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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构与传承中的
《周易》符号模塑
苏　智

摘　要：《周易》这部经典著作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符号模塑理论

分析会发现，《周易》符号系统中的模塑体系具有自身的特点，可以实现一级模塑体系向

三级模塑体系的跨越。也正因为《周易》模塑形态中的这种取象思维，使其意义阐释可以

涵盖文化中的诸多层面，从而生成大量的文化模因，并最终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而在

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中，阐释主体与符号意义之间会出现动态的交互过程，促使文化模

因改变。传统文化通过《周易》的符号模塑变化实现了文化传承中的畸变与转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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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是意义的载体，任何意义都是通过符

号来表达。《周易》是人类最早的符号系统，承

载着几千年来星火不断的传统文化，也规约着

人们的生存理念与方方面面的生活。文化意义

能一代代被继承下来，其承载符号必然完成

了历史演变中的表意功能。类似于生物繁殖

中“基因”的概念，符号在文化中不断延续着

意义建构，这样的符号因素被称为“模因”。从

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模因搭建起了文化的形

态，并通过不同模因的合成作用，文化也在传

播和延续的过程中变化着自己的形态，塑造和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一、《周易》符号模塑的系统特征

“模塑”概念出现在萨丕尔所使用的“塑

形”这个术语中。从字面意义上通俗地讲，“模

塑”是符号域中最初奠定的模型样式，同时又

反过来塑造和建构符号域。洛特曼的“符号域”

是有边界的，其中的各个符号系统既具有独

立性，又在共时关系上彼此交换 ；同时，符号

系统自身具有记忆功能，并在历史纵向上相互

影响。换言之，符号域就是一个模因集团起作

用的范围，也就是一个文化社群。在传统文化

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符号域是《周易》的符

号系统发挥效能的语境。

按照人与自然世界的不同层次关系，模

塑也有不同层级的系统划分。当代塔尔图学

派 的 符 号 学 家 库 尔（Kalevi Kull）提 议 ：“ 外

在于周围世界的自然，可以被称为零度自然

（zero nature），零度自然是自然本身（例如绝

对的荒野），一度自然（first nature）是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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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认出、描述和解释的自然 ；二度自然

