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语标记语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话语现象， 由于

“诗性逻辑” 在这里指的是产生隐喻的类象性思维。

虽然本文的主题是隐喻， 但我们最好还是从符号在

日常生活中的不同运作方式谈起。 根据美国符号学

家皮尔士的阐述， 符号使用者可以通过三种基本方

式来完成由所指成分到指称对象的推理， 这就产生

了三种不同的符号： 引得符号、 类象符号和常规符

号。 皮尔士是这样解释的：

类象符号仅仅通过它自身的品质来指称其

客体，无论那个客体是否真实存在，它都具有那

些品质。 ……引得符号因真实受到客体的影响

而指称那个客体。 ……常规符号通过某种法则

来指称其客体， 这一法则通常是普适概念的联

想，它迫使该常规符号被解释为指称那个客体。[1]

皮尔士的定义听起来比较抽象， 我们不妨就他

的三类符号举几个例子。

首先， 类象符号的运作基础是它们与所指称对

象之间的某种相似。 假设某人来到一个外国机场而

又不通晓那里的语言， 候机大厅里画有小汽车的标

志仍然会指引他找到出租车停车处。 这里的小汽车

图形充当了类象符号。

其次， 引得符号的运作基础是它们与所指称对

象之间在时空上的比邻关系。 就时间上的比邻关系

而言， 两个前后发生的事件可以被看作彼此的引得

符号。 例如，闪电和雷声相继发生，有人因此将前者

看作后者的引得符号。就空间上的比邻关系而言，两

个靠近的物体也可以被看作彼此的引得符号。例如，

上海艺术博物馆紧靠着上海市政府大厦， 一个游客

如果看到后者，就知道自己已经离前者不远。作为标

记性建筑的上海市政府大厦在这里充当了另外一座

不那么出名的建筑物的引得符号。此外，时间上的比

邻关系还可以被抽象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房地产

业的泡沫经常导致金融体系的瘫痪， 所以前者可以

被看作后者的引得符号。 空间上的比邻关系也同样

可以被抽象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他家里刚添了一

个帮手”中的手本来只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在这里被

用来指称某个人。

最后，常规符号的运作基础是某种法则和习惯。

假如某人朝我们说“你好”，我们之所以能够解读这

个词语的意思， 是因为我们之前曾听过许多人在相

互见面时使用它。 不懂得这条语言规则的人在第一

次听到“你好”的时候，自然不可能通过时空上的比

邻关系或某种相似性来推断出它的意思。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语言发明之后，人类还继

续利用这种引得推理（indexical reasoning）和类象推

理（iconic reasoning）的能力，因而产生了所谓“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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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隐喻”。 在莱考夫和约翰逊于 1980 年发表《我们

赖以生存的隐喻》之前，这两种辞格的研究属于修辞

学的领域。 当今的学者 （尤其是从事认知语言学的

人）仍然会提及明喻、拟人化、逆喻、悖论等修辞手

法，但它们都被看作“隐喻”的不同表现形式，唯一的

例外是转喻。

我们的正题讨论就从转喻开始。 按照传统的定

义，转喻“以一事物的名称来代替与之相关的另一事

物的名称”。 （1972 年版 《韦伯斯特新世界美语词

典》）请看下面的例子：

A. 身体的一部分代替人

~ 把你的屁股挪出去！

~ 扬基队在右外场需要一支更粗的手臂。

~ 我们不雇用平头。

B. 生产者代替产品

~ 我要一瓶喜力（Heineken）。
~ 我买了一辆福特。

~ 他家里有一幅伦布朗。

C. 物品代替使用者

~ 我的钢琴今天病了。

~ 那盘土豆烧肉给的小费真少。

~ 汽车正在罢工。

D. 机构代替机构内工作人员

~ 壳牌（Shell）又提价了。

~ 教堂认为乱交是不道德的。

~ 我不赞成华盛顿的行动。

E. 地点代替机构

~ 白宫仍然保持沉默。

~ 米兰正在推广今年的新夹克。

~ 华尔街正处于一片恐慌之中。 [2]

