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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同文 ”的理论构想与传播机制

摘要

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不断追求更有效的交流手段和更完美的符号 。这种追求在语言中体现为一

种 “普天同文 ”的理想 。本文从完美符号的理论构想解读人手 ,结合传播效用分析 ,得出了这种理想

的现实悖论。连同图像语言在内的任何一种符号语言都无法对现有自然语言构成替代性关系 ,它们

只是高度符号化的当代文明中涌现的又一组符号系统 ,而不是凌驾于语言之上的 “元语言 ”。从某种

意义上说 , “普天同文 ”已经以多元化的方式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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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天同文的动力与现实困境
人类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人类在符号使用上必然有着其它动物不能达到的高度 。语言

符号就是这种符号能力的典型体现 。《淮南子》 卷八 记载 “昔者仓领作书 ,而天雨粟 ,鬼夜

哭 。”唐人张彦远 解释说 “领有四目 ,仰观天象 。因俪乌龟之迹 ,遂定书字之形 。造化

不能藏其秘 ,故天雨栗 灵怪不能遁其形 ,故鬼夜哭 。”可见 ,语言符号作为改造世界的重要工

具 ,是人类实现了自我超越 ,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神的力量 ,但这种力量并不完美 。巴别塔寓

言中 ,上帝令语言分化以阻止人类完成伟业 ,不能完成通天之塔的修建。语言符号分化所导致

的人类纷争也非常频繁 。不过 ,人类从未停止创造一种完美符号以弥补语言鸿沟造成的文化分

裂以及语言本身的沟通屏障— 这就是 “普天同文”的理想 。

要消除文字分化 ,归根结底是要消除文字发展中的文化个性 。这种文化个性差异消除得

越彻底 ,越接近于一种普天同文的理想 。文化差异的消除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从文化本身着

手 另一种是从文字符号本身着手。秦灭六国统一文字就是普天同文的一次以国家政权自上而

下的强制性统一 。除了极端的武力统一 ,文化宰制也会实现类似的结果 欧洲教会使用拉丁语 ,

连同共产主义中国在内曾经一度试图让俄语成为区别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共同语 ,但它们或多或

少仍是某种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产物 ,并往往只令一种既有现成语言占据所谓统治地位而获得超

语言 ,或 “元语言 ”地位 。

武力统一和意识形态的同化是直接有效的方式 。然而 ,这种强制性和不对等性已不适用

于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所追求的普天同文转而诉诸一种非现存语言 。在理想主义者看来 ,实现

真正的平等应当有一种文化中立的新语言。早期的著名尝试如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 摩尔描

述了通行于乌托邦中的 “乌托邦语 ” , 一 。更复杂一些的虚拟语言还应当有成

体系的语法规则。例如古英语教授托尔金在他的 《魔戒 》 , 等魔幻作品中创造

的精灵语 、霍比特语 、昆雅语等多种语言。其中数种语言发展得非常完善 ,一些托尔金谜甚至用

这些语言来写作 。不过 ,它们仍是以文学作品为载体的虚拟语言 。

与这些虚拟语言不同 ,人们还试图创造以日常实用的通用语言 。最著名的要数已延续百年

的 “世界语” 。创立者柴门霍夫 盯 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情怀创造了一

种消除彼此隔膜的 “平等 ”语言 。时至今日 ,世界语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人的语言 。这个意义上

来说 ,世界语是失败的 。这些人工语言自然无法抗衡自然语言的丰富表现力。除了柴门霍夫外 ,

此后的逻辑语 ,又译作理语 更强调文化的中立 。它通过奠基于谓词逻辑 ,消除了语法

上的文化倾向。此外还有沃拉普克语、伊多语及诺维亚语等。诸种世界语方案的失败是由于 ,它

们标准化但缺乏自然语言的 “文化语境 ” ,因而只能成为某种特殊场所的 “标准语言 ”。托尔金

认为 ,各种人工语言注定是枯萎死亡的语言 ,因为这些语言没有神话故事 。

从符号表意的过程来看 ,人工语言缺乏符号释义的文化过程 ,而偏重指向对象 的

映射过程 。这就好比一套 “密码 ” ,它并不直接生成文化意义 。因此 ,人工语言不仅不是 “超语言

的 ” ,反而是 “次语言 ”的 。自然语言的文化意义累积是语言人造语言所无法达成的 。人工语言

最适合成为没有歧义的标准代码 。这种优点令人工语言能够得到标准化的解码 。人类已经创造

了许多跨越文化规约的 “共同语言 ”。例如 数学语言可以精确的实现建模和运算 ,化学公式可

以得到理论上完美的物质生成结果 ,电脑编程语言可以精确无误的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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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这些精确编码的科学语言与我们前面所说的 “语言乌托邦”有质的差别 。即 ,人们希