（second nature）是我们从物质上解释的自然，

是被改变，被生产出来的自然 ；三度自然（third 

nature）是头脑中的自然，存在于艺术和科学

中。”①这样，零度自然不在人们认识和考察的

范围内。从一度自然开始才是用符号得以描绘

和阐释的自然，因而一度自然范围内的事物可

以通过语言和文字等符号来描述。二度自然和

三度自然都是人们在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实

践和改造，甚至想象出来的自然，在实践和改

造的过程中，符号系统不仅停留在最初的描述

阶段，也在人与世界的交流中得到积累和更

新，这样也同时产生出了文化中众多约定俗

成的仪式与象征意义。因此，从生物符号学出

发，将自然环境中的因素引入进来可以划分出

三级模塑体系 ：自然语言应当在文字语言之

先，这也是首要的模塑系统 ；次级模塑系统是

由句法为基础的各种模式所构成的领域，比如

文字语言——文本 ；第三重模塑系统是建立

在前两种系统的基础上获得了象征性价值，是

由符码、规约和各种文化结构所构成的领域。

在《周易》中，卦画、卦辞和《易传》三个

部分在文本内部完成了一个符号意义的指涉

过程。卦画是《周易》基本的表意图像符号 ；

卦辞是图像符号所指对象的描述，在表意上若

将其作为语言符号，其意义也指向《易传》的

论述。因此，无论是卦画还是卦辞，都是《周

易》表意的符号，用以表达系统深层的文化内

涵。“《易经》至少包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系

统 ：一、非语文符号的卦，包括本卦及别卦 ；

二、由语文符码书写的‘辞’和‘传’。……我

们可以说第一种非语文系统是属于表达系统，

是语文空虚的 ；第二个系统是内容系统，是语

文充实的。从空虚系统转化为充实系统，要透

过语文化作用。”②图像的系统是语文虚空的，

也就是说卦画本身是可以不依靠语言的描述，

独立表达意义的一个符号系统。卦辞是语文充

实的系统，如果说语言是对前语言意义结构的

重新表述，那么卦辞的确是将卦画符号的表意

内容作了语言化的解译。《易传》也是语文充

实的符号系统，却是对前两种符号意义的进一

步阐释。“我们所谓的《易经》是由三种截然区

分但有重叠的层次所构成的综合文本 ：系统

一，非语文的系统 ；系统二，一个语文化了的

命名系统，用来取代系统一 ；系统三，一个第

二度的语文规模，用来解释系统一和系统二，

但在译码过程中，其实是在替系统一和系统

二建码。”③从中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周易》三

类符号的性质和关系 ：《周易》的卦画符号系

统可以作为一级模塑体系，卦辞符号系统是二

级模塑体系，《易传》对文化深层含义的展开

论述，可以作为三级模塑体系。在《周易》这三

个符号模塑体系中，一级符号系统本身即可以

进行完整的表意。易历三圣，伏羲画卦，文王

系辞，孔子作了《易传》。可见，至少在卦画符

号创立之初，符号本身是单独进行表意的。卦

画最初形成的还在结绳记事时期，文字还没有

出现，《易传》中所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

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夬。”④这也说明，书契的发明是在卦画符号产

生之后，卦画的表意最开始并没有语言文字的

注解。而且，书契的产生即是得益于《夬》卦

的卦画符号，这也充分反映了作为自然符号的

一级模塑体系对文化的模塑作用。卦画符号的

意义表达与《易传》中的意义解读之间并没有

《夬》卦卦辞的辅助。《夬》卦辞说 ：“扬于王庭，

孚号有厉 ；告自邑”⑤从卦画符号所得出的书

契形象与卦辞中的描述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二

级系统在一级系统表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

的语言模塑体系，符号双重系统的表达之间也

会相互影响。一级符号系统使符号解码者通过

感知来把握意义，其表意并没有语言概念所规

约出的侧重方向，因此可以使人置于更广阔的

意义域中。在《周易》中，卦画的一级符号模塑

也就直接作用于深层的文化模塑体系上，体现

了一级符号模塑体系向三级模塑体系的跨越。

从《周易》符号模塑系统这个特点来看，

符号的对于文化的模塑建构作用就不仅仅局

①　Kalevi Kull ：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 1998，No.26，p.355.

②③　张汉良 ：《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第

94、95 页，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④⑤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

疏》，第 87、56 页，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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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语言文字的二级体系上。对于《周易》中

卦画符号等一级体系的探究将更加着眼于卦

画的成“象”，正所谓“尽意莫若象”。通过对

“象”的把握，本来具有符号片面性的表意模

式被打破，阐释的思维从“象”出发，以致于开

启一种，类似于考察事物一般的，对于“物象”