在上面的例子中，A、D 和 E 与 B 和 C 还稍有不

同。前者涉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后者涉及空间上的

比邻关系。 尽管如此， 现在的学者大多忽略这一区

分， 因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可以被纳入更加普遍

的比邻关系。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 转喻不仅仅是一种为了取

得文体的高雅而以一物暗示他物的修辞手段， 它还

揭示了人类认知与交流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以上

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们借助时空比邻关系连

接一事物与他事物是再普通不过的现象。不仅如此，

上述连接方式并不局限于语言的领域。 德国学者凯

勒尔假设了一个考古勘探的情形来说明这一问题。

凯勒尔说， 如果一位考古学家在勘探过程中发现一

根龙骨， 他会将该物体看成可能埋在附近的船舶的

符号，并决定继续挖掘。 要作出这一决定，他必须事

先知道龙骨是船舶的一部分， 而后由部分向整体进

行推理。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会说英语的人如果遇

到“A thousand keels approached the shore”这个句子，

他们首先必须记得“keel”的词义（“船壳的脊柱”），然

后凭借他们的一般知识（船壳脊柱是船舶的一部分）

来完成推论：“keel”一词在这里指称船。 这样，整个

句子的意思便是“上千只船舶正驶向岸边”。 [3]可见

转喻所体现的是更为普遍的引得推论思维方式。

至于隐喻，传统修辞学家将它定义为“一种暗示

比较的辞格，在那里，通常描绘某一事物的词语被应

用于另一事物”。 （1972 年版《韦伯斯特新世界美语

词典》）既然是对语言的“非正常”使用，隐喻在过去

要么被赞誉为演说家和作家用以润色文体的有效手

段，要么被谴责为对简明写作风格的不必要的偏离。

莱考夫和约翰逊发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正是

为了纠正这一学术偏见。 他们在该书的第一章开头

就指出：

对大多数人来说， 隐喻是用于文学创作和

文辞装饰的手段，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通的语言。

此外，隐喻一般还被认为只跟语言有关，是词语

而不是思想或行动层面的事情。因此，大多数人

以为自己不需要隐喻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我们

的发现与此相反， 隐喻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 我们赖以思想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基

本上是隐喻性的。 [4]

这段引文的要点是，隐喻不仅涉及语言，而且还

与思想和行动有关。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橡树在英语文化里经常被视为稳定与可靠的象征。

如果将某人形容为他所在机构的橡树， 会讲英语的

人应该知道该语言符号在这里被用作隐喻， 表示此

人处世稳妥、办事牢靠。 然而，如果在一则关于人寿

保险的广告里看见一幅榆树的图片， 他们也能够通

过联想得出相同的判断。在这两种情形里，符号使用

者都在橡树（榆树）的特征和那个人的特征之间找到

了某种对应。

古希腊智者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在未知与常

识的中间地带，隐喻最能够产生知识。 ”[5]这句话告

诉我们，隐喻必须由至少两个要素组成，其中一个比

较常见，而另一个则有待解释。 就以莎士比亚《皆大

欢喜》中的名句“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为例。遵循理

查兹于 1936 年发表的《修辞哲学》所建立的传统，我

们可以轻松地将这句话拆解为两个部分： 喻体 （舞

台）和本体（世界）。 莎士比亚的观众和读者知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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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是一个临时场所，演员登台表演预先规定的角色，

然后退场。把舞台与人生连在一起，上述特征就被投

射或者转移至原先的话题。 莱考夫和约翰逊后来采

用了一对新的术语：“喻源”（source） 和 “喻靶”（tar-
get），并且以一个固定公式来表示隐喻：世界=舞台。 ①

回顾我国的修辞研究历史， 我们也可以读到十

分精彩的论述。 墨子曾经说过，“辟也者，也[他]物而

以明之也”。 [6]这里，被说明之物相当于理查兹所谓

“本体”（tenor），他物相当于用以说明本体的“喻体”