望建立起一种语言 ,它能进人人们的日常生活 ,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可能的吗 要回答这

一问题必须从理论上推定 ,一种完美的符号是否存在现实可能

二 、完美符号的理论推定

符号学家将人类的特有符号能力界定为对符号的 “约定 ”能力— 索绪尔

称之为符号的任意性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家认为任意性是人类符号世界最

本质的力量 , 。索绪尔之后近百年的符号学研究表明 ,理据性正在成为

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基本要素 ,其并不屈居于任意性之下。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下 ,符号具有借
适与不合适”之么 我们常常判断某些符号更简洁、更有效率并因此而更具有传播力。在皮尔斯

的符号理论体系中 ,他整体性的引入了符号理据性要素 。

皮尔斯 将依据符号再现体 指向对象

的不同方式将符号分为三类 像似符 、指示符 、象征符 。皮尔斯认

为 ,三种形式的符号 “尽可能均匀的混合是完美的符号 ” , 一 。皮尔斯

的完美符号观念可作如下解读 过度像似的符号与对象缺乏释义的 “距离” ,其极端形式

是 “镜像 ” ,会妨碍释义的自由程度。例如 许多文化批评家批判当代艺术追求清晰度和感官刺

激 ,就是反对符号 “能指化 ”的倾向 过度指示的符号意图定点过短 ,同样会导致无限衍义

的失败 ,最终使人们失去对艺术形象的自由 “想象”。一千个读者在明晰的对象指称前 ,将自身

想象力退缩为银幕上那一个哈姆雷特。 过度任意武断的规约符号 ,因其抛弃了原始理据及

其使用的历史惯性 ,往往不利于经验性认知和掌握 。也即 ,规约无法是纯然的任意武断 。例如

索绪尔注意到 ,法律适合用天平来象征 ,而不是其它任意的符气 这表明 ,符号的关联不是全然

武断的 ,而是必须存有历史理据 。

现实情况中 ,这三种符号在历史的使用中是有所偏倚的。人类文化演化的符号使用系统日

益复杂 ,可视为符号类型不断转变的过程 。这一过程包括三阶段 第一 ,以像似与复制关系为主

的图像符号阶段 ,第二 , 因果关系主导的抽象逻辑符号阶段 第三 ,纯粹意义的独立符号生产

阶段 。这三个阶段与皮尔斯的三类符号具有某种对应关系 第一阶段对应像似符号倾向 ,第二阶

段对应指示符号倾向 ,而第三阶段对应规约符号倾向。从卡西尔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纵向划分可

以看到 ,文明童年期的符号是透明性主导的 ,随着人类文明向高级阶段发展 ,规约性增强 ,原初

理据性逐渐让位于 “使用理据性 ”。

以语言为例 ,一种直观的印象是一 , 人类文字系统越成熟 ,像似性越弱 。文字符号的早期

起源几乎都与图像有关 ,是有理据性的 。随着时间推移理据性变得不可追溯 。由此 ,文字符号

的发展过程就是性 成理据性逐渐隐退并让位于任意武断的过程 ”。中国古文字 、古埃及文字 、

苏美尔文字 、玛雅文字等早期人类文字的起源都是基千像似性的。其后 ,西方世界的象形文字

为拼音字母所取代 ,汉字符号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发展出复杂的 “六书 ”造字法 。赵毅衡认为 ,

“中文实际上沿着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 ,从像似符号 ,演变成指示符号 ,再演变成规约符号。”