的观察。卦辞在对“象”的阐释中虽然起到辅

助的作用，但符号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卦辞

字面上所涵盖的意义范围。正因为《周易》模

塑系统的这一特点，才使其广大悉备，从而可

以建构和影响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

二、《周易》符号模塑建构的传统文化

索绪尔曾说过“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

是不清晰的……只是混沌不分的星云。”①符号

是人们建立认知的基础。客观事物呈现在人的

意识中之所以能够被理解和解释，正是因为在

人的思维和经验中具有相关的符号概念和认

知图式可以与事物发生联系，否则，世界就只

能是无法分辨和把握的一片混沌。卡西尔说 ：

“（文化的）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

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②人们从外

在世界中得到新的感知，通过思维和经验对感

知进行分析处理，从而建构出不同的符号分

节。与此同时，符号的分节也反作用于人们的

认知，在符号的传播中促使人们接受并使用相

关的符号分节。例如，中国文化对于彩虹颜色

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划分，而欧美国家的人们

从来不会再彩虹的色彩上划分出青色，即便正

常肉眼观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彩虹。这就是符号

的双重分节，既是符号认知概念上的分节，同

时也规约了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类别。“汉族

为几千年来从事农耕生活，故有二十四节气。

而长期生活在高原和海洋地带的民族，他们对

节气和日历的能指划分也往往和生活习惯相

关。如台湾达悟族的时节划分中有‘飞鱼季’，

而藏历则根据杜鹃鸟，戴胜，野鸭等的活动来

进行划分。”③不同文化社群中的人总是依照自

己的生活习惯对外在世界进行符号分节，这样

也就在一个社群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模

因，并最终建构出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

《周易》被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历经传承

几千年，其中的众多模因对文化建构产生重要

作用。在符号域中，符号模因的分节与阐释使

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结构和风格体系。

如前一部分所述，《周易》的模塑特点是从一

级模塑体系向三级模塑体系跨越，采用符号取

象思维，在卦画表象的基础上，促使解码的意

向性思维与“象”的某一侧面结合，从而得出

不同方向的意义阐释。《周易》符号的最初表

意即是来源于对自然的认识与揭秘。因而，符

号也就随着人类人类社会的各种场景做出相

应意义上的分节，使客观的物世界在“象”的

统摄下转化为人们认知和实践下的人化自然。

“由于意识对意义世界的共同奠基作用，物世

界原有的基本特征，在意义世界中转化成新的

品格 ：物世界的唯一性，被不同意识转化为意

义世界的复数性 ；物本质上的超理解性，因为

意识把部分观相变成符号而获得意义性，符号

对意义世界的模塑，形成周围世界的可理解

性。”④在《周易》中，若是以最基本的八经卦符

号为例，结合《说卦传》以及文化中的解读，符

号的在文化不同侧面的阐释也就可以较为清

晰的梳理 ：

周易卦义对应表⑤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基本义 天 地 雷 风 水 火 山 泽

功用 君 藏 动 散 润 煊 止 说

方位 西北 西南 东 东南 北 南 东北 西

性情 健 顺 动 入 陷 丽 止 说

动物 马 牛 龙 鸡 豕 雉 狗 羊

人身 首 腹 足 股 耳 目 手 口

人伦 父 母 长男 长女 中男 中女 少男 少女

时令 立冬 立秋 春分 立夏 冬至 夏至 立春 秋分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1969，p.111-112.

②　恩斯特 • 卡西尔 ：《人论》，第 43 页，上海 ：上海译

文出版社，1985。

③　彭佳 ：《文化对自然的模塑 ：一个生态符号学模式

的提出》，《哲学与文化》2015 年第 8 期。

④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第 26 页，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⑤　图表引自张庆利：《〈易传〉的中和之美与文学精神》，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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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图表所示，八经卦的符号意义不仅

停留在卦辞揭示的基本义层面，而是在文化中

被阐释出不同层面的意义。从纵向一列来分

析，以乾卦为例，基本意义是天，正如其卦辞

所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通天”。乾卦又

代表君王，因为君王是天子，这就是关联其卦

象的特征。从历史的角度上说，文王拘而演周

易，武王伐纣也是万民所向。周国当时地处中

原王朝的西北方，那里才是天子之所在，因此

乾卦从方位上来解读并不代表正北方，而是被

解释为西北方向。另外，上图中的八经卦方位

正是按照后天八卦的方位来排列的。从性情的

角度来说，乾卦刚健，自然有“健”的意思。又

因为乾卦象征着自强不息，强健好动，所以在

动物中又以马为喻。从人身体上看，乾既然是

天，就必然处于最上面，也就是“首”了。乾卦

既然有天和君的意思，家庭中必然也要指称主

导者，男权社会中的一家之主自然是父亲了，

所以在人伦上的阐释是“父”。前面的方位排

列按照后天八卦图为序，从时令上北方阴冷，

坎在北方为冬至 ；日出的方向为东方震卦，象

征时令中的春分 ；南方炎热，正南方离卦为夏

至 ；西方日入，阳气渐消，兑卦在西方象征时

令中的秋分。四正卦的方位时令已定，四隅卦

也就随着顺时针方向按照时序排布，乾卦代表

了时令中的立冬。因此，从不同的方向上去解

读就产生了这些不同符号的意义在每一个相

同层面上都有相应的阐释，排列在一起就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表意系统。符号就是在不断重复

