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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泛艺术化 ”实践的符号学反思

伏飞雄

　　摘　要:论文从符号学 、传播学的角度 ,对 “日常生活泛艺术化 ”实践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

述。笔者认为 , “泛艺术 ”就是 “反艺术 ”,甚至 “反文化 ” ,它导致了两个符号系统 、两种文化形态的混淆

与错置;它更具欺骗性 、更带危害性;它只不过是当代消费社会与艺术所签立的一个颇具诡秘性的 、浮

士德与靡菲斯特式的约定。

　　关键词:泛艺术化;划界;符号暴力;艺术真面孔

一　“泛艺术 ”就是 “反艺术”(甚至 “反文化”)

在迈克 ·费瑟斯通对于 “艺术的日常生活呈现 ”的论

述中 ,他基本是在起因与结果的逻辑对应中提到了艺术的

“分化消解 ”问题 ,比如艺术灵气被消解;艺术 、审美感觉与

日常生活之间的藩篱被推翻 ,实在与影像混淆(引述鲍德里

亚的观点),美学的神奇诱惑到处存在;打破了既有的艺术

体制 、文化惯例 ,从根本上使艺术与文化泛化而无以有什么

体制
①
等等。在笔者看来 ,这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他没有从

理论上根本解决如此存在形态与方式的艺术还是不是艺

术 ,或者说没有解决艺术与生活的 “划界 ”问题。这种情形

在国内关于 “日常生活审美化 ”的讨论中 ,也大致如此 。

笔者在此打算从符号学的角度 ,借用俄国形式文论学

派及布拉格学派的相关理论做点尝试。众所周知 ,这两个

理论学派首先或重点想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艺术(包括

文学)文本与非艺术文本的差异性问题 , “化用 ”此两派理

论至为关键的人物罗曼·雅各布森的说法 ,就是 “艺术性 ”

的问题 ,即 ,使一个文本成为艺术 、具有 “特异性 ”的东西的

问题
②(“艺术特异性 ”, thedifferentialofart)。为此 ,学者们

进行了可以说是接力赛式的深入研究 。

俄国形式文论学派主将维 ·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艺术

的 “陌生化 ”理论 。在对感觉一般规律的分析中 ,他认为习

惯性动作会导致反应的无意识化与自动化 。进一步 ,他认

为人们对散文语言(联系整个语篇 ,除指与诗歌语言相对的

散文语言以外 ,还包括生活实用语言)也会出现自动化的反

应 。在此基础上 ,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人们对

生活的感觉 ,使人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 ,而

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换言之 ,艺术的手法就是日常

事物的 “奇特化 ”(остраненйе,又译 “陌生化 ”)③。非常明

显 ,在什克洛夫斯基那里 , “陌生化 ”是相对于 “自动化 ”而

言的。没有自动化 ,也就无所谓陌生化 ,前者正是在后者的

参照下才会有效。

然而 ,什克洛夫斯基的 “陌生化 ”理论的简单化与不严

谨也是异常显著的。茨·托多诺夫认为 , “把一部作品的价

值和它的新奇感同等看待 ,这肯定是一种简单化 ”④ ,杰姆

生则从逻辑上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既然 “陌生化 ”概念指的

是描写和解释文学作品的可接受程度 ,那么如果读者逐步

意识到 “艺术是陌生化 ”,这个概念会不会也 “自动化 ” ,如

果真是这样 ,整个理论也就消失了⑤。而真正有力度的反

驳则来自于学派内部。按照罗曼 ·雅各布森的看法 ,什克

洛夫斯基的 “陌生化 ”理论缺乏明确的系统观念。至少 ,他

对于语言的系统性的认识不是很自觉的 。原因很简单 ,包

括什克洛夫斯基在内的俄国形式文论学派 ,在那时根本就

没有受到 1915年出版的索绪尔的论著 《普通语言学教程 》

的影响
⑥ ,而它正是孕育了现代符号学(包括结构主义符号

学)、语言学之 “系统 ”观念的奠基作 。

这种局限在后来的布拉格学派核心人物之一的扬·穆

卡洛夫斯基那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服 。他所提出的 “前

推 ”理论 ,虽然也是相对于什克洛夫斯基的 “自动化 ”概念

来说的 ,但由于其对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熟悉 ,其

理论就更深植根于 “系统 ”的分析之上。

他认为 ,标准语言(包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般语言)

