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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以象征人类学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节日符号研究

较为忽视其自身的符号学渊源。“整体-结构-阐释”这样一种符

号学分析新框架的提出，主要目的就在于从根源处对符号学的

应用加以重构，凸显其在呈现社会现实和提出有效命题方面的

独特性，并使之更适合于研究现代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传统节日

及其变迁。鼓藏节、火把节以其典型性成为这一新框架初步试

用的案例对象。在这些案例中，符号整体被诠释为由两组要件

共同构成的符号结构：第一组为节日中的主要角色（鼓藏头或毕

摩、村民、政府、游客），第二组为联系这些角色的具有简单性和

涵括力的基本关系（支配关系、交换关系、委托关系）。符号阐释

工作即基于这些主要角色和基本关系的不同组合而展开，从中

可初步识别与命名包括符号竞争和符号演化在内的一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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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国内有关传统节日的研究成果渐增，

源于三个重要背景：国家层面日益重视传统文化，

将节日、节庆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为明证；

现代消费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启发人们不断

挖掘节日、节庆的符号价值，推动了作为符号经济

的节庆旅游的发展[1-2]；从相关学术领域直接发展出

来的研究议题，主要是象征人类学对于仪式方面的

研究，例如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瞿明安等合著的

《象征人类学理论》，在完成象征人类学理论的介绍

和重构之后所开展的 7个案例分析中，至少有 4个

（南涧彝族“跳菜”礼仪、贵州土家族傩祭仪式、红河

哈尼族奕车人“苦扎扎”献祭礼仪、湘西土家族婚礼）

与作为节日核心环节的仪式、礼仪活动直接相关[3]。

由以上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在当前的传统节日研究

中，符号与象征、节日与仪式等概念和议题往往交

织在一起。因此，在展开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

先回顾近年来基于符号、象征视角的传统节日研究

及其背后的象征人类学学理基础。

既有研究有如下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从整体

上认定节日是一个符号，例如“节日是民族文化的

重要表征，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具绚丽色彩、最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4]，或“节日符号是民族在长

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

文化元素的集合，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

文化特性”[5]，或“泼水节……在旅游业的语境中已

成为仪式性的象征性符号”[6]；第二，认为节日本身

不但是符号，而且是一个符号系统，例如“任何节日

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具体符号及其系统所组成，是

对各种符号的系统的整合”[7]，或“火把节的象征意

义蕴含在节日期间的各种活动和行为之中，这些活

动和行为汇合成一个表征彝族共同体及其传统得

以再生产的符号体系”[8]，或从仪式角度来看，仪式

本身就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符号形式（如行为、动

作、姿态、手势、器物、声音）”[9]，甚至包括已成为文

化符号的人物[10]。两个特征的共同点是：倾向于首

先将节日认定为一个对象（符号）或对象体系（符号

系统），因此可以分解出一些成分（例如形式和载

体），也可以被整合或汇合起来，进而“通过社会认

知系统和自我类别化运作，并通过仪式操演，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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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群体符号边界

的再生产”[11]。

由此也可以看出既有研究的主要思路是：首先

确认值得分析的节日符号或符号体系，然后依据对

于节日实践（或仪式实践）的考察，阐释这些符号的

意义。这些“阐释”的学理基础，主要就是象征人类

学所提供的一些理论观点或概念，其中特纳的仪式

理论与象征理论[12-13]最为重要：柏喜贵依据特纳的

“社会结构”概念阐释了土家族的摆手祭，认为它是

土家族三元社会结构及其整合的象征表达[14]；潘怿

晗同样依据这一概念阐释了瑶族的村落祭祀仪式

变迁，认为它的内涵与实质是村落社会的变迁并且

在这样的变迁实践中得以重构[15]；李技文则从特纳

的“支配性象征符号”模式出发，分析了贵州革①家
人“哈戎”仪式场景中各种象征符号的含义[16]。在这

一方面做出最大努力的应属瞿明安，他系统地分析

了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要素，指出象征符

号包括了物化、行为、感觉、自然、社会、虚拟等多种

类型，而作为象征深层结构的象征意义则分别指涉

人们在社会中长期形成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

象概念以及社会文化现象等不同的意指对象 [17,3]。

这一工作相当于为节日、仪式的象征符号分析提

供了一份“操作手册”，代表着当前研究者的一种

共识。

然而，在引入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时，研究者往

往存在着忽视或者跳过这一理论的学理基础的倾

向。仍以特纳的理论为例，大多数研究者都可能忽

略了他所接受的结构主义思想 [13,18]。事实上，特纳

对仪式和象征符号的研究有着鲜明的“场域背景与

结构主义的视角”，他认为正因为“人类学家能把仪

式置于它意蕴丰富的场域背景中，描绘这个场域的

结构和特点”，“才能证明自己能够比行动者本人更

深、更全面地解读一个社会的仪式象征符号”[13]。而

在提出其核心概念“阈限”并将其与传统人类学的

“地位”体系相比较时，他对二元对立或二元区分的

使用更是全面地采纳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方式”[19]。

瞿明安和陈玉平是少数关注过象征人类学的理论

渊源的国内研究者，他们特别指出了符号学学者与

象征人类学学者之间的思想共鸣与理论承继的情

形，其中就包括索绪尔有关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

一个整体的观点与特纳有关象征构成要素的论述

之间的直接关系[20]。此外，象征人类学的另一位重

要学者格尔茨也曾从不同角度述及自己所理解的

符号学，他受韦伯的“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制的

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启发，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

样一些由人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从而文化概念实

质上也就是符号学的概念[21]。

综上，可以对国内目前的符号视角的节日研究

做出如下反思：它们主要是在一些相关学科如象征

人类学的现成理论与合用概念的基础之上，阐释分

析了一些对象化的符号或符号系统，但几乎没有对

这些理论与概念本身的学理基础（特别是符号学基

础）加以追问或再思，因此总体上还停留于对个案

的应用研究，在跨个案研究乃至由跨个案研究而可

能激发的新方向上尚未有明显进展。类似反思实

际上也已经出现在对当前国内象征人类学的研究

进展评价中[22]。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从目前主导性

的象征人类学理论出发，追溯其重要的学理源头

——符号学，尝试重构一个不同于使用现成理论与

合用概念的新框架，并借用对传统节日个案的尝试

性分析，初步检验此框架的可操作性。必须指出，

这一工作只是改进相关研究的初始起步，而整个

改进工作所涉及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本文的承载

能力。

1 符号学框架重构

1.1 Semiosis（符号过程）与“整体”

通常公认的当代两大符号学体系，分别是由索

绪 尔 提 出 的 与 语 言 学 关 系 密 切 的 符 号 学

（semiologie），以及由皮尔士提出的与其实用主义和

逻辑学关系密切的符号学（semiotics）[23]。两大符号

学的定名涉及同一个古希腊文名词 semeion[24]（对应

的拉丁文为 signo[25]），都可以理解为静态的、实体的

记号、标记本身，但在用法上的差别是明显的：索绪

尔的 semiologie 是 semeion-logos 的拼合 [26]，按构词

本义来说就是“对 semeion的道说或研究”；而皮尔

士在提出 semiotics 时更强调另一个古希腊词

semiosis（指示、注意）[24]，旨在刻画一种动态的、有其

过程的“指示行为”[27]，而非首先涉及记号、标记。要

实现这样的指示行为，显然三个元素必然同时在

场：何以指示、何所指示、如何指示。它们恰好依次

对应着皮尔士所提出的符号三元要件[28]：“再现体”