的阐释中被意义象征化，生成了文化经验中得

以延续的模因。

那么，这些符号的模因是如何在符号的模

塑中影响文化建构呢？以《周易》的八卦结构

对五行关系的影响为例，一般认为，系统本身

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当符号在

文化中的模塑作用到其中一个因素时，整个系

统都会受到影响。而以方位、时令作为对应项

的两组中，八个方位和四分四至日分别具有八

个元素可以与八卦的类型符号对应，如果缺少

了其中某个元素，那么系统的整体关系就会被

打破，系统就失去了自洽性。同样，五音、五

方、五味、五脏、五情在这个系统中虽然不能

直接对应于八卦，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理论与

八卦却能与八卦相结合，再依据五味、五脏等

结构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就可以同八卦的卦性再

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是一个社会相关

符号意义活动的集合，这也就是说，是过去的

意义活动的集合 ：已经完成的意义活动累积成

文化。因此，文化知识在用社会元语言影响解

释的意义上，介入解释意义的未来性，使之与

文化的过去相联系。”①五行符号在阐释中生成

了自身的结构系统。《周易》的模因融入了文化

的经验和元语言，在于五行结构结合阐释的过

程中也就发挥着过去的意义活动对于阐释的引

导作用，在文化解读中建构出新的意义关联。

《周易》的模因中最突出的便是阴阳分立，

这种二元对立最初来自于对天地日月等自然

运行变化的解释 ：乾为天，坤为地，乾为阳，

坤为阴。既然天地的性质是不同的，乾坤的性

质自然也就不同。天行健、地势坤，乾德刚健、

坤德柔顺……随着文化中模因的作用，符号又

在元语言的压力下阐释出符合解码经验和思

维惯性的意义指向。传统文化中的阴与阳就在

此基础上出现了高低、贵贱、君子与小人、高

尚与卑劣等多重维度的两级分化，并且分化的

结果均为崇阳抑阴。即便社会文化语境的改

变，符号的具体意义有所变化，但阴阳对立的

本质在事物中依然有所体现，只不过其具体的

所指会相应地出现调整罢了。因为《周易》“生

生之谓易”的元语言规则已经对符号的解读方

式做出限定，意义最终也必将在符号模塑作用

下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特征均可以

从《周易》的符号系统中找到缩影。“意义活动

虽然在此刻进行，却经常要以过去为依据 ：意

识要过去的经验积累和学习过程，形成元语言

能力，才能进行解释。解释本身是历史性的准

备储蓄，被意义活动的此刻点燃。甚至直觉的

领悟，都可能是‘先天’能力的表现。经验是从

过去绵延到现在此刻的过程，感知符号是此刻

的产物，而解释是从此刻就可以期盼的未来后

果。”②可见，无论符号的体系如何建立，符号

①②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第

221、218 页，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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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阐释离不开经验的积累及元语言能力，

而这正是符号模因体现的在解码中的作用。符

号在系统内建构出新的符号域，《周易》在文

化的阐释中不断生成新的模因，同时元语言规

则也随之产生新的变化。符号在原有基础上加

入了符号间性中的意义影响，转而生成了进一

步的模塑结构，这也最终使模塑的范围和作用

成倍扩大，并最终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建构。

三、《周易》符号模塑影响的文化传承

在符号的模塑作用下，人逐渐被文化所规

约，并且重新掌握符号进而更新符号的模因，

并利用模因再度地模塑文化。符号模塑的活动

从来没有停止，模因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部

特征会出现消亡和创生的转换。这样也就促使

文化传承在模因的变化中出现转码。

在同一文化圈内，不同的符号话语在彼此

间的对立与融合中产生了文化发展中的动力

作用，也使模因不断发生变化。人接受了符号

的模塑，逐渐成为了符号系统中被规约的人。

这种文化模塑作用在文化人类学中又被称“濡

化”（Enculturation）。这种“濡化”是说，每个

人都降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当他进入某一

文化社群，相应的文化就统治了他。伴随他的

成长，文化赋予了他语言、信仰、习俗、工具

等等。总之，文化向他提供了作为人类一员的

行为方式与内容。《周易》的模塑最先作用于

人，人在历史的发展中缔造了文化，同时，也

就是《周易》中的模因逐渐模塑了文化 ；但是，

人对文化的阐释中，本身就带有了《周易》的

模因，因而文化就成了《周易》模塑的结果。反

过来，被模塑的文化会转过来作用于人，指导

人的行为，从而形成再度的文化模塑。“人类

社会活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制造意义，规范意

义，而又受意义规范的过程。”①

符号通过把有机体的经验包括在内进行

模塑。它一方面是一种认识和理解的手段 ；另

一方面是被制造的任何东西。②符号模塑建构

了文化，同时也使文化中的人不断认同文化

的特点，从而进一步发挥了符号的模塑作用。

《周易》文本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使人在生

存和发展中依照符号的意义阐释重新对生活

中的事物作出分节 ；同时，符号域中的人也就

完成了对于事物的认知过程，并进而掌控了生

存的环境。这既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也包

含着文化不断更新的诸多机制。《周易 •系辞》

中描述了人们依据卦画的形态来改造生活，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

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③、“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

