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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示作为意义的出发点
人的生存经验、社会知识、文化训练，构成了他

的元语言能力。元语言是符码的集合，也就是他解释

一切事物的标准，他个人为此解释所做的知识储备，

以及人类的文明史为此人的这个解释所做的储备，都

结晶为他解释世间万事的元语言。

使用这种储备的先决条件，是比较，面对需要认

知的事物时，用来与他的元语言储备中已有的认识相

比较。但是人的经验中很少有机会已经储备了针对此

事物，或针对此种事物的认识，他必须使用储备中对

类似事物，或类似事物范畴的经验，即是在某一点上

具有相似性（likeness）的同一类型，加以适当纠正在

解释眼前事物的意义。这种“类似性”，就是符号与

对象三大关系中的“像似性”（iconicity），它帮助经验

的集合构成一个类型范畴。事物的感知引发替代，替

代的标准是像似。这就是为什么皮尔斯说 ：“任何东

西都适合成为与其像似之物的替代物（substitute）”。① 

例如，我看到一扇门，不知道如何开门，但是我

的经验元语言告诉我，有门就有开的办法，不然两个

空间的区隔不需要加一道门。然后我就从经验中寻找

与这个门上可能物件的像似物 ：各种可能的门栓门锁

门把手，像似性使我们调动经验。

因此，为了调动经验，以及提供某种解释，元语

言的功能关键，就是比较，即把事物“看作”某种已

知事物，以便与他的经验储备中对已有的理解方式相

联系，提供对此事物的理解。这种工作是符号文本的

接收者自动进行的，但是符号文本发送者并非对此无

能为力 ：为了增加解释者把此事物做某种“正确解

释”的可能性，他可以在符号文本上加范畴标记的符

号，暗示或命令催促接收者用此种范畴理解此事物。

这种加强范畴化的标记，式样无穷多，例如可以是标

题、场合、环境、语气、姿势、品牌、价格等等，我

们可以成这种范畴符号为“伴随文本符号”（co-textual 

symbol），目的是把该符号文本置入一定的社会文化

范畴。

这道范畴化符号表意程序，就是本文将详细讨论

的“展示”（demonstration）。展示的目的，是让某事物，

成为具有某种社会文化身份的符号文本，以达到一定

的意图目的。

展示的目的，是迫使文本成为为意义的“简写式”。

对此，海德格尔说得很清楚 ：“解释并非要对被理解

的东西有所认知，相反，是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

整理出来”。这句话似乎很奇怪，理解并不是针对被

理解的事物，笔者认为海德格尔指的是理解并非针对

事物的个别性，因为绝对的个别性超越比较，无法被

理解。

海德格尔有一句更明白的解释 ：“在理解中敞开

的东西，总是按照下述方式被通达的，那就是在它身

上可以明确地提出它的‘作为’什么”。②这是海德

格尔意义理论的关键点，意识把对象“作为”某种事

物。他说“意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相交共生的，是主客

体的契合，世界万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意义，因此，

我们把物‘作为’什么，他才能是什么”。③“这个‘作

为’（Als）在就这被领会东西的明确性结构。‘作为’

组建这解释”。④意义是主体与对象结合的关键，是

世界之所以能被主体构成的原因，而意义的获得，取

决于解释者把符号“作为”什么。这也就是奥格登与

瑞恰慈名著《意义的意义》中列举的意义22条可能定

义之第13/c条所说的，意义就是“一个符号被解释为

即是的某种东西”。⑤

展示 ：意义的文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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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说，没有任何一种符号表意是不经过展示