（vehicle）。 孔夫子对隐喻也有过精辟的见解，虽然他

关心的只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它来传播仁义。例如，他

告诫我们在使用隐喻时应该“能近取譬”。 [6](P18)这一

教诲虽然仅有短短四个字， 却清楚地揭示出隐喻的

基本运作机制：它通过“常识”来把握“未知”。中国历

史上还有许多隐喻理论家， 尤其是那些受过西学影

响而对隐喻作过系统研究的近、现代学者。不过就学

术见解的深度而言， 很少有人能与已故学者钱钟书

先生媲美。 他的“比喻两柄多边”说可用来对当前的

认知隐喻理论进行修正。

前面提到， 隐喻产生于连接一事物与他事物的

类象性联想。然而，联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受限制的

创造性活动。 门罗·比尔兹力是这样说明联想的“自

由” 特征的：“即使我们把所有英语形容词放进一只

帽子，把所有名词放进另一只帽子，然后任意从中抽

取，我们会发现最怪诞的搭配也能够产生意义。 ”[7]

同样道理， 语言中任何一个实词都可以被解析为几

乎是无穷数量的语义义素（semantic markers），其中

许多义素也包含在别的词语之中。 这一状况意味着

类象性联想是开放式和多元性的， 因为一个喻体可

以与多个本体相结合， 而一个本体也可以与多个喻

体相结合。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讨

论“人生”=“旅行”这一概念性隐喻，事实上，作为隐

喻本体，人生还可以与许多别的喻体发生联系。至少

在中国语言中， 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或听到下面这些

隐喻：人生如戏，如书，如诗，如歌，如茗，如水，如灯，

如瓷，如旅，如桥，如麻，如花，如烟，如梦，如幻，如

泡，如影，如画，如谜，如雾，如涛，如酒，如电，如风，

如火，如牌，如棋局，如筵席，如星辰，如浮萍，如股

市，如红尘，如长跑，如乘车，如朝露，如镜中花，如水

中月…… [8]在这里，担任喻体的是各种各样的事物，

它们有点像众多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 从各自的不

同方位与需要它们说明的本体发生联系。 其中有些

联系显而易见，还有些联系就不那么容易察觉，因为

人们对那里使用的喻体不太熟悉。但无论如何，接受

者是通过相似性将这两者进行连接的。 在隐喻发生

之前，瓷器与人生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一旦我们

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易碎），一对孪生体就此

诞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符号学》 杂志现任主

编马瑟尔·德尼西（Marcel Danesi）先生在 2004 年出

版了一部名为《诗性逻辑：隐喻在思想、语言和文化

中的作用》的著作。我们可以借用一下他在那里为隐

喻的“联想性结构”所作的图形：

德尼西教授精通意大利语， 早年曾研究维柯及

其《新科学》（1725），“诗性逻辑”的说法即源于此。在

维柯生活的时代， 人们大多以为文学的特征即隐喻

的使用。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从以下这段随

手拈来的引文中也可以看出它对现代社会的渗透程

度：

诗歌的语言在很多时候带有修辞色彩。 一

首诗可能将死亡比作日落，将性爱比作地震，或

者把精神上的安全感想象为牧羊人照管之下的

羊 群 。 想 象 的 具 象 性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看 清 事

物———情景、心态、思想———它同时还激发我们

对那些图象如何带给我们感觉进行思考。 [9]

维柯不赞成对隐喻的狭义理解。 诗人经常通过

类象性联想来说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点没

错，但使用隐喻绝对不是诗歌的特权。作为文化史学

家，维柯带着《新科学》的读者一起重温人类文明的

三个不同阶段， 并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证明了一个事

实：即隐喻无所不在，它揭示的是人类的普遍能力。

他这样说：

所有人类早期的譬喻都是这一诗性逻辑的

产物。隐喻最能够给人带来启示，因而也是最必

要和频繁的。 当它按照前面提到的理论赋予无

生命物体以感觉和激情的时候，就最受赞赏。早

先的诗人也是这样将生命之存在赋予物体，使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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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具有与自己相同的能力，即感觉和激情，于

是产生了与其相关的寓言。 [10]

