意改变这

种图腾符号关系"
!" 社会纬度" 一旦图腾符号从个别权威人士手中传递到一定原始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并成

为这一原始社会共同体的公共财富! 那么图腾符号自然就和社会纬度发生关联" 另一方面!一

定的图腾符号为特定的神话共同体普遍接受!就会成为该神话共同体!也即一定的原始部落或

氏族!与其他神话共同体区别开来的集团意识标志" 就神话共同体内部而言!普遍接受的图腾

符号维系着该原始社会共同体的和谐与团结" 图腾符号所承载的社会一致性功能正是图腾符

号社会纬度的典型表现" 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侧面具体加以佐证#$#% 拥有共同的图腾符号的

部落或氏族成员倾向于认为彼此血脉相连!同源同祖& 尽管实际上这些原始社会共同体的成员

血缘关系差别很大!但由于共同的图腾符号所带来的一致的集团归属感!使得他们常常彼此以

兄弟相待& $!%拥有共同的图腾符号的原始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倾向于认为他们受到图腾符号的

义务性约束!因此在部族间的战事中往往同舟共济’相互扶持" ($%拥有共同的图腾符号的成员

不仅把图腾符号视为区别于外族的标志!也常常借用为自我社会集团的共同称号&
$% 婚姻纬度& 图腾符号对其使用或实践者施加了婚姻关系上的限制& 这样的婚姻规则无疑

应该看作图腾符号意义的构成要素之一&不过!这一纬度与社会纬度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共有一定图腾的原始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认为其间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因此在同一图腾符

号统辖的区域内通婚违反了乱伦禁忌原则& 对图腾的婚姻纬度的尊重就意味着对于图腾符号

关系的维持!而族外婚规则则是保证图腾符号关系对婚姻形态发挥制约作用的重要条件&然而!
在许多原始部落或氏族中!并非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或条件与不同图腾的氏族或部落的成员通

婚& 这样!图腾符号在婚姻纬度上的表现形式或者图腾符号关系所蕴含的婚姻规则就发生了改

变&
&% 亲属关系纬度& 对于共同的图腾所指向或代表的始祖!许多初民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都倾

向于认为与之维持着直系亲属关系!而作为这一共同始祖的后裔之间则处于旁系亲属关系& 图

腾符号所具有的这一亲属关系纬度是许多原始图腾符号的普遍特点& 事实上!当图腾符号代代

相传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子女一代从父母一代那里继承了一定的图腾符号的同时!也继承了彼

此间的血亲关系& 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 在血亲关系传承的过程中!图腾符号!甚至图腾符号的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关系也获得了历时的传播&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血亲传承分为父系和母

系两种类型!图腾符号的传播或继承!在一些初民社会中也表现出父系图腾符号传承和母系图

腾符号传承两条线索& 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原始氏族中!子与女就分别从父亲和母亲那里继

承了各自的图腾符号及其符号功能关系&而且!这些继承而来的图腾符号还具有新的变异形式!
其中子女一代的图腾符号在维持性别或父系’母系差别的同时!又具有子女一代的图腾符号共

性!并以此和父辈一代的图腾符号区别开来&
’% 经济纬度& 我们上文曾经指出!对于一定的图腾载体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原始

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和经济条件!也就是说!许多初民社会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对于其生存极为

重要的动植物作为其图腾符号的载体& 不过!这条原则也有不少例外& 图腾载体的经济价值决

定了图腾符号的经济纬度& 这一纬度应该看作是图腾符号整体语义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事实上!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有不少图腾载体属于可食用的动植物!而且

是有关原始部落或氏族的主食成分!如鲨鱼’牡蛎’螃蟹’鹈鹕’鹅’飞狐等& 第二(有一部分充当

图腾载体的自然物体或人工物品对于改善有关原始部落或氏族的生存环境发挥了工具性作用!
如)火*被用于炊事和取暖+)潮水*有利于捕鱼+)舢板*用来运输货物+)长矛*用于狩猎等&

)% 价值评价纬度& 上文曾经指出!一定的原始部落或氏族选择其图腾载体很大程度上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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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充当这些图腾载体的动植物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这是积极的价值评价! 但同时"我们还可以

看到"有许多动植物对于初民社会并不具有积极的经济价值"而是以其有毒#有害等特征对原始

社会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构成了障碍甚至威胁! 这类动植物被选择为一定的原始部

落的图腾载体则是基于初民社会的警惕和防范心理! 而且"不少原始部落坚信"通过这类图腾

可以击退外族的入侵! 这是对于图腾载体的消极评价! 从这一角度看"图腾符号的价值评价纬

度包括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两个方面!
!" 宗教纬度! 对于一定的图腾载体的选择蕴含着原始共同体成员对于这类动植物所持的

宗教态度! 撇开宗教纬度"无法考察图腾符号的完整语义空间! 具体讲"原始社会共同体成员对

于一定的动植物图腾载体所持的宗教态度"主要体现为初民群体与原始图腾之间的互惠性保护

关系! 图腾符号的禁忌因素和图腾符号所伴随的图腾拜物教这是图腾符号宗教纬度的两种典

型的表现形式!

