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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 符号学研究专题

主持人的话: 符号学无论是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门类或是一种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主观性问

题。如何避免科学研究的主观性所造成的片面性，尽可能保证其客观性呢?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创新团队“符号的认知研究”立足于老庄哲学，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能所观”，就此展开了深入

的探讨。本专题推出了该团队的 2 篇新近研究成果。张杰努力在人的主体有无之境的不断转化中，寻

求客观性，努力避免因人类理性思维的“自负”所造成的归纳和推理的片面性，从而进入“理性的直觉”状

态，重归人的自然存在模式。陈中、姚婷婷则区分了中西方符号学界对“符号自我”的认识迥异，分析直

觉感知所蕴含的理性特征，努力探索如何通过“实修”延长直觉的时间性，使得“符号自我”进入既无“向

上还原”也无“向下还原”的“守中”状态，从而打通由“通”企及“道”的途径，实现符号意义的释放。

理性的直觉: 符号活动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张 杰

［摘 要］ 科学研究通常强调研究的客观性，排斥任何主观性的干扰，而符号学研究则不可能不

考虑人的主观作用。虽然社会发展与文艺创作均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但任何规律似乎又无法摆脱

人的主观性。究竟应该如何避免研究的主观性或曰主体性所造成的片面性，尽可能保证科学研究的

客观性呢? 精神文化符号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在人的主体有无之境的不断转化

中，寻求客观性，努力避免因人类理性思维的“自负”所造成的归纳和推理的片面性，消除因已有知识

所形成的具体概念和形象的约束，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遮蔽”现象，从而进入“理性的直觉”状态，重

归人的自然存在模式，为符号学研究探索一条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直觉把握符号意义的路径。

［关键词］ 符号学; 主体性; 理性的直觉; 老子; 庄子

自然科学通常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而排斥任何主观性的干扰。牛顿定律就是在排除外界因素的

情况下，确定物体的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况。社会科学则不可能不考虑人的主观作用，虽然社会

发展或文艺创作均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但任何规律似乎又无法摆脱人的主观性。现象学哲学就认

为规律或曰本质取决于人的认知。如果把瑞士语言符号学家索绪尔和美国逻辑符号学家皮尔斯作

为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一开始就试图沿着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化轨迹前进。

无论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分法”对应关系，还是“符号”、“客体”与“阐释项”的三维研究，都是在

科学实证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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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斯捷潘诺夫曾经指出:“符号学的科学研究具有两个属性，一方面与其他科学

一样，它也是一门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① 符号学无论是作为科学研究的一

个门类，还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主观性问题。尤其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符号活

动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也应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究竟应该如何避免研究的主观性或曰主体

性所造成的片面性，尽可能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呢? 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就已经

摆在了符号学界的面前，无论是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还是海德格尔关于“遮蔽”( Verborgen-

heit) 与“去蔽”( Un-verborgenheit，A-letheia) 的论述等，其实都是这一探索的结果，最终导致了解构主

义对“意义的消解”，使得学界陷入了“语言表征危机”的困境。

精神文化符号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在人的主体有无之境的不断转化中，寻

求客观性，努力避免因人类理性思维的“自负”所造成的归纳和推理的片面性，消除因已有知识所形

成的具体概念和形象的约束，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遮蔽”现象，从而进入“理性的直觉”状态，重归

人的自然存在模式，为符号学研究探索一条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直觉把握符号意义的路径。

一、主客体间: 符号行为的主体性

长期以来，符号学通常被视为一门关于符号与所表征对象之间意义研究的学科。中外符号学家

们均力图在自己的学术框架内对符号的意义进行阐释。这种研究就是学者自身主体性对符号意义

认知的介入。学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符号及其表征对象的意义，对符号行为的主体性问题研究还有

待深入。显然，符号行为发生者的主体性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符号活动研究者的主体性更应予以特

别的研究。主体性的迥异往往决定着对符号活动的阐释，甚至是符号意义的确定。

虽然皮尔斯的“解释项”涉及到符号阐释者的主体性问题，但他却几乎没有涉及符号行为发出者和符

号学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随着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符号行为的主体性也开始受到关注，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诺伯特·威利教授的研究。这位社会符号学家在《符号自我》一书中，指出:“无论