是一种背景 ,而诗歌语言正是在对标准语言准则的系统违

反中 ,使 “诗歌式地使用语言成为可能 ”,而 “没有这种可能

性也就没有诗歌 ”。换言之 , “诗歌语言的作用就在于为话

语提供最大限度的前推 ”,而这种 “前推是与自动化相对

的 ”。有意思的是 ,他也看到了标准语言中常见的前推现

象 ,比如在新闻 、散文作品中 。但他认为 ,这种前推的目的

是服务于更有效的传达 ,即 “把读者的注意力更紧密地吸引

到被前推的表达方式所表达的主题内容上来 ”。相反 ,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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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语言中 ,传达作为表达目的的交流被后推 ,而前推则似乎

以它本身为目的 ,它不再服务于传达 ,而是为了把表达和语

言行为本身置于前景。同时 ,他认为 ,诗歌语言实践中所有

的语言成分不可能都被前推 , “任何一个成分的前推必然伴

随着一个或更多部分的自动化 ”。而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注

意到 “前推与后推 ”(或译 “前景与背景 ”)这个 “二项式 ”在

整个文化系统本身的动态演化中的辨证转化。

穆卡洛夫斯基对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关系 、各自功

能的论述等是在整个语言系统的框架中进行的
⑦。在他的

论述中 ,前景与背景 ,或前推与后推(自动化),语言的传达

功能与语言作为表达本身的目的功能等 ,都构成了系统意

义上的 “二项式 ”。

对于这两人的观点 ,作为两派理论总结人物的罗曼 ·

雅各布森 ,则在简化却又深入的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
⑧。在 1935年的《主导 》一文中 ,作者以结构主义的系统

观念作为理论框架 ,对俄国形式文论研究三个基本阶段中

最为关键 、最为精微 、最有成果的 “主导 ”概念进行了分析 ,

认为它决定了主要作品主要文类特性和结构特征的功能 。

以此出发 ,作者对什克洛夫斯基的早期观点 “艺术即手法 ”