（representamen），“ 对 象 ”（object，有 时 也 用

designatum，即“意指物”），“解释项”（interpretant）。

符号三元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人们通常最容易识

① 应为“亻革”（单人旁加革字），但字库中并未收入，暂以“革”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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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使用的是以再现体方式出现的符号本身（即日

常所感知到的作为事实呈现的符号或象征符号），

而当人们这样使用时，必然也是以从自身出发的某

种方式（即解释项）意指了这个再现体所表达或指

称的某个观念（即对象）。换言之，人们通常是无意

识地或便利性地使用了作为再现体的符号来“简

称”原本由再现体、对象、解释项构成的一个三元系

统，也就是皮尔士所强调的“符号过程”。严格地

说，皮尔士的“符号学（semiotics）”译为“符号过程

学”会更加合适，而“符号”只是在符号过程分析中

所必然要处理的要件。由此，符号过程在发生逻辑

上先于构成性的符号要件，且人们实际上要回到通

常隐而不显的符号过程才能判断被识别和确定的

符号要件的有效性。

由于皮尔士的符号学体系强调符号过程的先

行统一，可以认为它比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具有一

种更强烈的整体立场。客观地说，索绪尔本人的整

体立场也是十分明确的，因为他的符号概念原本就

是指人类语言现象中的声音印象（能指）与概念（所

指）在主体内由心智活动关联起来的一个整体[26]，其

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和改造者也都没有忽视这一点：

列维-斯特劳斯介绍过对自己影响至深的音位学家

特鲁别茨柯依的主要观点，即“音位学拒绝把语音

单位看成独立的实体，而是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当作

分析的基础……音位学引进了系统的概念”[29]，其中

以“关系”为分析基础和对“系统”概念的引入直接

呼应了索绪尔的符号整体思想；巴尔特也明确指出

过能指和所指在结构上的不可分割性[29]。然而遗憾

的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符号学所不同程度共同强调

过的符号特质——整体性——却被受到符号学启

发的很多研究者（包括象征人类学研究者，特纳也

许是个例外）所忽视。仅此而言，目前节日、节庆乃

至旅游研究者们[30]以“符号”之名所从事的，的确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号学研究（semiological research

或 semiotic research）”，而只是“对符号的研究

（research on signs）”，其最大的弊端显然就在于错失

了借助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来整体地阐释人文社

会现象的契机。

因此，“整体”可以被视作当前两大符号学体系

的第一个“理论公约数”，也应当成为引出新的符号

学框架时所考虑的第一个要点。整体性立场并没

有完全否定“客观存在”的符号或象征符号的价值，

毕竟无论按照索绪尔还是按照皮尔士，要操作符号

学，首先都离不开对符号要件的敏锐的觉知和辨

识。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二者在基本立场上都以符

号整体出发，只是为了揭示这个整体的构成性特征

及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研究者才对它加以拆解：

要么拆解为由声音印象-概念或能指-所指等二元

要件构成的整体，要么拆解为由再现体、对象、解释

项等三元要件构成的整体，但不能倒过来认为，这

些要件就其本身来说可以先独立存在然后再被组

合为符号。

1.2 “结构”与“阐释”

由于人的认知目的的指向性和认知能力的局

限性，没有必要也几无可能去彻底地把握整体。通

常情况下，人们总是先就自身的生命体验、生活经

历或目标需求而寻求界定某个研究对象，这就会出

现对它的各式各样的“结构化”提问方式，例如最常

见的问法就是“它是什么”“它如何构成”“它有什么

意义”。在类似普遍存在的提问方式之下，最终获

得的都是从对象出发、以对象为核心的知识，除非

从一开始就将所问及的对象设定为整体——即所

有可能的、未被对象化的世界。必须做出辨析的

是，这里并非要倒向知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仅在

于指出人们从各自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出发来认

识事物的有局限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人类的知识总

有着一种因针对某个研究对象而“沿某个方向展

开”的可被描述为“结构化分析”的一种状态。这里

所说的“结构”，不能像在日常语言中那样被理解为

一种由各种静态的构件、形式、数量等搭建起来的

拼合体，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方向视角、一种方法进

路，以引导研究者在不忽略整体的前提下去寻找有

关对象的“更好的知识”[29]，并且明白：任何可能得到

的具体答案都有其指向性和局限性。

“结构”因此成为引出新的符号学框架时所应

考虑的第二个要点。在符号学或受符号学影响的

人文社会研究领域，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或“结

构化分析”做出了关键贡献，直接引发了 20世纪中

期的结构主义思潮。他经由特鲁别茨柯依和雅柯

布森等人而接受了索绪尔的思想遗产，并且采取一

种交互参照、彼此启发的清醒立场来理解语言学与

社会学（也包括人类学）的关系。他的具体做法是：

寻找到最恰当的分析“原子”并让它充任理解社会

系统的基本结构。例如，“亲属关系的原子”必须同

时包括人类社会始终具备的三种家庭关系，即血缘

关系、姻亲关系、继嗣关系，这才是最简单的但又是

完整的、不可再被化约的家庭关系系统。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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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具体角色如舅父并非是“出现”在结构中

的，“而是那个结构的直接给定物，那个结构的存在

条件”[29]。亲属关系的“结构”从而体现为两组要件，

一组即由亲属称谓来代表的身份，另一组即被比喻

为“原子”的那些基本家庭关系。显然，“结构”在这

里被暗示为一种构成性的力量或过程，在过程之中

自然“给定”社会系统的各个要件。这一暗示直接

呼应了符号整体由符号过程本身给定的特点。同

时，如果说“整体”描述了符号的“客观”存在，那么

“结构”很显然已经进入了人类知识的“主观”领

域。此外，列维-斯特劳斯并不认为只要在现有事

实中发现了能够对当前现象做出解释的结构便可

一劳永逸，他提醒说，就亲属关系现象而言，他最终

所完成的分析还只是考虑了其中的两种象征符号

系统——称谓系统和简化处理的态度系统，暂时没有

考虑这些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多种可能的组合。

事实上，无论是索绪尔的二元系统还是皮尔士

的三元系统，都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结构分析。同时

也应看到，由于人们各有其指向性和局限性，从结

构分析中所能衍生出的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恐怕

也会是无止境的。因此，在知识上的衍生“阐释”应

该成为引出新的符号学框架时所考虑的第三个要

点。两大符号学体系在这一方面的相关思想存在

一些差别，但在基本立场上仍然是一致的，以下分

别做扼要解释：

其一，索绪尔符号学传统中的阐释思想。在索

绪尔最早的一系列二分式的术语组中包括整体语

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前者也就是声音印象-
概念或能指-所指这个符号整体，它是社会性的，很