是符号、符号对象，还是解释项，对皮尔斯而言，它们都并非是人。交流的人( 言说者与听话者、说话者与阐

释者) 被置于符号三元的两端之外，使之构成了一个五元结构”。② 在此基础上，威利提出了“言说者→
( 符号→解释项→客体) →听话者→说话者”六元交流关系，这就形成了“六元组合结构模式”。③

其实，威利所 说 的“六 元 组 合 结 构 模 式”是 把 皮 尔 斯 ( 1839—1914 ) 和 乔 治·赫 伯 特·米 德

( 1863—1931) 的理论综合。他认为:“在米德那里，思想活动是从主我( I) 到客我( Me) ，从当下到过

去。然而，在皮尔斯那里，思想活动是从我到你( You) ，从当下到未来”。④ 这样一来，威利把时间因

素引进了符号意义的研究，符号自我的对话由静态转向了动态。这种符号行为的六元组合就使得符

号行为的主体与符号表征的客体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实现了符号活动的生命呈现。

无论是从主我( I) 到客我( Me) ，还是从我到你( You) ，皮尔斯和米德均是在理性范围内展开研究

的，只不过这些理性的思维是处于对话动态交流之中的。然而，人的理性思维是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的，

往往是在归纳了某一结论时，又“遮蔽”了其他可能的因素。人类的理性思维在助力探索符号的意义表

征时，又约束了人自身的意识、想象力。片面性是无法避免的，而且理性介入得越多，这种片面性会越

强。也正因为如此，这就为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动摇人类文明大厦的根基，提供了理由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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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威利教授的研究尚未摆脱理性思维的羁绊，更没有涉及符号学研究者的主体性，而研究者

的主体性往往由于自身的立场和所追求目标的迥异，会更为强烈。任何研究者都会由于自身理性思

维的局限，在从一个侧面揭示符号活动的表征时，又很难“敞开”其他阐释的可能性。人类的理性思

维在为人类打开了认知世界的某一扇大门时，就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关闭上了其他可能之门。同时，

符号学在意义探索的道路上，显然不可能仅仅是“解构”的，而且即便是“解构”也是为了新的“建

构”。究竟应该如何超越理性，尽可能“敞开”符号活动之门呢?

在精神文化符号学看来，符号活动的主体性问题探讨在理性范围内展开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任何研

究又可以是多维度的。如果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立足于老子“道法自然”的理念，结合庄子哲学及其

“能所观”，把理性与非理性相互融合，从理性的直觉出发，或许能够对这一问题产生新的认识。精神文

化符号学致力于以中国化的方式，探索一条“意义建构”的途径，从而把人类的符号学研究引向深入。

西方的哲学家们自古希腊就一直在探讨理性与直觉的问题，包括古希腊罗马初期的相关论述、

中世纪的神学化理论、从文艺复兴开始至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理论，尤其是康德关于理性的先验规

律和心理机制的研究、黑格尔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论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柏格森

的生命冲动理论等，更是把非理性视为人类大脑的固有能力。显然，西方哲学主要是依据先验的理

念或绝对精神、大脑机制等展开探索的，始于 20 世纪的语言论转向及其对符号表征的意义“遮蔽”现

象的研究，也是基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演绎展开的。

显然，中国古代哲学则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思想旨趣，主要是从“心智”“感悟”，即“天人合一”的维

度，既认同理性思维，又揭示了理性认知所带来的局限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任何基于理性的学术都

有可能成为“遮蔽”人的感性认知的障碍，尤其是在老庄哲学中关于自然道论的理论。自然道论的思想

不仅与理性分析产生的认知无关，而且是要把理性思索排除出去，并把理性分析视为人的“自负”产生

的缘由。其实，“自老子起，自然道论的基本意图就是要以自然之浩瀚无限瓦解人的自负”。①

在庄子看来，理性概括及其语言表述中，通常会体现出人的确定和自负的状态。语言表述是言

语行为发生者自身生活态度的表现。语言的特点决定着语言表述的知识确定性。自然道论也就是

要“以自然本真世界的无限可能瓦解知识谱系，就包括瓦解知识确定性和建立在这种确定性基础上

的自以为是。这是言与道之间最为本质的冲突，是常规语言与自然本真世界及其所启示的新生活态

度之间的本体论的隔离”。②

显然，人类的科学认知通常被视为主体对客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

方认识论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等均是基于主客体相分离，重点揭示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过程。20 世