三!原始图腾符号的语用实践

图腾符号的语用实践问题可以从图腾符号的使用者或承载者的角色界定"图腾符号的共时

和历时传播规律"以及图腾符号的几种典型的元符号延伸等几个侧面进行探讨!
绝大多数图腾符号的使用者或承载者都具有集团性特征"但也有一部分原始图腾符号的使

用者或承载者是个体性的! 如果把前者的图腾符号称作集团性图腾符号"后者则可以看作个体

性图腾符号! 在个体性图腾符号里面"性别也是进一步区别开不同个体图腾符号的重要因素!
图腾符号的传播基本上是按照两条线索进行的! 一方面"图腾符号在一定的原始社会共同体内

部传播必然蕴含着$ 作为这一社会共同体的公共财富的图腾符号必须传播到每一个成员手中"
才能被该原始社会共同体所普遍承认和接受! 这是图腾符号的共时传播方式! 另一方面"图腾

符号的传播则是通过子女一代从父辈或更年长的一代那里继承过来的方式完成的! 这属于原

始图腾符号的历时传播方式!
关于原始图腾符号的共时传播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图腾符号的传播者实际上分化为符号

的叙述或实施者与符号的接受者或听者! 图腾符号的传播首先就是在这两类成员之间进行的!
前者通常由原始部落中的社会地位较高者"或某种道德的权威人士"或具有原始神话和传说方

面的丰富知识的宗教神职人员等担当"后者则是在部落中社会地位低微的普通成员! 原始图腾

符号传播过程中对于传播者的这种政治声望上的要求与原始宗教仪式主持者的角色定位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腾符号的历时传播方式与原始部落或氏族中的血亲关系不可分割! 这里"父系和母系的

血亲继承关系通常决定了其后裔是继承父亲一方的图腾符号" 还是继承母亲一方的图腾符号!
父系传承和母系传承构成了图腾历时传播的两条主要原则!不过"除了这两条主要的传播原则"
还有许多交叉或重叠的图腾符号传播方式!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说明$

%#&父系传承原则!根据图腾符号的父系传承原则"子女一代的图腾符号是从父亲那里直接

继承而来!%$&母系传承原则!根据图腾符号的父系传承原则"子女一代的图腾符号继承自母亲!
%%&父系或母系交叉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图腾符号的传播往往表现为子女一代依据其性别分别

选择从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图腾符号! 换句话说"儿子往往从父亲那里继承图腾符号"女儿则

从母亲那里继承图腾符号! %&&借用原则! 这里所说的图腾符号传播过程中的借用原则"主要是

指子女一代不从自己上一代的父亲或母亲那里直接继承图腾符号"而是从父母一代的其他部落

或氏族中借用图腾符号!

’’’



我们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曾经指出! 原始图腾符号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话话语"宗

教仪式"原始绘画等对于图腾符号的元符号学解释#在这样的元解释过程之中!图腾符号的原初

意义得到了扩充或压缩$由此可见!对于图腾符号的意义以及图腾符号的解释实践的研究!离不

开对这些元符号化文本的分析$ 有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神话话语作为图腾符号的元符号$ 就神话话语对于图腾符号的元符号解释功能而言

实际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第一! 许多神话话语旨在解释为什么一定的部落或氏族选择其特定的图腾载体的原因!因

此!实际上就在为恢复图腾载体与形而上的存在物!即想象世界中的神灵或部落始祖之间被遗

忘或遗失的关系做出努力$ 是时间因素导致这种图腾符号功能关系的丧失!而神话话语的传播

客观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与此同时!神话话语的这种元符号学功能也反映了一定的神话共同体

对于其图腾载体与什么样的神灵或始祖相联系!为什么有关图腾载体与这种原始神灵或始祖而

不是与那种原始神灵或始祖相匹配问题上的困惑$
第二!如果一定的神话话语被特定的原始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听到!就会激发起听者对于图

腾载体与外在于图腾载体的他物之间的心理联想$ 这里!神话话语有助于证实一定的图腾载体

与所指的神灵或始祖之间的组合关系$ 否则没有神话话语的不断提醒!很难想象图腾符号的功

能关系能长久地保留在初民的记忆之中$
其次!原始宗教仪式作为图腾符号的元符号$ 许多原始宗教仪式对于图腾符号的功能关系

进行了元符号学的解释$宗教仪式在对图腾符号的转述过程中!通过一些魔法手段!力求达到增

加或减少图腾载体所代表的动植物的数量$ 这是宗教仪式的一个根本目的$ 原始宗教仪式的元

符号学实践!就其意义作用方式而言!和一般符号系统一样!可以分为标引&图像&象征三类$ 在

一些原始宗教仪式里!植物的种子颗粒以提喻方式指称所有植物种子$ 这里!植物种子充当着图

腾的载体! 而一部分植物种子则是诠释这一图腾符号的原始宗教仪式里的辅助性手段或工具$
仪式再现了植物的生长过程!其实用性目的则是试图通过对可见的植物种子的超越!而作用于

超自然的神灵或始祖!祈求其帮助植物的繁荣$ 在整个宗教仪式里!仪式实施者的一系列动作则

是模拟植物种子的生长阶段$ 例如!仪式实施者把一些植物种子碾碎!祈求植物种子在数量上的

增加$ 这里!二者间的关系显然是图像性的!符号功能的着眼点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还有!仪式

的实施者把一把把的碾碎的植物粉末撒在周围! 目的也是试图通过相似性的符号图像手段!去

追求植物的繁盛$ 在仪式里!象征手段也得到普遍运用$ 仪式的实施者在仪式中引入了不少交感

魔法’!"#$%&’(&)* +,-)*(!并通过交感魔法中的因果关系去阐明自己对于图腾载体与所指神灵之

间关系的认识!并以次象征着神灵或始祖对于整个神话共同体的庇护#
本文所提出的图腾符号学构想仅仅是初步&框架性的#根据众多的具体图腾资料!进一步解

释原始符号系统的构成规律!或反过来!以符号学的理论深化对于原始图腾系统的认识!是一项

非常复杂的工程# !责任编辑"周晓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