难被改变，因而具有一种静态特征；后者才是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具体言说，但它受整体语言的干预。此二

分无法解释语言在历史维度中的演变问题。尽管晚

年的索绪尔看到了这一弊端，但来不及从思想系统

上做彻底修正或重塑，只能粗略地从“时间的历史

现实性”角度做弥补式说明[26]。巴尔特在其《神话修

辞学》中尝试摆脱上述固化区分，他唯一完全接受

的二分只是声音印象-概念这个符号整体，并在这

一初生符号系统——语言系统之上，提出一个次生

符号系统——神话系统。所谓“神话”，就其古希腊

文mythos的本义来看也就是“言说”的意思[24]，巴尔特

特别指出它正与语言系统一样，也具有一个能指-
所指的二分结构，且神话系统的能指即语言系统中

的符号整体，神话系统的所指即由这个符号整体可

能发展出的任何潜在概念[31]。借由这样一个双层符

号系统，巴尔特实际上敏锐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中观念、知识乃至各种意识形态的可操纵机制。

在几年之后的《符号学原理》中，他更是将这一双层符

号系统发展为由实在、直指（元语言）、涵指构成的

三层符号系统[32]。此时的涵指系统与实在系统，彻底

打破了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之间“必然联系”的规

定，成为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被阐释的意义系统。

其二，皮尔士符号学传统中的阐释思想。如前

所述，皮尔士在构建符号三元系统时即首先以符号

过程为出发点，而所有符号过程都如同列维-斯特劳

斯所说的“结构”那样，自动“给定”它的再现体、对

象 、解 释 项 。 这 里 应 当 关 注 的 正 是 与 阐 释

（interpretation）词源相同的“解释项（interpretant）”①，
它是由再现体在人们心中创造出的“一个相等的符

号，甚至是一个更为发展的符号”[33]。由于解释项也

是符号，因此它将牵连出一个新的符号过程，并且

在新的符号过程中充任新的再现体。换言之，“每

个解释项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再现体”[34]。用皮尔

士的话说，“解释项不停地变成（新的）符号，如此绵

延以至无穷”[35]，而这正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如艾柯所

特别重视的“无穷符号过程”（unlimited semiosis）[36]。

举例来说：符号过程 1当中的解释项 1也就是符号

过程2当中的再现体2，这个再现体2当然也会拥有

自己的解释项2，并且原则上解释项2也将是后继符

号过程中的再现体，由此“以至无穷”。正是有赖于

解释项的衍生，符号整体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和社

会过程机制抽丝剥茧般一一崭露。质言之，皮尔士

符号学的分析框架明确地指出了符号意义的社会

建构特征[37]，暗示着通过对符号整体的无限阐释分

析，或者说考虑它可能引起的任何可以想象的、具

有实际意义的效果，就可以尽可能接近对符号意义

的彻底认识。这一操作特征体现了皮尔士作为实

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倾向，因为他所界定的实用主

义正是一种用以弄清楚某些概念的意义的方法，即

这个概念的理性意义完全在于它对生活行为产生

的一种可以想象的影响[27]。

1.3 新分析框架小结

至此，一个由整体、结构、阐释共同构成的新分

析框架基本成型，它近似于为传统上被认为有很大

差异的两大符号学体系找到了一些“理论公约

① 遵循目前中文符号学术界的术语使用习惯，将皮尔士的

interpretant翻译为“解释项”。此外，explanation翻译为“解释”，而“解释

学”或“诠释学”翻译为 hermeneutics。这些术语各自对应于不同的西方

学术传统或适用于不同的学术语境，此处不再探讨其区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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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下主要从皮尔士符号学术语系统出发，结

合传统节日的符号学研究需求，对这一框架做进一

步说明（图1）。

第一，“整体”表明该框架对研究对象所抱持的

一种存在论立场，这是发起所有后续思考的逻辑起

点。根据前文分析，无论所关注的符号整体在规

模、体量、影响力上有怎样的大小之别，有意义的符

号整体必然等同于一个符号过程，它居于皮尔士体

系的核心位置。就传统节日研究而言，的确既可以

将节日个案本身作为一个符号整体，也可以将节日

中已被公认的一些通常以具形方式出现的象征符

号（symbol）作为符号整体。

第二，“结构”表明该框架的一种目的论-方法

论，它提醒研究者要尝试去发现合宜的、不可化约

的符号要件——例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分析“原

子”，从而将符号整体展开为一种可指称、可操作的

符号系统。在皮尔士体系中，这种符号系统由再现

体、对象、解释项这三个符号要件及其相互关系所

共同构建。同时，还应强调“结构”之发生与人们的

认知能力局限性和认知目的指向性有很大关联。

就传统节日而言，其结构分析首先要求研究者识别

出参与了节日符号系统构成的那些最基本的社会

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这种“识别”也许会受到质疑，

即：其有效性如何保证？皮尔士以“试推推理”[27]来

提供担保。试推（abduction，又译为外展、溯因）是在

发现了现象彼此之间各种可能联系之后构建出一

个假设的推理行为，而“一个假设被第一次提出来

和接受，无论作为单纯的提问或有某种程度的确

信，都是进行推论的第一步”；在他看来，试推显然

带有猜测的成分，但是“只要条件可以观察，就不必

害怕犯重大错误”，因为所提出的假设是可以留待

查验的。试推推理实际上是人们生活于真实世界

之中时最常用的推理，也是所有严格的后续思考和

研究——包括演绎（deduction）、归纳（induction）和

概率（probability）等推理——的起点。试推推理承

认自身是可错的，但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提出有待

继续查验的创想和假设，而这正是诞生新知识的

契机。

第三，“阐释”则表明符号学研究真正有效的操

作方式。在不断的阐释过程中，人们能够获得一些

借助于惯常方法所难以觉知和确认的现象，并由之

形成概念、引出观点，进而收获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命题。在传统节日的符号学研究语境下，一方面可

以围绕符号现象本身得出命题，另一方面可以就符

号所辅助揭示的社会现实而提出其他命题。这里

还需要讨论三个情况：

其一，最直接的阐释衍义方式当然就是按着皮

尔士所强调的解释项去展开，即前一个符号过程中

的解释项需要用一个新的符号过程来解释，由此进

入“无穷符号过程”，图1中由“阐释（其一）”表示。

其二，在皮尔士的解释项分析的基础上略微推

进一步，可以料想，再现体、对象这两个符号要件实

际上也应是某种类型的符号，从而也需要得到进一

步解释，或者说阐明它们在其他符号过程中所充任

的不一样的符号要件角色，图 1中由“阐释（其二）”