的缺陷进行了批评 ,认为其缺乏有规则有秩序的等级系统 ,

认为系统不是艺术手法的简单堆积 ,演变也不是艺术手法

简单替代 ,而是各种功能的地位发生变化 ,新的主导代替旧

的主导。

在《语言学与诗学 》(1958)这篇符号学文论史上具有

里程碑式的论文中 ,作者更从符号传达的角度对文艺的文

类特异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言语

传达的 “六因素六功能说 ” ,即言语传达被作为一个系统加

以分解 ,各个因素相应于传达的不同功能 ,构成一个 “功能

序列 ” ,而不同的功能在此序列中属于支配地位时 ,我们就

有了不同的文体(并非只是文学种类意义上的文体 ,指不同

语言功能构成的不同类型的文本)。这样 ,包括文学在内的

艺术与其他语言行为的差别 ,就不是一种截然不能相通的

质的区别 ,而是同一系统中功能地位的转换。

综合三人论述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下述结论:第一 ,他们

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的界定都有一个参照 ,失去参照 ,

两两相对的概念都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什克洛夫斯基的

艺术的 “陌生化 ”是相对于 “自动化 ” , 穆卡洛夫斯基的 “前

推 ”是相对于 “后推 ”, 雅各布森的 “主导 ”是相对于 “非主

导 ” , “诗学功能 ”是相对于 “非诗学的其它功能 ”等等。第

二 ,艺术与非艺术在文化史上没有一个恒定的绝对界限。

在此理论框架中 ,我们似乎可以对中国当代社会 “日常

生活泛艺术化 ”这个文化大事件中的 “艺术 ”进行判断 。纵

然 ,在艺术发展史长河中 ,艺术与非艺术的演变与转化充满

动态的辩证法 ,没有一个恒定的绝对的界限 ,但中国当代

“日常生活泛艺术化 ”实践 ,由于使生活与艺术都失去了相

互的参照而必然混同。混同的结果就是无所谓什么是艺

术 ,什么是生活。简言之 ,日常生活的 “泛艺术 ”就是 “非艺

术 ”、“反艺术 ”,甚至是 “反文化 ”———文化系统中的艺术与

生活区别性种类就在此逻辑中消失。这一切使人们改变了

对艺术 、文化的观念 ,使人们误以为艺术 、文化就是如此 。

对于人类来说 ,这很可怕。

顺便提及的是 ,在以上三人尤其是后二者的论述中 ,所

谓的系统的等级差别 ,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传统意义或望文

生义意义上的具有压迫性质的等级 ,而是区别 、差别意义上

的等级。这也在一定意义上驳斥了当代有些学者不加区

别 、所倡导的所谓 “日常生活审美化 ”是对文化传统等级秩

序的解放的说法。

二　两个符号系统 、两种文化形态的混淆与错置

“日常生活泛艺术化 ”之反艺术 、反文化的逻辑结果展

开就是:艺术如此接近生活 ,或者说生活如此的接近艺术 ,

使我们弄不清楚什么是生活 ,什么是艺术 ,两个分属不同文

化形态 、符号系统的文化类型被严重混淆与错置。

对此 ,在这方面用力最多的鲍德里亚近乎悲观虚无的

论述颇引人注目。他主要是从当代疯狂膨胀的符号影像与

现实生活世界关系破裂的角度来说的。作者对 “仿像 ”的

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三个等级做了分析
⑨。

和文艺复兴一起出现的第一级仿像(“仿造 ”)导致了

封建秩序的解构。这种解构意味着符号的完整禁忌价值

(维护残暴的等级秩序)被打破 ,符号所表征的传统的人与

人之间 、意味着残忍等级的相互义务被取消 ,其任意性开

始 。作者写道:“符号的任意性开始于能指不再用不可逾越

的相互性连接两个人 ,而是指向一个失去魅力的所指世界

的时候 ,这个所指是真实世界的公分母 ,对它而言 ,任何人

都不再有义务 。……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 ,是获得解放的

符号的统治 ,所有的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然

而 ,在作者看来 ,这个时期的仿造 , “影响的只是实体和形

式 ,还没有影响关系和结构 ”。也就是说 ,它 “永远不能消

除差异 ,仿像和真实之间永远都有可以感觉到的争吵 ”。

第二级仿像 ,属于工业仿像。与第一级仿像相比 ,它是

工业时代无限复制性生产的产物 。它们构成 “系列 ”,在

“系列 ”中 ,物体成为相互的无限仿像。它们消除了原型参

照 ,其独特性和来源问题不复存在 ,它们之间的关系 “不再

是原型与仿造的关系 ,既不再是类比 ,也不是反映 ,而是等

价关系 ,是无差异关系 ”;它 “通过吸收表象或清除真实 ”而

“建立了一种没有形象 、没有回声 、没有镜子 、没有表象的现

实 ”。这一切使它形成了对 “自然 ”秩序的强力挑战 。

第三级仿像 ,则是当代社会完全受代码支配的 “代码的

形而上学 ”,即仿真 。在这个阶段 , “模式生产 ”替代了 “系

列生产 ” ,所有东西不是机械化再生产出来的 , “而是根据

它们的复制本身设计出来的 ” ,它们都出自 “参照的能指 ”。

此时 ,世界陷入了 “参照和目的性越来越彻底灭绝的边缘 ,

相似性和指称丧失的边缘 ”。各种符号的问题:它们的理性

用途 、它们的真实和想象 、它们呈现的幻觉 、它们的沉默或

平行意指 ,所有这一切都被抹去了 ,而只剩下 “代码的黑匣

子 ”。换言之 ,仿真代码意味着再现性游戏的终结 ,符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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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符号沉默的空间的终结 ,它本身不可被解读与阐释 ,整

个世界意味着可以随机相互替换的能指。人们在此世界中

感受到的 ,仅仅是符号能指本身所构成的 “代码磁场 ”或者

“超级现实主义 ” (“超真实 ”)现实的眩晕。对于 “超真

实 ”,作者写道:“从中介到中介 ,真实化为乌有 ,变成死亡

的讽喻 ,但它也因为自身的摧毁而得到巩固 ,变成一种为真

实而真实 ,一种失物的拜物教 ———它不再是再现客体 ,而是

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 。……超真实代

表的是一个远远更为先进的阶段 ,甚至真实与想象的矛盾

也在这里消失了。非现实不再是梦想或幻觉的非现实 ,不

再是彼岸或此岸的非现实 ,而是真实与自身的奇妙相似性

的非现实 。”