赵毅衡 , 这是否印证了卡西尔的符号类型进化论

不尽然 。虽然从文字或某一的符号形态发展来看 ,文字系统原始理据性减弱了 ,但使用理



国际新闻界 刀 本期话题 了符号学研究

据则作为一种文化规约 ,在累积逐渐反而加强孔 反过来 ,早期的文字也不是 “非规约 ”的 。不

同文明的象形文字并不相同 。例如 “女 ”字在同为像似符号的不同古文字中其写法的差异 。例

如 “女 ”在中国的甲骨文中是一个下跪的形象 “女 ” ,而在埃及文字中则强调其长发等生理特

征像似 “』”,而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语则是用女性下腹三角和生殖器构成的形状来生成像
似的文字符号 “ ”。丁尔苏据此认为 “像似性与理据性是并行不悖的 ” 丁尔苏 , 一

。换言之 ,作为像似符号的古文字并不因此而稍减其规约符号的根本属性 。

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分流在于 ,图像符号以像似性为特性的 而文字符号则是 “指示性

偏向”的 。图像和文字的像似性和指示性偏向 ,导致了图 文发展路径的巨大差异 。基于像似性

基础的图像符号因其像似性而呈现出某种宏观的时空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文化语境跨越能力。

即使是出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 ,其像似特性方面依然是易于理解的。在象形文字阶段 ,不同古

代象形文字因各自不同文化背景而有所差异 ,但这种差异显然远远小于现代汉字与西方拉丁字

母语言 。例如 苏美尔象形文字 “水 ” 、 “日”的写法与中国的甲骨文就比较接近 。而文字走向指

示性和抽象性之后 ,像似特性迅速湮没在文化背景和规约之中 ,以至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

造字初期的理据性微乎其微了。文字语言间的疏离是社会规约作用下的结果 。

由上 ,社会规约性造成的语言分化 ,是由于语言脱离了原初的理据性— 像似 ,而像似符

号有可能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规约性而获得相应的跨文化识别效果 。这是否暗示出 ,实现普天

同文理想的必经之途 换言之 ,要实现普天同文的理想 ,是否应当回到造字之初 、回到图象性符

号文字 这就需要从符号传播和符码类型与传播效率的技术层面上分析。

三 、理想符码的传播机制

一 符码类型与传播优势

从符号的传播效率来讲 ,一种适合通用的符号 广义语言 应当具有高效率和广泛的传播

性 。整个文字符号识别过程可以看做一个编码 解码的双向过程 。从符号代码的传播策略来

看 ,一种符码要获得有效的传播 ,应当具备低壁垒和高解码率 低壁垒指向编码过程本身简

易 ,对传者的开放性较高 ,而受者高开放性则来源于解码成功率。高开放性能提升参与度 ,从而

实现使用群体的扩张 。这就需要用两对术语来说明如何获得高传播效能 , 一

。

社会语言符号学刻白恩斯坦 提出的 “详制符码 ” 和

“限制符码 ” 山 , 一 概念可用于说明编码方式对传播

效率的影响 。详制符码是一种描述清晰而较少依赖交流环境的符码 ,它所陈述的问题较为复

杂 ,其获得依赖系统性的教育训练 而限制代码则依赖于会话者的共同性 ,其会话内容的组织

不是语法逻辑 ,而是友情 一种交际 。对于创建一种更易于传播的广义语言而言 ,详制性代码

的优点在于 ,不依赖于小群体的文化共同背景 ,而其缺陷在于需要编码者的高素质 ,能力元语言

壁垒更高 限制性壁垒也并非完全没有优点 ,其简化特征和形成关系纽带的交际性功能也是语

言不可或缺的功能 。

另一对概念是 “宽播符码 ”和 “窄播符码 ” 。详制性符码与限制性符

码由编码特性所决定 ,而宽播代码与窄播代码则取决于受众结构 。如果说宽播代码是易于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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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行音乐 ,窄播代码则是阳春白雪的歌剧 ,只有少数观众能欣赏。就表意清晰性来说 ,详制