表示。换言之，再现体、对象也需要被分析、被讨

论。在以节日个案本身为符号整体的语境中，实际

上就要求研究者在“节日”之“上”继续考察诸如“传

统文化”或“地方文化”这样的更宏大的符号过程。

皮尔士所原本要求的对于解释项的不断阐释，加上

这里提出的对再现体、对象的不断阐释，最终将构

成一幅极其复杂的符号图景。不妨大胆设想，倘若

将这幅看似抽象的符号图景推至极致，也就是人类

的整个社会与文化。

其三，在社会现实中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同

一组再现体与对象可能源于不一样的符号过程，也

就是说仅仅在解释项上存在差异，那么研究者还需

要做的就是对解释项的各种可能性加以挖掘，图

1中由“阐释（其三）”表示。考虑到人们的结构化思

维的目的性和指向性，这种解释项差异的普遍存在

也在意料之中。

仅以上述三种情况来看，阐释衍义工作的繁复

可见一斑，然而它能够激发研究者对于任何看似简

单的符号现象的探索性、创造性的解译。

图1 基于皮尔士术语系统的符号学分析新框架

Fig. 1 A new framework of semiotic analysis based on
Peirce’s term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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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整体、结构、阐释这三者是“一而三、

三而一”的，它们在存在论、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上构

成一个统一体。从框架各部分的功能角度看，整体

原则是一种基本设定和总体描述，而具体任务主要

落在结构分析和阐释衍义上：结构分析引导研究者

对现实做出敏锐的判断和提炼，列维-斯特劳斯的

亲属关系分析工作可作为一种操作示例；而就阐释

衍义而言，皮尔士的三元系统很可能比索绪尔的二

元系统更加合适，因为符号三元系统不但有明确的

哲学根基——实用主义，也通过对解释项（也包括

再现体、对象）的不断解译，能够让研究者在借助抽

象符号系统而发挥想象力的同时，不至于忽视如背

景般始终在场的整个社会与文化。实质上，“结构”

“阐释”就是在遵循“整体”这一存在论前提之下对

符号意义的两种不同层面的具体展开。

2 个案的符号整体描述

以下将应用新的符号学框架对传统节日做一

次尝试性分析。前文已说明，所能研究的符号整体

既可以是一个节庆个案，也可以只是为人们所熟

悉、公认的某个具体的象征符号（如拥有特定含义

的一个几何标记、一面旗帜、一个口号）。鉴于本研

究的探索性质与篇幅限制，先拟对作为一个符号整

体的节日案例做分析。在案例选择时的一个基本

认识就是：即将纳入分析的传统节日，首先都是处

于“当代时间”的传统节日，因此它们显然会不同程

度地受到当前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综合影响。

为了充分呈现作为一个整体的节日符号系统起见，

同时也是为了操作上的可行性起见，可以先选择同

属于一个类型而又有所区别的个案，以便于通过比

较观察而捕捉到值得留意的符号要件。基于这些

考虑，本研究选择了在国内传统民族节日文化和节

庆旅游中有较大影响的苗族鼓藏节和彝族火把节

作为案例，并且从每类节日中各选两个不一样的个

案，分别先对它们做整体描述。

个案一为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的鼓藏节。

鼓藏节本身源于苗族传统社会组织“鼓社”，它由若

干个具有共同血缘的亲友、家族组成，其宗旨是维

系宗族内部的团结[38]。鼓藏节仪式所要确认的社会

关系，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围绕血缘展开的家族关

系，二是围绕婚姻展开的亲族关系 [39]。“鼓藏头”或

“鼓头”即为鼓社祭祖活动的中枢人物，这一身份最

早通常由辈分最老、最受尊敬的人物担任，可以世

袭，或者在每一届祭祀之前提前选举产生[40]。西江

苗寨融合了上述两种机制，担任者唐姓一家自1940

年起被选为鼓藏头，至今已经世袭相传三代。鼓藏

头除了负责鼓藏节的祭祀活动安排（醒鼓、起鼓、祭

鼓、踩鼓、送鼓、藏鼓）之外，还要主持芦笙会、铜鼓

舞会、接待宾客等事宜[38]，同时还可能与传统权威即

寨老、方老们一起，对社会道德、治安保卫和生活福

利等方面有治理责任[40]。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在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发展旅游经济成为地方

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号称“世界最大苗寨”的西

江，其鼓藏节也与苗年等传统节日一样成为所在地

政府着力重点开发的旅游资源。

实际上，最早推动了本研究的原初问题正是：

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社区精英

人物的身份与权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中核心的

关注人物即“鼓藏头”。通过2010年10月和2012年

3月的两次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可以发

现：要说清楚“身份”与“权力”的变化问题，不但要

看到从过去到现在其所直接控制的事务范围之内

的实际权力发生了何种变化，也要看到在一般意义

上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其身份与权力还发生了何

种变化。就鼓藏头而言，由于地方政府特别重视13

年一届的鼓藏节，因此在非鼓藏节的时期，也特别

注意提升鼓藏头作为地方旅游标志性人物的形象，

于是帮助他修建了新宅兼家庭旅馆并批准为“旅游

接待示范户”，同时依托新宅修建了藏鼓所用的鼓

藏堂（这面铜鼓原本在非鼓藏节期间应另藏他处），

让他在旅游经济开发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

时，鼓藏头也参与了不少其他村落社会事务的管

理，特别当村落中出现村民间纠纷、村民与外来旅

游经商户纠纷的时候，政府的直接干预有时无助于

事情的解决，而鼓藏头的地方精英身份就让他能够

代替政府出面，更好地解决问题。鼓藏头本人对于

这方面的实际权力增长非常自得，其个别亲属在与

游客交往时和接受访谈时甚至以“苗王”来称呼

他。略显膨胀的权力让一些村民感觉不快，一方面

他们不承认有苗王，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鼓藏头从政

府那里得到了很多好处，在做事的时候开始偏向于

迎合政府而不是服务于村民。这样的潜在矛盾集

中显现在 2010 年的鼓藏节祭祀择期争议事件中。

鼓藏头认为鼓藏节日程安排决定权完全在自己，于

是以传统上选定虎年虎日虎时“煞气”太重为由，计

划将最重要的祭祀日期提前一天。这个建议迅速

遭到了村民的普遍反对。村民认为，虽然西江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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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以来对于传统习俗的各种改动（如浸谷种