在此基础上 ,鲍德里亚直接提到了当代艺术与日常生

活的关系问题 。他比较了从前的 “超现实主义艺术 ”与今

天的 “超级现实主义仿真代码世界 ”的差别。从前 , “超现

实主义的秘密已经是最平庸的现实也可能成为超现实 ,但

这仅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时刻 ,而且这些时刻仍然属于艺术

和想象的范围 ”。今天 ,则是包括艺术在内的 “全部日常现

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

活在现实的`美学 '幻觉中了 ”。于是 , “不再有生活可以与

之对照的虚构 ”。他也比较了从前包括艺术品 、镜子 、图像

在内的特殊物品在当代仿真代码世界中的遭遇 。它们以前

有寓意性 ,还有一点妖魔性 ,它们是仿像 ,但透明 ,一目了然

(人们不会混淆制造与仿造),它们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

本事。此时的快乐主要就在于人从人造和仿造的东西中发

现 “自然 ”。然而 ,在今天 ,真实和想象混淆在相同的操作

全体性中 ,一种无意的戏拟 ,一种策略性仿真 ,一种不可判

定的游戏笼罩着一切事物 ,与此相联系的是一种美学的快

乐 ,即阅读和游戏规则的快乐本身 。作者还直接指出 ,当代

艺术已进入了自己的无限再生产:一切在自身重叠的东西 ,

即便是平庸的日常现实 ,也都同时落入艺术符号的手中而

成为美学;于是 , “艺术死了 ” , “这不仅因为它的批评超验

性死了 ,而且因为现实本身完全被一种取决于自身结构的

美学所浸透 ,与艺术形象混淆了 ”。于是 ,鲍德里亚总结道:

当代的 “象征 ”(符号)不再管理社会形式 !

在笔者看来 ,鲍德里亚的论述在总体上具有理论逻辑

演绎的特征 ,有时还很极端化 ,但也决非毫无事实根据而完

全耸人听闻。然而 ,他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现实非常具

有启示意义。

从上文对俄国形式文论学派及布拉格学派的相关理论

的论述中 ,我们知道 ,论者们都有一个预设或前提 ,那就是

符号世界(包括所指称或代表的社会现实)都是由具有区

分性特征的等级秩序构成的 ,而且 ,这种预设或前提并非仅

仅属于概念 ,它也是文化成规或由此导致的文化现实 、社会

现实。正是这种前提 ,他们才可以对世界进行划分 (分

节),也才可以对艺术进行区分性界定 。而从罗曼 ·雅各布

森符号传达的 “六因素六功能说 ”中 ,我们更可以清楚艺术

符号传达与日常生活符号传达的不同功能区分侧重 ,同时

也知道生活中也可以有诗性
⑩。另外 ,尽管 “艺术与非艺术

没有一个恒定的绝对的界限 ” ,但是在他们的总体认知框架

中 ,艺术与生活属于两个符号系统 ,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形

态 ,也属不争 。

一般来说 ,在日常生活符号系统中 ,编码是强制式的 ,

具有绝对权威 ,解码必须忠实地复制编码。而从符号指称

过程来讲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 ,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的是

实用性符指 ,符指过程侧重于所指 ,即注重其信息交流的层

面 。对于艺术 ,尽管我们认为它并非仅仅具有 “诗性 ”这个

单一的功能(也具有比较强烈的交际性 、情绪性和元语言功

能等) 11 ,但我们还是赋予了其种种 “特权 ” ,比如 “虚构性 ”、

“符号自成系统性 ”、“符号任意性 ”等等 。那么日常生活的

“泛艺术化 ”意味着什么呢 ? 意味着我们现实生活中实用

符号与大量出现的 、经过泛艺术化编码处理(实为叠加了许

多艺术性能指)的 “泛艺术化 ”符号的并置与混杂 ,或者生

活实用符号本身被泛艺术符码化。这样 ,也就打破了现实

生活中实用符号的约定性理解 ,使我们置身于 “泛艺术化 ”

符号的嬉戏中 。从而使生活太过幻觉化 、修辞化 ,使传统意

义上的现实 、事实都被 “泛艺术符号 ”游戏化而难以显身 。

罗兰·巴特也说过 ,当代符号经常被指称为意义的问题(除

了被赋予意义外)而和事实不再相关 12。赵毅衡先生在对

中国当代日常生活语言泛滥的 “雅 ”到俗不可耐的 “美名 ”