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④这

表明符号在形成之后如何反作用于人的生活。

古代先民原本没有房屋，居住在洞穴和荒野

中。正是通过大壮卦的卦画符号，人们受到了

启发，建造了房屋宫室，从此就有了稳定的居

所可以躲避风雨。古代最原始的丧葬只是将死

去的人用厚厚的柴草包裹，葬在野外。既不为

之封坟立墓，也不讲究亲友要守多久的丧期。

后来圣人依据大过的卦象，制造了供安葬用的

棺椁，改变了原本的葬俗。由此可见，《周易》

符号模塑着人们的生活，符号的阐释出现了变

化，符号的模因出现了转码，文化的传承也会

出现变革。旧有习俗消亡，新兴文化崛起。在

对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人们对其符号进行不断

地重复阐释，符号的解释经过不断的重复，就

在文化发展中被继承下来，并上升为文化中的

象征和典范被推崇，进而塑造和规范了文化生

活样态。

文化由符号组成并存在于一个文化叠加

系统之内，同时还要经过系统之间的动力平

衡才能达到其表意机制的有效运作。洛特曼认

为，“没有一个符号机制能孤立地在真空中起

作用，进入符号域——符号的空间是其运行的

必要条件。”⑤符号域并非是凝滞不变的，而是

具有如同太极图阴阳鱼一般的轮廓分界线。虽

①　祝东 ：《仪俗、政治与伦理 ：儒家伦理符号思想的

发展与反思》，《符号与传媒》2014 年第 9 辑。

②　保罗 •科布利 ：《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

毅衡译，第 53 页，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③④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

疏》，第 87 页，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⑤　尤里 •洛特曼 ：《符号圈》，第 642 页，圣彼得堡 ：艺

术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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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无法判断此界限属于阴还是阳，但是界限却

必须存在。“对话是符号域的本体特征，这也

同时意味着符号域的外部与内部边界应当是

‘双语的’。”①符号域存在着中心和边缘的分

化，在文化转码的动态变化中，符号域的中心

区域和边缘区域在意义强度上却并不是匀质

的。文化系统中最稳定的主流文化处于符号域

的中心位置，而亚文化则被主流文化排挤到符

号域的边缘位置，也正因为如此，符号域的边

缘最不稳定。中心区域的主流文化总是力图用

自己的规则来统摄符号域，这样，主流文化的

元语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整个符号域的

元语言。符号域看似如同一块铁板，其实内部

却充满了话语权的分裂与争夺。在中华文化圈

中，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诸子百家的各种论说，

每一种论说都是在总体文化圈中的语言构成。

一些比较强大的话语如儒家、墨家当时被称为

显学，这就是文化圈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主导话

语。而一些小的学派，如名家、农家、纵横家、

阴阳家等，就处于文化圈中相对边缘的位置

上。秦国吞并六国，将法家作为国家的基本指

导思想。这样，法家思想也就处在了文化圈的

中心地位上。而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将原本

势力强大的儒家话语边缘化，秦国实施了焚书

坑儒的政策，这也是文化语境中争夺话语权最

为极端的例子。后来，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了国家的正统

思想，一致在中华文化圈中延续了下去，其他

的边缘话语却逐渐被规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九流十家中所谓的小说家、阴阳家等恐怕如今

也只能在史籍中找到几个语焉不详的名词了。

当某一文化现象打破了主流文化的元语

言规则，即出现了文化意义上的“错位”与“畸

变”。一般的错位会被主流话语规则扼杀掉，

一旦主流话语规则对其容忍，则可能造成文化

传播中的畸变现象。如近年来，娱乐界当红的

男明星形象越来越清秀，这和主流文化中男性

的阳刚美感出现矛盾，可以被视为文化中的错

位。但是，这种错位在文化中一直存在，就转

变为一种亚文化，虽然主流文化表现出对此的

不屑，称之为“娘娘腔”。然而，当主流的男明

星几乎全部以“小鲜肉”的姿态亮相，对于“美

男”的符号意义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反，以

粗犷和力量为特征的男性美却被排挤到了符

号域的边缘，“直男”反而成为了符号域中的

亚文化。符号意义就此出现转码，造成了符号

模因的改变，新的模因又对文化的传承再次发

生模塑。《周易》中的符号意义也随着时代发

生着变化。还是以阴阳这一对最基本的符号为

例，它们最初来源于昼夜之间的明暗转换，在

卦画符号结构中表现为阴爻与阳爻。随着对经

典的大规模阐释，阴阳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事物

指称，将天地、贵贱、善恶等概念融入其中。

《周易》的模因也随着符号阐释的意义转码而

改变。到了汉代象数易学中，阴阳之间又产生

了数理的复杂变化。而在宋明理学时期，阴阳

的阐释则出现了“理”与“气”的论争。即便是

阴阳符号这一《周易》符号体系中的基本模因，

其意义也随着历史的流转积淀出深厚的阐释

土壤，携带着符号畸变与转码中复杂多变的意

义，从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在不同的文

化领域对意义进行全面而多样的解读。《周易》

符号模塑也就因此影响着文化的传承。

综上所述，《周易》符号模塑具有自身的

体统特征，在文化的建构与传承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观物取象的思维使《周易》符号得以在

文化不同层面展开阐释，进而形成文化建构中

的模因，规约和影响着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在

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传播道路上，《周易》中

的模因也会随着文化中的畸变和转码而出现

意义变化，影响着文化的传承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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