不准吹芦笙的日子缩短到了7天）[41]确实不少，变更

祭祀日期原本也并不是全然不可，然而这一次改造

更可能只是鼓藏头为了配合县领导和嘉宾的时

间。在一片坚持传统做法，“改了规矩，祖先不高

兴”的反对声中，一贯很有权威的鼓藏头最终只好

妥协。

个案二为贵州省凯里市大乌烧村的鼓藏节。

事实上，大乌烧村与西江苗寨的直线距离非常近，

但根据国内研究者近年完成的调研[42]，其鼓藏节情

景中的人物身份与权力现象与西江苗寨却有很大

差异。虽然这里的政府也在强调旅游经济，然而其

发展水平远逊于西江苗寨。在游客并不多、旅游经

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鼓藏头在基层政府的观念认

知和具体事务中的重要性也远不能与西江苗寨的

鼓藏头相比。相反，大乌烧村的鼓藏头自己越来越

认为，所谓鼓藏头的地位与名誉仅仅是个“外在的

空壳”，他自己更期待的是能够获得像村委成员那

样的待遇，希望成为一个有国家发放工资收入的公

职人员。同时，从村民的角度来看，鼓藏节已不再

具有自主性和传统性，更像是村委组织安排的一场

官办宴请，鼓藏头和村民都只不过是服务于这场宴

请的勤杂人员。鼓藏头承认“他们（村委会）什么都

不和我商量的，我只管好鼓就行了”[42]。踩鼓活动当

中，村长、支书是以一个行政、党务的身份，以一个

国家权力代表的身份在台上观看；而鼓藏头只需要

在鼓场中维持秩序，在村委面前、在代表国家的基

层权力面前确实成为一个可以被差遣的干事，这佐

证了鼓藏头何以十分期待获得公务员待遇。没有

作为象征符号的鼓藏头，鼓藏节不完整，大乌烧村

的这位鼓藏头已经被边缘化，退化为一个孤立的象

征符号，由传统所赋予他的威严性和神圣性在强势

的村委面前被大大削弱。

个案三为川滇地区彝族的传统“都者”仪式活

动。据彝族学者罗曲和乌尼乌且考证，“都者”的本

意原为祭天，并且是用彝族文化中最神圣的事物

——火来祭天，但“局外人”看到的是仪式中有点燃

火把、跳火把舞的行为，于是才约定俗成地称之为

“火把节”[43]。20世纪 40年代马长寿等学者考察凉

山罗彝时，已经开始使用“火把节”这一称呼[44]。在

今日的凉山地区，“都者”仍然是不少彝族村寨的一

个重要节日，其主要形式与主要意义保留了传统上

的特征，如“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

牌，晚间多以村寨为单位，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

以祛灾祈福。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 火”[45]；又如

“火把节那天……由一家之主点燃用干苦蒿杆扎成

的火把，从屋里的上方照亮每一个角落，口中念：烧

掉一切不吉利之源，全家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之词，然后经过牛圈、羊圈，最后加入村寨的火把节

行列，到村头寨边、田野山坡耍火把”[46]。对比来看，

在云南双柏县柯盲村的彝族火把节习俗中，必须先

由担任信仰领袖角色的毕摩来领唱彝族先民迁徙

词，唱完后才进入后续仪式[47]；而禄丰彝族的整个火

把节祭仪，也由毕摩指挥，并且由他亲自在祭祀当

天插上香火、供上白酒和白米等，率领众人开始跪

拜献祭[47]。但是，在有关凉山彝族地区“都者”的资

料中，均不见毕摩出场。事实上，仅就毕摩而言，虽

然政府的主导看法认定其代表着一种迷信，但是他

在今日彝族社会中仍有极高地位，依然从事算命、

占卜、驱鬼、收鬼、祭神、召魂、超度（安灵、送灵）、做

清洁、咒人（仇人）、治病等重要事务[48]。然而，在“都

者”这样重要的祭天仪式中，似乎并未为他安排一

个固定角色。一个简单而合理的解释是，在彝族传

统“都者”中，重要的乃是祭天仪式本身，而毕摩是否

在场或是否担任重要角色，决定于不同地区在具体历

史进程中确立下来的“小传统”。

个案四为四川省普格县的“文化旅游火把

节”。普格县和毗邻的布拖县被认为是彝族火把节

传统的诞生地，近年来普格县以县政府为主体、以

县民族体育场为场地，每年都组织盛大的火把节暨

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活动。本研究团队于 2009 年 8

月对这一典型的“官办”火把节进行了实地考察，发

现它与很多地方由政府组织起来的节庆活动开幕

式确实大同小异：县里从省会成都请来省级领导，

体育场中央摆有特意制作的两人多高的巨大火把，

一些穿着民族服装的演员有秩序地等候在场地周

边，主席台正对面的看台上是手持各种道具的表演

队，而绝大多数老百姓和游客则聚集在其他看台和

场地四周的山坡上。有两件事情值得特别注意：第

一，正式点燃场地中央那标志性的大火把时，先由

一位毕摩与一位苏尼首先出场做法，但最后完成点

火任务的是从省上请来的领导；第二，当调研人员

就毕摩做法、领导点火这件事情去询问当地彝汉群

众和游客的意见时，得到的回应以积极的居多，即

“整个火把节很热闹”“来这里过火把节很开心”，而

至于是不是应该由领导点火、毕摩或苏尼有没有受

冷落，似乎人们并不是在意。从毕摩和苏尼自己的

角度看，他们甚至会为受邀来为领导和游客表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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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非常开心，一方面有面子，到处都走了看了，