化的考察中 ,就说到化妆品广告由于使用太接近的 “雅 ”字

而使牌子拉不开距离 ,更有意思的是 ,一些药品读音和用字

几乎没有差别 ,取名亦如化妆品 ,却竟然是医治不同疾病的

药物 ,叫人难以区别 13。这种情形随着当代 “消费社会 ”、

“经济社会 ”对社会整体伦理的贬抑或放逐 ,随着当代传媒

的职业伦理的贫乏而更加严重 。

符号学常识告诉我们 ,符号的第一根据性基本上是任

意的 ,但形成之后却有相对的社会约定性 。现在的问题是 ,

由于现实生活中实用符号与大量出现的经过泛艺术化编码

处理(叠加了许多艺术性能指)的 “泛艺术化 ”符号的并置

与混杂 ,必然导致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符号的约定性的打乱

与含混。法国符号学家皮埃尔 ·吉落认为 , “约定越是含

混 ,符号的价值就越是随使用者的不同而有变化 。” 14于是 ,

也就出现了鲍德里亚笔下的符号的疯狂与轻浮 ,以及由之

带来的 “代码的黑匣子 ”。

实际上 , “日常生活泛艺术化 ”自身就充满辩证法。一

则 ,汉语雅字 、美名毕竟相对有限 ,日常生活老是使用它们 ,

必然导致其太泛太滥太相近而俗。二则 ,从符号学角度说 ,

生活中叠加美的和艺术的符号越多 ,生活越 markedout(标

出),但当整个社会都被 “泛艺术化 ”后 , markedout又反过

来了。

三　甜腻的泛艺术化符号暴力

在对鲍德里亚 “仿像理论 ”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明显感

受到当代轻浮 、疯狂的仿像代码(第二 、第三级)对人类生

活秩序的暴力 。这种暴力的最大表征就是:打乱了符号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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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秩序 ,使人类难以分清真实和想象(现实与虚构),破

坏了符号系统的一般约定 ,能指难以找到所指(在 《完美的

罪行 》一书中 ,作者更是完全从哲学的角度对此作了更悲观

的论述 ,他把这一切称为 “完美的罪行 ”。 “在模拟的前景

中 ,不仅世界消失了 ,连其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也不能再提

出 ” 15)。进一步 ,如许多理论家所说的 ,这种仿像符号由于

其运作特性所导致的超强的繁殖功能和任意特性 ,在时代

语境中的 “交换价值化 ”,以及现代媒介强大的 “爱你没商

量 ”的 “暴力 ” ,使它都前所未有地轰炸着我们的视听感官 ,

渗透着我们的意识与潜意识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美国传播学学者苏特 ·杰哈利在谈到广告历史发展过