符码有助于克服文化壁垒 ,形成宽播效应 但详制符码往往编码复杂 ,对编码者要求较高 ,因而

又导向窄播符码 。而限制符码则因其是简单诉求 ,对元语言能力无特殊要求而易于形成宽播效

果 。

二 编码特性与符号的混合理据优势

将上述编码特性落实为建立一种完美的通用语言 ,我们就需要寻找这样一种符码一一其

既具有较低的编码解码壁垒 ,同时具有高清晰的表意能力。从皮尔斯三种符号类型来看

首先 ,规约符号在编码过程中接近详制符码 ,具有表意准确的特性 ,但对编码者要求较

高 而解码时要求接受者参与到规约体系中 ,又接近于限制符码 。

其次 ,指示符号是一种具有理据性的指称方式 ,它是指向对象但不加描述的符号类型 。符

号的指称有赖于秩序或关系的建立 ,可以是邻接 、因果或印迹等关系。指示符号对编码要求低

于规约符号。一只狗在雪地上的爪印足够让猎人循迹而找到 。应当说 ,指示符号是一种实现通

用语言的良好选择 ,且具有较高的编码效率。

再次 ,像似符号的理据性比指示符号更为直观 ,因而其对编码和解码者的教育 、文化背景

要求最低 ,通常是最能跨越文化界限的符号类型 。不过 ,像似符号的问题在于编码效率较低 ,

信息冗余度较高 。例如 ,一张有狗的照片用来传递 “狗”的信息显然不够经济 ,似乎缩减为只有

“狗头 ”即可。那么 ,是否还可以缩减到只有一条狗腿或者一条狗尾 在简化的过程当中就出现

了抽象和规约。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抛下任何一种符号类型 。

设若理论上存在一种较为理想的通用语言 ,那么这种通用语言的表意符号类型应当是三

种符号特性的混合 ,而且应当取得一定程度的均衡 — 这就契合了皮尔斯的完美符号构想 。兼

有三种特征的符号在表意的通用性与效率上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最有可能成为一种 “普天同

文 ”的理想语言。

三 图像化作为通用语言策略的分析

按照上述原则 ,建构一种理想语言 ,就是要回归理据性 。直观的办法是 “部分地 ”回到文字

发展的原初— 图与文尚未分化的阶段。那时的文字尚处于任意武断性较弱而理据性较强阶

段 ,具有较高程度的指示性和像似性 。反之 ,可以推论 文化发展过程中规约性消除得越彻底 ,

文字符号的易识别程度就越高 。文字的图形化策略 ,优势和劣势都相当明显 。一方面 ,图像化语

言仍是一种有效路径 ,因其像似性 、非逻辑性 、开放性而接近一种自然语言。某种意义上说 , 图

像语言因其理据性而从未发生类似于文字语言的根本性剧变 ,具有连贯性 。原始部族的图腾符

号的形式与今天的企业标识在本质和使用上都极其相似 。最原始的指路牌所用的指示符号与

今天奥运场馆中的指向箭头也不会有天壤之别 ,结绳记事与今天的二进制代码虽无直接继承 ,

却依然是同一种结构原理 。可见 ,混有理据性的符号信息往往更能够跨越时间 、空间和文化的

冲击。这是图像化文字的优势所在。

文字图形化策略的天然缺陷是 ,图像本身的抽象概念表意效率并不高。至今仍在使用的

“东巴文 ”是一种易于解读的原始象形文字。实践来看 ,其能表达的抽象概念复杂程度与现代

语言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图形文字并不是真正的消除文化规约 ,而是借助图像 、指示等符号指

示方式来丰富和加强抽象文字语言的形象化 、生动化 。现代文字的图像化的策略必须结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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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化现实环境来加以设讯 公共视觉符号就是一种经过现代化设计的图像通用语言 。迄今