另一方面经济收入比在家乡做传统的仪式更可

观”[49]。很显然，在这样一个由政府安排组织且请动

毕摩出场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他来配合“表演”的开

幕式上，当地人特别是彝族人并没有表现出因传统

文化被重新包装、信仰领袖成为摆设而产生的不解

或不安，或者更进一步说，并没有表现出在学术话

语中所经常指出的那种因文化传统被“标签化”、被

“异化”而产生的抵抗或愤怒[50]。此外，游客也并没

有表现出对毕摩在火把节中的角色地位的特别关

心，了解一些彝族文化的人们会认为毕摩很重要，

但还不至于认为他能够代表整个火把节。

3 个案的符号结构分析

回到个案一中曾提及的推动了本研究的原初

问题——民族社区精英人物的身份与权力在地方

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

研究即以“身份”和“权力”为两组核心的符号要件

系统来展开对于 4个个案的结构分析。4个个案所

涉及的几个核心身份包括：政府（G）关键人物（H，鼓

藏头或毕摩）村民或当地人（R）游客（T）。所涉及的

权力比较复杂，如果按照常规的列举式划分，几乎

不可能穷尽，为简化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能够有效地

展开分析起见，在此不妨采纳福柯的权力观：权力

是众多的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它们发生作用

的特定领域[51]。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福柯实际上

指出了辨识出“关系”是认识权力表现及其效果的

必然要求，因此关系系统更加具有列维-斯特劳斯

所说的那种不可化约、不可替代的简单性和涵括

力，将在本研究的符号结构分析中替代惯常所用的

权力系统。就关系系统的类型而言，继续延续不可

化约、不可替代的原则，本研究提出一种简明的分

类方式，即从人们相互关系的平等与否为基础加以

纯粹形式化的区分：

第一，支配关系（A），这是完全无平等可言的、

单向性的关系；

第二，委托关系（B），这是处于不平等与平等之

间的、双向性的关系，处于委托和被委托关系之中

的个人或群体有可能合作，亦有可能发生对抗；

第三，交换关系（C），这是平等的、无向性的关系。

提出这三种纯粹形式化的关系的益处在于，它

们完全能够涵括其他更多带有任何“实质”内容的

更复杂关系（包括权力）。举例而言，政府和鼓藏头

之间既可能存在政治权力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

系，也可能存在村落事务中的委托与协商关系，还

可能存在其他诸如节庆旅游开发方面的利益交换

关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当人们并未处于相

应的“特定领域”之中的时候，或者说并未因某些事

件、情景而需要建立任何关系的时候，将存在一种

无关系的状态（N/A）。有必要指出，这些类型只是

一种用之于初步理解节日符号及其意义的设定，它

并非唯一可行的区分方式。并且，这里对于权力系

统或关系系统的分析，只是为了推进符号学框架中

的“结构分析”环节，旨在展现出一种“有效的”分析

的可能性，而不在于一举获得关于这些系统的“正

确的”知识。如果必须做一下比较的话，那么可以

发现列维-斯特劳斯引入了同时具备简单性和涵括

力的血缘关系、姻亲关系、继嗣关系来刻画家庭关

系的基本结构，而这里提出支配关系、委托关系、交

换关系所要尝试刻画的是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经

济条件下所呈现出的复杂的、动态的社会现实。

经由如上处理，根据对 4个个案的经验观察与

文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使用在上面已经给出的一

些代码，并考虑到个案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由

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路径，可以由图 2来显示在传统

节日这个特定领域中的符号结构。其中要点如下：

第一，图2左边的 c图即“都者”的情形，它或者

还可以代表其他3个个案在未进入“当代时间”之前

所处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节日状态（a1、b1、

d1）。就“都者”而言，毕摩H要么不在场，要么在节

日仪式中出场时则将明显地体现出对村民或当地

人R的支配能力，与后者构成一种支配关系A。但

就传统鼓藏节而言，鼓藏头H基本上就是鼓藏节的

代名词，与一般村民或当地人R并无冲突，并与后者

共同构成基于传统信仰的支配关系A。

第二，当“当代时间”开启或者说出现以节庆为

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经济之后，游客到来，原有政府、

关键人物、村民或当地人的身份虽然未变，但是相

互间的关系格局却开始发生变化。如图 2 上边 b2

图所示的大乌烧村，原有鼓藏头H、村民或当地人R

之间的支配关系A已经变为委托关系B，村民对鼓

藏头产生不满但并未真正 威胁到他的身份地位；同

时，政府G因为谋求吸引游客T而强势介入整个鼓

藏节，因此一方面与游客T产生交换关系C，另一方

面对鼓藏头 H 产生支配关系 A。另如下边 a2 图所

示的西江苗寨，政府G与鼓藏头H之间同样出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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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关系A，而鼓藏头H与村民或当地人R之间的关

系也转变为委托关系B；但与大乌烧村有所不同的

是，由于西江苗寨的旅游经济更为发达、游客多，政

府G与鼓藏头H都与游客T建立起明确的交换关系

C：以商品化的文化节庆推动游客人数与旅游消费

的更大增长。

第三，图2右边的d2图显示出发生在普格县火

把节中的情形，即当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强势介

入、游客人数的增长这两个情况都存在的时候，可

能呈现出另外一种符号结构：除了游客T与村民或

当地人R之间还没有建立直接的任何关系之外，政

府G、毕摩H、村民或当地人R、游客T的两两之间均

建立起了明确的交换关系C。这里之所以指称政府

对于传统节日的强势介入与游客人数的增长为“情

况”而非“条件”，是因为符号结构分析乃至整个符

号学研究的目的很明确地并不是为了“解释”而是

为了“阐释”，并不是为了指明其间的因果关系而是

为了寻找一种有助于理解现象的知识。

第四，根据重构的符号学框架，结构分析是对

符号整体的一种展开，因此 4个个案情形分别揭示

出了传统节日这一符号整体可能的四种展开结

构。应该指出，这四种结构显然还不能代表传统节

日这一符号整体被展开的所有可能性，并且它们相

互之间呈现于图 2中的“演化”关系也不一定存在，

因为“从简单到复杂”并未被证明是人类社会演化

的绝对规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游客T与村

民或当地人R之间就很可能建立起交换关系，特别

是旅游个体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

而这正是在旅游研究中持续得到关注的社会现实

情境之一。不过，作为一种将符号学框架用之于传

统节日研究的初步尝试，这里暂时将所关注的范围

限定在已被揭示出来的符号结构中，并以此为基础

展开接下来的阐释衍义工作。

4 个案的符号阐释衍义

对这里的具体个案来说，究竟将什么纳入阐释

衍义的分析视野？或者说有什么是需要进行阐释

衍义的？不难发现，在已经获得的符号结构中，至

少有两方面问题迫切需要得到阐明：第一，如何确

定不同的符号结构之间体现出的这种即便只是属

于一种可能性的演化趋势？第二，不同的符号结构

的演化实际表现为内部符号系统的差异，而在身份

系统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关系系统即成为体现差异

说明：a2代表西江苗寨鼓藏节的情形；b2代表大乌烧村鼓藏节的情形；c代表“都者”的情形；d2代表普格火把节的情形；a1、b1、d1代表类

似于c的情形。

图2 4个案例的符号结构及其可能的演化路径

Fig. 2 Semiotic structures of the four cases and their possible evolutionary path