这就是说， 如果我们将隐喻思维描述为 “诗性

的”，那么，我们的老祖宗在本质上都是诗人。

我们从德尼西的图示中也可以看出， 诗性逻辑

的结构特征是它允许某一概念与多个用来解说自身

的喻体相结合。 图 1 中大圆圈中心的英文字母 T 代

表 “喻靶”（Target）， 小圆圈中心的 S 代表 “喻源”

（Source），排在“S1”至“S9”系列之后的“Sn”表示喻体

的数量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就人类的认知而言，喻体

多元化的一个明显优点是， 它使得语言社团能够从

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任何物体或事件。 我们不妨

以几个与教师有关的隐喻为例， 看看当代中国人是

如何把握教书这个职业的：

1. 教师=蜡烛

2. 教师=园丁

3. 教师=工程师

4. 教师=警察

……

显然， 以上四个喻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

师生关系的某一侧面。 第一个隐喻强调教师给学生

带来启迪（光亮）而又无私奉献（燃烧至尽）；第二个

隐喻看到教师对学生的精心培养与爱护； 第三个隐

喻赞扬教师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第四个隐喻认为

教师必须严格要求学生，有错必纠。

德尼西的图示（通过大小圆圈的部分重叠）还让

我们清楚地看到， 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对应只是局部

的。比如说，例一忽略了教书育人的乐趣以及教师必

须不断自我增值的需要； 例二看不到苗圃里也有野

草，需要铲除；例三忘掉了工程师生产的产品往往千

篇一律，缺乏个性；例四未提起纪律不等于数理化专

门知识。 可见隐喻性思维不是简单地将两个不同的

事物作一比较，而是“凸显”（highlight）了喻体中类似

于本体的某个或者若干特征。 钱钟书先生说得好：

“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

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

同根，无须比拟。 ”[11]

诗性逻辑的另一个结构特征是， 一个概念或文

化单位可以被用来说明多个本体或 “话题”（topic）。
德尼西把这种结构描绘为“放射性的”，因为我们可

以将它想像为由单一喻源向四周的喻靶放射（radi-
ating outwards）：

不同于图 1 的是， 图 2 没有从视觉上反映出喻

源与喻靶之间的相互交叉。这一疏忽必须得到提示，

因为不是喻体的全部特征， 而是其中的一部分被有

选择地投射到本体之中。关于这一点，钱先生是这样

说的：“比喻有两柄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

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边一效。 取譬者用心或别，着

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易；故

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 ”[12]为了更好

地把握钱先生的“多边”概念，我们不妨以谭汝为先

生所列举的一组与水相关的隐喻为例：[13]

在以上的所有例子中，“水” 都被作为一个参照

物来说明另一个事物或状态， 但它的每一次使用只

涉及水的一部分特征。 虽然“多边”算不上最典雅的

专门术语， 但它却非常形象地道破了喻体之多义性

的重要特征。 这也是诗性逻辑的根本所在。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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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这里的等号在英语里用大写的系动词“IS”表示。 此外，莱

考 夫 和 约 翰 逊 讨 论 的 是 “ 概 念 性 隐 喻 ” （conceptual

metaphor），不同于这里的个别隐喻。 所谓概念性隐喻实际

指 的 是 一 组 个 别 隐 喻 背 后 的 共 性 ， 即 一 种 元 隐 喻 范 畴

（meta-metaphorical category）。 本 人 曾 经 著 文 “What is

meta-for?”，质疑设置元隐喻范畴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此

就不多加讨论。 下文凡遇到元隐喻公式，一律加引号（如

“争论”=“战争”），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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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etic Logic
DING Er-su

(English Department of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etic logic” behind the two very common rhetorical techniques
of metonymy and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metaphor and metonymy are not “special” uses of
language； rather, they are the products of indexical and iconic reasoning that we encounter everywhere in social
life. This article also touches upon the late professor Qian Zhongshu’s theory of “two handles and many sides of
a metaphor” which throws light on the polysemy and diversity of metaphorical devices.

Key words: indexical reasoning； iconic reasoning； diversity and multivalence of metaphor； poetic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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