纪以来的西方符号学家们均或多或少地受到认识论和现象学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符号行为的主体

性也体现在符号对客体的表征和意义阐释上。然而，在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中，主客体是

融为一体的，自然道论也就是要改变主客或曰物我分离的状态，瓦解现存的理性分析和概括，当然也

要瓦解与理性交融一体的生活态度、语言表征等，从而创造一个处于自然之中的新世界。

当然，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确实存在着主客体之分。这主要体现在“能”与“所”的区分，“能”是

指主体，“所”是指客体。庄子在《齐物论》中明确区分过“能知”与“所知”的概念，先秦各门各派也均

对此有过各种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能所观”。然而，这种区分是为了真正发

现“能”与“所”分离的不足，可以使得“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到极致，既基于理性又超越之上，从而达

到“能”与“所”的融合状态，实现“天人合一”，这一人类感知世界的最佳境界。显然，这里的“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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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合”，“分”只是手段，而“合”才是最终的目的。

二、理性之中: 直觉源于大脑与心智之间

理性与直觉似乎是一对互不相容的概念。直觉思维是指不受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约束而直接领悟

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直觉作为一种心理现象，通常被视为存在于理性或曰意识之下的，同时又存

在于非理性或曰无意识之上的。直觉通常是指人脑对突然出现的外在事物的“瞬间”直接觉察。直觉

是尚未上升至理性分析的认知，显然，直觉更不可能产生于理性之中，甚至与理性是相对立的。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经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两个部分，即意识与无意识。直觉是介

于这两者之间的。这就是说直觉并非是无意识的知觉，也并非是有意识的认知，而是一种存在于非

理性之上的直观感知。可以说，仅从人的生理机制，撇开历史的文化积淀和社会、教育的作用来看，

直觉无疑是属于生理的本能反应。离开感知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客观事物的“瞬间”刺激，人的直觉是

无法产生的。从科学研究的维度来看，排除了外在因素，以人的生理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不难得出

“直觉与理性”并无直接关系的结论。

然而，如果从人的认知机制的后天形成过程来分析，立足于教育、文化和历史的积淀，或许结论又会有

所不同。任何直觉的产生又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认知主体而孤立存在，认知主体对外在事物的直觉把握往往

又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积淀，是产生于理性之中的。显然，面对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文化人和

非文化人的直觉感知是迥然不同的，前者获取的是审美感知，而后者也许就感知不了月色之美。

塔尔图符号学派奠基人乌克斯库尔( Jakob von Uexküll) 曾指出:“在外力的作用下，任何主体的身体

都会成为意义的接收者，收到来自意义载体的信息。习得的旋律成为主题，作为意义载体的身体获得了

形式”。① 人的成长过程是伴随着心理成熟和文化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其理性思维也是在这一过程

之中渐渐完善的。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生理、社会文化和思维三方面的特征”。②

这三者是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割的。因此，人的直觉既是源自人的生理机制，即大脑，

也是来自文化知识的积淀，即心智。因此，直觉又是产生于理性之中的。任何符号活动的研究者对

符号行为的直觉把握，都既取决于其自身的生理结构，更基于内在的文化积累和思维习惯。

一般说来，研究者的艺术修养水平越高，其自身的直觉把握能力就越强。国际符号学学会名誉

会长、赫尔辛基大学塔拉斯基教授曾经指出: “我遵循意大利美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的观点，他谈

到两种知识，直觉知识和逻辑知识。前者，我们需要用想象来获得，它涉及特殊事件; 后者是通过智

慧获取，它涉及普遍性层面”。③ 这位音乐符号学的研究专家已经把直觉视为一种基于理性之上的能

力，甚至称之为“直觉知识”。

其实，任何人类的符号认知活动都离不开自身生存的空间环境，这也就是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

分别提出的“圜境”④和“符号域”( semiosphere，亦可译为“符号圈”) 。正如卡莱维·库尔和米哈依·

洛特曼指出的那样:“乌克斯库尔在描述动物与人的世界时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基本概念，为此他引入

了圜境。洛特曼在描述思维、文本与文化的世界时也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基础概念，因此引入了符号

域”。⑤ 以往当学界提及直觉时，更多是从圜境的维度去思考的，把符号活动的主体视为一个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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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把直觉视为一种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感知活动。然而，如果从符号域的立场出发，也就是