⋅⋅ 34



旅 游 学 刊 第 32 卷 2017 年 第 11 期 Tourism Tribune Vol. 32 No. 11，2017

的主要部分，那么如何对这些具体的关系系统加以

理解？实际上，第一方面问题所涉及的现象是以第

二方面问题所涉及的现象为基础的，因此不妨先对

关系系统进行阐释衍义。根据前文对框架的理论

渊源的说明（图 1），这里的阐释衍义主要参考皮尔

士的符号学思想及其术语来展开，即重点在于确定

合宜的解释项，同时也在必要的地方指出因再现

体、对象发生变化而导致的更复杂情形。

就两个鼓藏节个案而言，其符号结构的差异极

其细微，因此这里只分析更复杂一些的西江苗寨鼓

藏节的情况，即由图2的 a2图所呈现的结构。这一

结构中的关系系统包含了支配关系、委托关系、交

换关系三个类型。考虑到交换关系是一种平等的、

无向性的关系，因此需要考察的主要是支配关系和

委托关系的存在意义。支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威

权关系，尽管被支配方不一定完全心甘情愿，但在

关系的外在表现即现实行动中并不会对支配方构

成明确挑战，因此从解释项角度来看应该能在实质

上达成一致。有所不同的是，委托关系实际上是一

种协商机制，当双方协商愉快的时候，现实行动也

就比较协调，解释项也将基本达成一致；然而，双方

确实也可能存在无法协商的时候，现实行动不再协

调，双方都可能质疑或挑战对方做出的决定，在这

个时候就会出现解释项上的“竞争”。基于这样的

细节考量，如图3所示，可以认为在西江苗寨鼓藏节

这个符号系统中存在两种解释项：第一，对于村民

或当地人而言，他们用以挑战鼓藏头改变祭祀日期

的最核心理由是鼓藏节的规矩由祖先所定，鼓藏头

的身份也是由这一传统所赋予，那么解释项可以被

阐释为“鼓藏节赋予鼓藏头身份”，由此构成图 3中

的 a情形；第二，对政府、游客和鼓藏头自己而言，鼓

藏头事实上已经相应成为节日活动组织安排的关

键人物、游客感兴趣的焦点人物、鼓藏节乃至整个

苗寨信仰体系和日常事务管理中的核心人物，解释

项应该被阐释为“鼓藏头代表鼓藏节”，由此构成图

3中的b情形。借用特纳的说法，这种由解释项差异

带来的竞争就是在“鼓藏节”和“鼓藏头”这两个不

同的“支配性象征符号”之间的竞争，或者就简称为

对于鼓藏节这个整体符号的“符号竞争”。必须强

调的是，这种竞争实质上是根据符号学分析而发现

的一种知识层面的阐释竞争，它归属于人们的“知

识”，而并不等同于“现实”，但它能够启发人们对传

统节日背后的很多现实矛盾提出一些新见解，以备

在必要的时候找到适切的应对方式。

火把节的情况要复杂很多：从图2的c（以及d1）

到d2之间，跨越了 a2和b2共同构成的一种类似“过

渡”的情形。但这种跨越或过渡恰能够回应本节开

始的段落中提到的第一方面问题。这里先考察图2

的 c情形。根据文献资料显示，在云南省彝族地区，

毕摩往往在“都者”中担任重要角色，因此毕摩能够

成为支配性象征符号，其合宜的解释项即“毕摩主

导‘都者’”，由此构成图4中的 a情形。而在四川省

凉山彝族地区，这里被视作“都者”仪式活动的发源

地，毕摩往往是不出场的，因此支配性象征符号应

为“都者”这一旨在表达信仰的祭天活动本身，其合

宜的解释项是“‘都者’赋予毕摩身份”，由此构成图

4中的 b情形。显然，这里的解释项并没有规定“都

者”“一定（会）”赋予毕摩身份，而是“可以”赋予毕

摩身份，它指出的仍然是在阐释层面上的一种可能

性。考虑到在图4的b情形中“都者”可以为包括毕

摩在内的更多对象“赋予身份”或“赋予意义”，为明

确起见，可以视其为一种隐性的支配性象征符号，

它与以毕摩为支配性象征符号的 a情形构成一种隐

性的竞争态势。同时，可以相应将图 3中已经提及

的符号竞争视为一种显性的符号竞争。

而图2的d2情形即普格县火把节可以由图4的

图3 对西江苗寨鼓藏节的符号衍义分析

Fig. 3 Semiotic derivation on the case of Xijiang Village’s Guza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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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情形来阐释。在这一个案中，由于节庆旅游发展

的影响，政府、毕摩、村民或当地人、游客之间实际

上都只拥有一种关系系统即交换关系，因此他们都

以“火把节”为支配性象征符号，并共享着同一种不

存在内部竞争的解释项：“火把节赋予毕摩身份”。

这一情形十分类似于西江苗寨鼓藏节中以鼓藏节

为支配性象征符号并强调“鼓藏节赋予鼓藏头身

份”的情形，但是其解释项的持有者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在西江苗寨中只有村民或当地人持有这一立

场，而在普格县火把节中有身份的所有群体都取得

了一致意见。这不能不说是节日经济、节庆旅游的

发展或者说一般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巨

大变化：委托关系、支配关系基本上都消失了，符号

系统内部的张力和矛盾亦随之消失，节日符号的内

涵变得单一化、扁平化。这实际上响应并重新阐释

了在旅游研究中很早就被提出且至今也特别重要

的传统文化“商品化”[52]或“舞台化”[53]等命题。

此外可以推测的是，图4的c情形也是可能出现

的，即在节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些地方的毕摩

从纯粹的信仰仪式主导者转换为节庆活动中的标

志性人物，成为政府所依赖、游客所感兴趣的中心，

从而自身成为支配性象征符号，而“毕摩代表火把

节”也就成为政府、游客所共同接受的合宜的解释

项。看起来这一情形与图 3的 b情形十分相似，但

需要讨论的一点是：毕摩并不必然会像西江苗寨的

鼓藏头那样与村民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村民也

不一定会挑战毕摩的权威；他们相互之间仍可能像

图4的a情形那样保持为一种支配关系，或者出于吸

引更多游客甚至刺激更多旅游消费的共同目标，为

了共同完成节庆仪式的“表演”而结成联盟、互相配

合，实现为一种交换关系。既然在图4的c情形中三

种关系系统都可能出现，因此其实际的符号结构并

不能马上确定，那么可以把它与 d情形所各自对应

的支配性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潜在的

符号竞争。同时有必要补充指出三点：第一，这种

“潜在的符号竞争”在西江苗寨鼓藏节中已经成为

现实的符号竞争；第二，节日本身作为符号整体受

到了严峻的挑战，即通常被认为只是节日符号体系

构成部分的一些个体（如鼓藏头和毕摩）已经能够

甚至实质上替代节日本身；第三，从现实的符号竞

争向潜在的符号竞争的转变，就可以称之为“符号

演化”，它表明的不但是符号整体的切换，也代表着

符号结构的变化。

5 结束语

本研究所完成的主要工作可以总结为两方面：

其一，回顾当前以象征人类学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节

日符号研究，并通过追溯象征人类学背后的符号学

渊源，重构了一个由“整体-结构-阐释”三个环节构

成的符号学应用新框架；其二，将这个框架用于对

图4 对火把节案例的符号衍义分析

Fig. 4 Semiotic derivation on the case of Torc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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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藏节、火把节的尝试性案例研究，在研究中展开