程的类型变化时说道 ,广告 “文字的说明减少 ,而相应的

`丰富的视觉影像 '在增加。 ……由于使用的是视觉刺激 ,

它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我们对广告的关注程度 ” 16。

这些丰富的视觉影像多是艺术 “工艺化 ”的结果 ,它们和当

代社会泛滥的听觉形象一起构成了当代文化的 “神话 ”。这

种神话由于其形象化 、感官性的特征而具有超强的催生 、再

生产人们世俗欲望的能力 ,并与当代社会充斥的其它强调

抽象交换价值的符号之流一起 ,使人们对现实 “幻觉化 ” 17。

它们无疑迎合了人类由于文明发展导致的文明的概念化 、

太过观念化而压抑多年的所谓感性欲求 18(实被简化为感

官化欲求)。在此 ,笔者想到维柯所留恋的 “诗性智慧 ”。

在他那里 ,它具有无上的价值 。但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类不

可能回到童年 。况且 ,当代社会的视听狂欢并非能与维柯

的 “诗性智慧 ”相提并论 。在很大程度上 ,那只是 “跟着感

觉走 ”。因为人们对这一切 ,往往采取了 “快餐式 ”的感官

化消化态度(这也带来了现代人思维的惰性 ,理性 、抽象思

维能力的衰退)。

这还是鲍德里亚仿像理论意义上的暴力。还有斯图亚

特 ·霍尔符号理论意义上的符号暴力。他认为 ,符号的所

谓 “中性化 ”完全是一种幻觉 ,社会根本就没有完全 “自然

化 ”的符码 ,符号都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的(符码的 “意

识形态化 ”运作),书写进了权力与利益 19。泛艺术化当然

也不例外 。罗兰·巴特曾对这种泛艺术化符码的阴谋诡计

作了极为微妙的揭示:“为什么流行要把服装说得天花乱坠

为什么它要把如此花俏的语词(更别说意象了),把这种意

义之纲嵌入服装及其使用者之间 ? 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 。

精于计算的工业社会必须孕育出不懂计算的消费者。如果

服装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有着同样的意识 ,衣服将只能在其

损耗率极低的情况下购买(及生产)。流行时装与所有的

流行事物一样 ,靠的就是这两种意识的落差 ,互为陌路 。为

了钝化购买者的计算意识 ,必须给事物罩上一层面纱 ———

意象的 、理性的 、意义的面纱……意象系统把欲望当作自己

的目标(希望符号学分析把这一切变得昭然若揭),其构成

的超绝之处在于。它的实体基本上都是概念性的:激起欲

望的是名而不是物 ,卖的不是梦想而是意义。” 20

到此 ,似乎可以做出如下小结:如果说 ,符号制造诱惑 ,

具有欺骗性 ,具有权力与欲望书写 , (可能)具有对世界秩

序破坏性的话 ,那么 ,泛艺术化符号更使这一切表面合法

化 ,更带隐蔽性 ,欺骗性 ,也就更具有危害性。因为 “艺术的

名义 ”至少在表面上很容易取得合法性。也就是说 ,对于当

代商品生产者来说 ,他们大可以为所有的现代商品叠加艺

术化的符号使经济意图蒙上艺术化的光晕而完全合法化;

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们也完全可以以艺术的名义使自己感

官化的消费披上高雅 、“有品位 ”、“有文化 ”等社会流行的

时尚标签 。进一步 ,当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完全被艺术性的 、

诗性的 、修辞性的符号所充斥 ,其结论就是 ,谎言也是艺术 ,

因为做假只不过是艺术化或修辞而已 。于是 ,社会诚信 、沟

通 、责任 、道德等都有了堂皇而艺术化的被愚弄的借口 。这

是最隐蔽也是最大的暴力 。

四　中国当代日常生活 “泛艺术化 ”的真面孔

这种真面孔已在上文的反思中有所表露。在笔者看

来 ,当前的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际上是在打艺术与生活的

擦边球 ,如前文所指出的只是在叠加美的和艺术的符号 ,即

叠加了艺术或美的一些 “形式化 ”元素 ,而艺术与美的深层

的意蕴却并没有一并出现 。这些美的和艺术的符号并非真

正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生活并非真正艺术化。从

泛艺术化的生产者来说 ,实际上 ,他们多是讲究 “形式美 ”

的 “技术美学 ”(艺术的 “工艺化 ”),主要注重的是艺术的技

术层面的编码 ,即注重泛艺术化的符形 ,所有这些从符号发

送者的意图来说 ,其实用的经济目的意图是异常明显的 。

而从符号的接收者来说 ,由于对其多采用 “消费化 ”的态

度 ,其所具有的艺术功能也就很少 ,从而也只能说是 “泛艺

术化 ”,即艺术的美的意蕴没有内化为人的心灵力量 。从泛

艺术符号的所指来说 ,这些所叠加的符号的共同所指 ,就是

极具轻浮气的与流行 、时尚密切相关的 “品位 、时尚或富

有 ”等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从艺术在当代社会的真正

位置 ,或者说当代社会大众(生产者与消费者)到底如何对

待艺术的态度的考察中看出来。在当代社会 ,尽管整个社

会经历了打破艺术与日常生活边界的 、近乎全球化的 “解

构 ”运动 ,但由于传统所积淀的集体(无)意识 ,整个社会还

是 “心仪 ”艺术 ,只不过 ,它不再像过去那样高高在上 、居于

深宫 ,在神坛上 、在遥远处神秘而被无条件的敬畏 ,而是被

整个社会 “狂欢式 ”的生产与消费。对于一般大众 ,艺术是

什么或怎么样 ,他们并非很明确 ,但他们也模糊知道它与

“高雅 ”、“有品位 ”、“有文化 ”等身份意识相关;对于艺术

家 、准艺术家或略通艺术的现代新型媒介人 、文化专家来

说 ,他们也并非完全在内心里完全 “解构 ”了艺术 ,只不过

在他们内心多了对艺术的 “诡秘式 ”的市场策略运作

而已
 21。

正因为如此 , “艺术 ”在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扮演

了一个 “现代淑女 ”或 “花花公子 ”的角色 。换言之 ,对于艺

术的正面反面的认识与利用都说明了 ,在当代社会 ,人们与

艺术有一个诡秘的浮士德与靡菲斯特式的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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