把主体作为一个产生于文化语境中的个体，无疑直觉又是受到理性支配的。显然，符号活动的直觉

感知是受到生命体的圜境与文化积淀的符号域双重影响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直觉既是个体

生理机制，也就是大脑的反应，又是知识积淀的心智结果。

米哈依·洛特曼曾经明确指出:“我想指出，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只是术语差异。我们不能仅仅

把环境换成圜境; 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不是概念上的，而是范式上的: 发展出一个对生命、有机体、进

化和生物学的完全不同的理念”。① 他进一步阐释，尤里·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一开始的进路与乌克

斯库尔的范式是很相似的。洛特曼的文本( text) 对应有机体的活动，他的语境( context) 概念则与乌

克斯库尔的圜境相一致。是文本创造了最为广义的语境，包括了交流行为中的所有参与者。② 显而

易见，在符号的意义把握方面，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已经走出了纯粹生物学的认知范式，把其与

文化、知识的积淀融合在一起，探索了一条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研究途径。

精神文化符号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万事万物之间的精神联系，而这一精神联系的把握除了客体

本身已经自有的特征以外，与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是密切相关的。在对客观世界或人类文明史的认

识中，各个研究者所处的立场、文化语境以及知识储备往往决定着评判的结论。这种结论在揭示某

种相对真理的同时，也会导致对评判对象的某种误读。这样一来，研究者的理性思维和知识积淀在

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认知判断的障碍，必须加以排除。因此，在精神文化符号学看来，要真正全面把

握认知对象的本质，不仅需要研究者理性的主客体分离的状态，也需要主客体融为一体，从而排除理

性的干扰，让研究者的主体性处于直觉的自然状态之中，并以自然本来的方式把握认知对象的本质，

这正如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③

显然，直觉离不开理性，甚至产生于理性之中，但又只有走出理性的羁绊，回到自然的自由状态，

才能够感知到客观世界的真谛。人的直觉感知是一种让认知活动从文化积淀的干扰中走出，回归自

然生命体生理机制的行为。然而，要达到这种直觉地把握世界的目的，就必须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

所说的“实修”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理性的人只有在修身养性之后，让自己回归自然态，排

除任何杂念，才能够融入自然之中，成为一个能够领悟真理的自然人。

三、回归自然: 走出知识“遮蔽”的理想之径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知识就是力量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尤其是在科

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然而，知识的载体是语言，而语言的“遮蔽”现象所导致的表征危机早已是

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语言很难表达意义了。在语言论转向之后，学界关于“遮蔽”与“去蔽”的讨

论已经绵延了半个多世纪之久。那么，知识的产生难道就没有“遮蔽”现象吗? 当人们认识到某一客

观规律或产生某种被认为是知识的认知时，是否也会产生对其他规律或知识的“遮蔽”现象呢? 回答

显然是肯定的。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是无法避免片面性的。其实，人类社会就是在不

断克服自身认知局限性的过程中发展的，而且越是进步就越感到人类自身的渺小。在古希腊时，人

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但人们回答的问题却非常之大，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到了 17

世纪，西方文明有了长足发展，学界却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带领下，缩小了问题的范围，发生了认

识论转向，提出的问题是“怎样认识世界的本质?”进入 20 世纪后，文明的发展更加迅猛，这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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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论转向，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缩小为“如何用语言来表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在跨入 21 世纪之

前，人类面临的问题已经是“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下用语言来表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等。每一次转

向都显示出人类对原有知识的“去蔽”，而又陷入新的“遮蔽”境地。而且，每次问题转换的间隔时间

越来越短，也就是人类越来越快地发现认知的缺陷和原有知识的局限。

人类究竟应该如何走出知识“遮蔽”的困境，选择一种理想的认知路径呢? 这既是学界应该思考

的重要问题，更应是符号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直接关系到符号意义的认知及其研究。关于这个

问题，老子提出了“为学”与“为道”相结合的方式。“为学”是为了获得知识，而“为道”是为了走出知

识“遮蔽”的困境，为了回归自然的直觉把握途径。精神文化符号学努力以老庄哲学为基础，重新思

考符号认知活动的精神联系，并非为了确定而是要释放符号的意义。正如老子所说:“为学日益，为

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①

其实，“老子论道的主要意图不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道的主要意图，是以自然无限性的启

示，促人更新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意图，是后来道家众多派系共同的灵魂”。② 老庄哲学并非