框架操作的细节并对案例中的符号现象加以挖

掘。总体上，整体、结构、阐释这三者是一而三、三

而一的，前文已经明确呈现了在框架展开过程中将

符号整体背后所对应的社会现实、结构分析背后所

对应的符号要件系统、阐释衍义背后所对应的智识

活动相结合的一种可能做法。当然，其中所提出的

一些辅助性概念和具体操作方式都体现出临时性

和探索性的特征：例如将符号要件系统细分为身份

系统和权力系统，再将权力系统简化为关系系统并

进一步细分为同时具有简单性和涵括力的支配关

系、委托关系、交换关系；又如区分符号整体之间如

何发生现实的符号竞争（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和

潜在的符号竞争，进而指出符号演化的出现。

从现实的角度看，传统节日在当前社会很难以

纯粹原真的“传统节日”而存在，它还直接或间接地

与当下时代的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因此，如果说

象征人类学关心的主要还是象征物在共同体内部

的象征意义的话，本研究追溯或者说重申符号学分

析的意义还在于：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动态的现代

社会经济交往条件下，传统节日这一符号系统或类

似的文化符号系统将面临怎样的意义转换。象征

人类学研究以往的做法是先忽略或否定作为其重

要理论源头的符号学的“形式论”[54]倾向，引导研究

者直接切入对象征物的辨识和对象征意义的阐释，

然后再将它们组构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图景

——由于这样的做法总是需要在已经被孤立起来

的象征物及其象征意义之外寻找将之串接起来的

“中介”，也就难免陷入一种逻辑上的无穷倒退。完

成对符号或象征的意义阐释，这固然是所有关注符

号现象的人文社会研究的共同兴趣和目标，但是应

该要看到符号学的形式分析是象征研究的学理基

础，而整体-结构-阐释这一符号学新框架也许能够

提供一种扎根于符号现象内部并充分发挥其“形式

论”特长的自洽逻辑。这里并不是要批评当前基于

象征人类学的传统节庆研究舍本逐末，而只是希望

在传统节日这一领域完成一次对形式与内容并重

的符号学分析的尝试性回归。

此外，前文未曾谈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象征

（symbol）”与“符号（sign）”究竟有何关系？这项研

究为什么不能称之为用符号学完成的“象征分析”

或是“象征人类学分析”？这里首先引用两位哲学

家的观点。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的卡西尔

（Ernst Cassirer），特别区分了符号和象征：“象征就

其本来意义而言，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符号。符

号和象征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前者是存在的自然

世界的一部分；后者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

分”[55]。因此他认为象征才代表着最根本的“共相”，

才能呈现出事物的本质[56]。另一位哲学家即同时具

有逻辑学家、符号学家身份的皮尔士，则区分出三

种基本的符号——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规

约符（symbol）[35]，显然在这里的“规约符”或者说“象

征”只是整个人类所使用的符号体系中的一种类

型。在皮尔士看来，规约符之所以为符号，“仅仅是

（或主要是）因为它被这样使用或被这样理解，而不

管我们的习惯是天生的还是规约的，也不用考虑决

定原初选择这些符号的动机是什么”[35]，因此它具有

一种“一般本质”。结合二者的看法，象征或规约符

源自于人类的意义世界、具有一般性这两点可谓颇

具共识，而皮尔士认为规约符也毫无疑问是符号这

一点，却比卡西尔将象征驱逐出符号范畴之外的做

法更有价值，因为皮尔士实际上还指出了规约符也

将具备所有的符号所共通的本质属性：任何符号在

形式上都是由再现体、对象、解释项来展开的整

体。这一强调符号的“形式化”特征的做法，并没有

因为“形式”通常被理解为是现成的、僵化的、表面

的而损害它对于符号意义的揭示能力，反倒是能够

作为一种“形式指引”而为研究者开拓出理解与阐

释的广阔空间。

由整体-结构-阐释这一新框架的尝试性应用

所得到的具体结论，其可靠性固然需要由更多的后

续研究来继续揭示和检验，因为它们源自人们对符

号整体的一种结构化推测，体现的只是一种有其局

限性的合理性。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如果要让这一

框架本身成为一套通用的新方法，那么还需要保留

更多的清醒反思和自我批判。本研究明确认为，符

号学不宜用于“证明”某些观察或判断的成立与

否。相对于指向因果关系探索的严格的解释性研

究，符号学中如皮尔士所重视的“解释项”所指向的

实 则 是“ 阐 释 ”（interpretation）而 非“ 解 释 ”

（explanation），尽管它是一种有其哲学根基的“阐

释”。这种阐释无法帮助研究者抵达甚至无法接近

一种因果关系的证明，但是它明显具有一种启发能

力，能够引导人们从其他方法所很难提供的角度去

察觉那些令人惊奇的、有待解释的地方，去相对系

统化地形成想法、观点、命题、假说，从而开启值得

探入的研究空间。就此而言，由这一框架出发而展

开的符号学或符号分析，作为“人文研究”的特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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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作为“社会研究”的特征更加明显。在当前以

科学实证主义作为研究有效性（主要是因果关系确

证性）的主流判断标准的学术环境中，指望单凭符

号学就来“解释”社会现实，也许有些勉为其难，然

而它的确能够以其独特的、敏锐的方式考察和呈现

社会现实，特别是那些在目前的学术语境中还未被

识别和界定的社会现实，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有价

值的命题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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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miotic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Frame Construction and Case Analysis

ZHANG Xiaoming1,2, CHEN Xiaoying1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symbolic anthropology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signs is

to first identify a“sign”or a“sign system”that is worth analyzing and then directly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signs on the basis of observed festival practices. Researchers using this approach

usually ignore semiotics, although it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This stud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two major semiotics systems of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Charles S.

Peirc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new frame for semiotic analysis, and to verify, through case analysi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frame to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their changes under moder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new frame,“wholeness-structure-interpretation,”appears to have some

theoretical common denominators with the two major semiotic systems, which are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quite different, and highlights the unique role of semiotics in presenting social reality and

putting forward effective propositions.“Wholeness”indicates the ontological stance of this frame

toward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all subsequent thinking.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itself and its recognized signs appearing in concrete forms can be considered a

semiotic wholeness.“Structure”indicates the teleological methodology of this frame. Recognizing the

limitation of cognitive ability and directivity of cognitive purpose, it reminds researchers to try to find

appropriate and irreducible elements of sign so as to break down wholeness into a referential and

operable sign system. For example, in Peirce’s system, wholeness is broken down into three elements-
representamen, object, and interpretant- and the constitu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inally,

“interpretation”indicates a method of semiotic study whereby we can, through a process of deri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phenomena that are difficult to perceive and confirm with common methods,

form concepts and views based on these phenomena, and thus develop a proposition for further study.

In short, wholeness,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are the three separable elements of a unified sign.

They are a unity in terms of their ontological stance, methodology, and specific method.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Guzang Festival (nongx hek nes) of the Miao people and the Torch Festival (as well as

its traditional form,“Dut zie”) of the Yi people. It interprets semiotic wholeness as a semiotic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two groups of semiotic elements: the key roles of the festival (leaders, villagers,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ourists), and the basic, simple, and conclus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roles

(dominance, exchange, and clientage).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is carried out o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se key roles and basic relations, so as to identify and name certain phenomena including semiotic

competition and semiotic evolution. From a realistic perspective, a traditional festival can maintain its

pure authenticity only with difficulty. Instead, it interac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ith various aspects of

the present reality and thus, as a sign system, it develops several identifiable transitions of significance.

Keywords: festival; semiotics; wholeness;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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