最为典型的一套通用视觉语言是 “国际文字图像教育系统 ” ,全称 “

介 ” 发表于 年 ,发起者为奥图 ·纽拉特

。该系统为当前的公共图像符号 和信息图形 的设计奠

定了基础。该系统的思路是将图形作为某种标准化的通用语言实现公共化的沟通 。该系统提供

公共场所等统一化图形设计的底本。今天的地铁 、公交、飞机等诸多公共指示标识系统都可以视

为该系统的直接或间接的演变。

这套系统与传统意义上通用语言追求者的努力方向并不相同。其目标不是通过对现有自然

语言的取代来实现文化与语言的大一统 ,而是对现有语言做一种广义化的拓展和符号类型上的

补充 ,使得语言成为一种更富包含性的符号沟通系统 ,更接近一种所谓 “完美 ”符号体系。它既

不是对原始象形文字的回归 ,也不是现代自然语言的直接替代 。它只能是现有广义语言符号家

族中的又一员 ,并成为人类表意系统一一文化本身的不可或缺成份。

四 、语言范畴观念的转型— 混合语

从传播角度上说 ,一种对现有语言的替代性方案是必然陷入通用

与使用 的悖论 。人工语言 ,究其创制的根本原则 ,是创造一套类似密码的通用性

符码 ,因而其必然是 “共时性”的系统 ,以实现通用和易于掌握的目标 而我们所使用的自然语

言则是一套历时性的开放动态系统 。而所有的人工语言努力的方向 ,都走向一个根本性的向度

悖反 。自然语言在使用中复杂化 ,意义越来越为其当下使用所决定 ,并不断生成新的表意词汇 ,

而人工语言则对现有自然语言实行 “去复杂化 ” ,而成为托尔金所说的那种枯死的语言。

实际上 ,这就涉及到 ,我们如何去界定今天的语言 ,以及如何看待 “普天同文 ”的文化学意

义 。就技术策略来看 ,我们早已实现普天同文 。实现方式之一是文化输入与输出中自然形成的

世界语一一英语 。现代英语发展到今天 ,是吸收了 多种语言中及词汇逐渐形成的全人类自然

语言。中国已成为英语的第一使用大国 。英语实际上已经与原初的那个政治性国家概念关系相

当疏远 。

此外 , “通用 ”与 “使用 ”的矛盾还带出普天同文理想的另一个悖论— “标准化 ”与 “文化

化 ” 。标淮化语言应当是去文化的 ,而自然语言的发展则必须是文化语境当中的涌现 。我们只能

通过文化的博弈去实现文化的保存 、对抗 。标准化的人工语言 ,并不带来文化平等政治平等。将

语言乌托邦作为政治乌托邦实现途径的思路一开始就错孔

如果从技术标准化来看 ,普天同文理想已经实现孔 二进制语言可以再现任何一种符码 ,

且是 “外星人都可看懂的文字 ”。近年兴起的 “二维码 ”也是一种通用语言 ,其所赖以转移移动

终端的机器识别是无文化的 ,因而也是跨文化的。就人类交流的符码类型来看 ,广义语言已形

成三个大类 。

科技指示符码一一科学语言 数字 、音符 、代码 、曼瑟尔表色系统 、音标 与机器语言 语

言 、 、二维码 文化规约符码一一自然语言 图像 、自然语言 、网络生成符号 艺术文本

混合理据符码— 类语言 公共标识系统 、手语 、旗语 、各种指示符号 、图像混合语言 、图像化

音乐记谱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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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符码实现通用的路径各不相同 ,科技符码是相对纯粹的指示符号 ,其倾向于指向对

象的指代 ,拒绝文化阐释 科技符码本身没有明显文化差异 ,没有地域或文化属性 。文化规约符

码来源混杂 ,是不同文化群体中不断涌现的结果 ,其通用化的方式是文化博弈 而混合理据符

码介于两者之间 ,它旨在提供公共场所的最有效识别 。由于混合了像似性 、指示性和文化规约

性 ,它既不会象文化规约符号那样 “任意武断” ,也不会像科技符码那样全球彻底一致 。因此 ,

我们可以看到 ,伦敦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的项目图标设计 ,既有文化北京的差异 ,也有相似和

指示的清晰连贯的理据而易于识别 。

最后 ,人类语言系统在符码化的方向上正在全面突破 ,其路径是多中科技语言的聚合。在

这些语言之间会形成专业化隔膜 ,这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 ,一套医学术语

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 ,可能像外星文字那样难解。身处地球村的人类文化生活中的自然语言不

仅不会趋向单一的标谁化 反而会在文化的多样性中进一步复杂化 ,并在使用中成为具有动态

特性的多元混杂交流符号 图形语言 、多文化语言 、计算机语言 、亚文化圈的小众语言等 ,而这

一结果是由于一一生活本身不可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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