仅仅要凭借人的理性思维去揭示世界的某个规律或真理，也不是非要回答某个认知问题，更注重的

是一种人的自然存在方式。在老庄及其弟子那里，“道”不仅是客观存在于自然之中的规律，更重要

的是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世界( 宇宙) 是浩瀚无边的，人类任何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把握或规律探

索，均是在试图用有限的认知去认识无限的宇宙。这显然在方法论上是不合适的，而应该用无限的

感知方式去看待无限的世界，“道”便是这种感知宇宙的方式。这种“道”其实也是理性的直觉，一种

用尽可能自然化的方式，去阐释自然的世界。

人类社会是大自然孕育了多少万年才出现的产物，每一个人既来自自然，又最终会以结束生命

的方式回归自然。人的理性思维和各种能力虽然具有无穷的创造力，但是在玄妙而又无限的自然面

前是非常渺小的，无能为力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摒弃这种能力，退回到绝

对‘虚静’即生命原始的可能性上重新开始回归自然的努力; 而道生万物( 以至这个产生万物具体过

程的有趣推测) ，则把人在此世的一种能力暗暗引渡到玄妙的自然之境中。这就是求知和以因果联

系解释事物的能力”。③

老子在《道德经》首章中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④“可道”、“可名”的知识世界

与“不可道”、“不可名”自然道论世界，是人类面对的两个领域，前者是用语言描述分析的有形世界，

后者则是蕴含着无限奥秘的无形世界，是人类知识所无法穷尽，甚至连“冰山一角”都很难触及的领

域。自然本真的世界，即“道”，是知识难以把握的。“道”不仅仅需要凭借日常生活的理性经验来把

握，更需要处于“忘我”、“忘知”乃至“忘言”的状态中才能够感知。要进入这样的状态，必须瓦解现

实社会的知识谱系，让人返回原初的自然状态。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要进行“实修”，即修身

养性。“实修”的目的就是达到主体与客体的归一，以克服人的认知的局限。

庄子在《齐物论》中曾经专门论述过“能知”与“所知”的概念。他说: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⑤他所说的“能知”是指主体性，“所知”则是指客

体性。庄子强调只有通过“能知”的提升，才能达到整体“所知”的目的，从而进入“不言之辩，不道之

道”的境界。庄子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能所观”。据此，对于符号活动的主体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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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仅需要高度理性化的主客体分离，也更需要主体通过修炼实现主客体合一，以至于达到“用心

若镜”的状态，凭借理性与直觉融为一体，获得全面的“所知”。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来看，原始人处于自然态，往往是理性思维较弱的。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

展，理性思维持续提升，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原生态的自然之境也渐渐缩小，甚至消失。人们已经开始认

识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性，然而却尚未重视人类思维的回归自然。其实，人的思维也存在着生态环保

的问题，应不断排除那些由于人的主观性造成的片面认知。符号学研究亦是如此，应清醒地认识到，

任何理性的符号意义揭示都只是一种分析途径，但并非唯一正确的阐释。据此，人类的教育也不能

只囿于知识的传授与积累，而是应该通过对话、批判等启发式方式，让受教育者的大脑处于“敞开”的

无“遮蔽”状态，也就是生态环保、免受污染的环境之中，从而有利于其思维和创新等能力的提升。显

然，人类思维的回归自然并不是要重回原始直觉状态，而是经历了“为学日益”的理性生命后，重新对

“为道日损”的自然生命状态的敬重，使人类能够游刃于“为学日益”与“为道日损”境界之间，寻求更

合理的符合未来社会的人的自然存在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循环前进的，当人类社会进化到

高度理性化阶段时，一定会探索重新回归自然的途径。“理性的直觉”不仅是符号行为主体应追求的

感知符号意义的方式，而且也会是未来人类社会要把握世界所探索的理想境界。

( 责任编辑: 张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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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however，semiotic inquiries must consider the role of subjectivity． Although social devel-
opment，art，and literature all follow certain rules of objectivity，these rules seem to be inescapably
linked to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How do we avoid the subjectivity of research，or research
biases caused by subjectivity，to ensure the objectiv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tent? The present paper answers this question through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whi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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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lflessness，while striving to avoid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biases caused by the“conceit”of
rationality and eliminate the constraints of specific concepts and images formed by exist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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