这个环节的。例如，某个叫马塞尔.杜尚的法国人交

来一个小便池，要求展示为展览会中的艺术作品。这

个小便池能否成为艺术品，当然还取决于许多条件，

但是第一步的条件，不仅是杜尚的天才头脑与非凡胆

略，更是有人敢于把这个小便池“展示为艺术”，此

时艺术展览会的负责人，与杜尚联手，成为“合作展

示者”。由这个第一环节开始，观者与批评家被迫把

此小便池视为艺术范畴中的一个事物，不得不用艺术

的元语言来解释它，从而部分取消这个小便池的个别

性。不管解释的结果是高度赞美欣赏，还是鄙夷不屑

斥之为大胆无耻的骗局，“展示”的范畴化魔术都生

效了，由此开始了现代美术史上崭新的一章。

艺术哲学家莱文森提出 ：艺术作品有两种，第一

种落在艺术的体制之中心地位，例如戏剧，音乐，歌

曲，哪怕是很拙劣的作评，在属于艺术这点上却是肯

定无误的，因为确定无疑地属于文化规定的艺术体裁。

另一中则是“边缘例子”，这种作品被看成艺术，是

因为它们“郑重地要求用先有艺术品被看待的相同方

式来看待它”，⑥也就是说他们与艺术史上已经被认

定为艺术品的作品属于同一个范畴。这样的双层规定，

就允许艺术作品既在体制之中，又有越出体制边界的

可能。属于体制范畴的作品，由于其文本品质属于既

有的“艺术体裁”；“边缘例子“是否为艺术，归于解

释 ：接收者用艺术范畴的解释方式解释之，才成为艺

术。至于是否为出色的艺术，或劣等的艺术，则取决

于许多另外的判断因素，其中当然有另外的社会文化

范畴，例如“真”“善”“美”等，但是我们只是在与

艺术范畴重叠的论域中讨论这个对象。无论哪一种判

断，都已经不否认我们审视的对象是艺术，因为我们

讨论的都只是艺术范畴中的次范畴。

艺术就是被展示为艺术，从而促使我们当作艺术

而理解的东西。展示的这种作用，并不限于艺术，而

适合于几乎任何事物 ：事物被理解为某种事物，是因

为该事物被展示为此种事物中的一个事例。人所面对

的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归入某个社会范畴之中，作

为这种范畴的一个，并且被用这个范畴所规定的理解

方式所理解。范畴化，成为我们的意义世界构成的基

本方式。甚至同一种事物，例如很多花（牡丹花、杜

鹃花等）本身就是可以入药的，那么我们看到此花时，

可看到一种观赏植物，也可以看到一种药材，这两种

解释很不一样，此花作为一个符号文本，表达的意义

可以完全不同。

任何被理解的事物都是如此，经过这种展示，事

物就成为一种携带此种社会文化意义的符号文本。《水

经注》可以是地理，也可以是美文。历史的不同展示，

使妲己有时候是第一美人，有时候是祸水罪人 ；历史

本身也可以被展示成不同范畴，《春秋》中的句子，

可以是微言大义，也可以是断烂朝报 ；⑦世界万物的

意义，就是它与我们的心灵的联系方式，而这种联系

方式，取决于我们心灵的解释。心灵的解释却不是随

意的，虽然是万物皆备于我，我的接受却受制于我在

理解时选择的文化范畴，而我的选择却在极大程度上

取决于对象展示给我的方式 ：牡丹花可能置于花展，

《水经注》可能印于文学教科书，这与杜尚的小便池

展示于画展，是一个道理。因此，范畴化是人存在于

其中的意义世界的最基本构成方式。

本文讨论的虽然是解释方式，实际上不仅有关我

们的心灵之构成，更有关与世界是为什么成为有意义

的。为了真正理解“展示”的功能，我们必须说清几

个概念 ：元语言集合、文本身份、体裁期待、意图定

点，因为这些问题都在展示中显现出来，它们是展示

的目的所在。

二、展示通过元语言决定解释
为什么展示能够对解释其如此重大的影响呢？因

为展示是“元语言提示”，它直接影响我们作为接受

者应当采用怎样一个元语言组合，来解释眼前这个事

物。我们解释一个事物时，元语言因素大致上分成三

类 ：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

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这三者都与展示

有关，其中文本的“自携元语言”，实际上就是展示

本身，是展示的构造性特征。

符号文本经常有“自携元语言”。文本原是解释

的对象，但是作为传达的环节，文本的部分内容也可

以参与解释元语言集合，此种文本元语言部分，数量

相当大，一旦我们加上所谓伴随文本，这种元语言数

量就更大。文本用各种形式标明的自身所属体裁，是

决定解释方法的一个重大范畴因素，显示出这种形式

标明，也就是展示的最重要机制。例如，分行写，或

以一定间隔押韵，这些形式特征，就是在展示此文本

为“诗”，就要求接受者用诗的方式解读此文本，我

们知道，一段文字读成散文，还是读成诗，意义会非

常不同。一个文本被生产出来，就必须按他所属于的

体裁规定的方式得到解释，这就是所谓“期待”。卡

勒指出 ：“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的体裁中，可产生不

同的意义”。因此，“各种文学体裁不是不同的语言类

型，而是不同的期待类型……戏剧之所以存在，真是

因为把某些作品当做戏剧来阅读的期待，与读悲剧和

史诗完全不同”。⑧期待“读法”是体裁的最重要效果。

这样就出现几乎是悖论的体裁定义 ：一本历史之所以

为历史，一本小说之所以为一本小说，根本原因就是

他属于历史或小说的体裁，体裁强迫读者按照历史或

小说的读法来读这个文本。“诗之所以为诗，是因为

它属于是这个体裁，它强迫读者用读诗的方法来读

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方式来读这个文本，

它就不成其为诗，成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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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本体裁是文本自携元语言的最重要因素，

它指明社会文化规定的文本体裁“归类”方式。最明

显的、最大规模的型文本范畴是体裁。现代传播不断

创造新文本集群，例如由同一个导演推出，由同一个

公司出品等等。而这些型文本的标识，常常落实为副

文本，例如摇滚乐演唱，必有灯光舞台布置，或电子

吉他伴奏 ；但是也可能由文本形式标明，例如接收者

从文本就能断定是交响乐还是歌剧，是小说还是历史 ；

一个人是丞相、侍卫，还是平头百姓。

文本展示自己应当如何被解读，是构成一个文化

的重要机制。故事片中的血腥暴力场面，与纪录片或

“现场直播”中的恐怖场面，文本表现可能完全一致，

展示为特定体裁，却推向两种极其相反的解释 ；求爱

语言放在情歌中，与口头说出，词句可以相同，意义

可以完全不同。类型决定了无法单独解释它们的字句。

因此，符号永远是一种意义不足的感知，“如果符号

系统达到自身的完满，就阻止了容纳新的指称对象的

能力。” ⑨

而另外两种元语言组合的构成元素，也是展示提

示出来的。第一种，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元语

言构成的最主要来源，即是文本与社会的诸种关系规

定的文化对信息的特殊处理方式。语境是意义生成的

外部条件。范畴化，就是把对象放在一定的可辨认的

文化语境中，这就是展示的目的。例如指腹为婚，或

童养媳，就是把未出生或未长大的女孩，放在婚姻语

境中，作为未来的家庭生育者来对待。

第二种，能力元语言，来自解释者成长和教育经

历 ：例如他的记忆经验形成的修养，他过去的所有意

义活动的积累，他记忆中解读过的文本，都重复留下

“余迹”构成能力元语言 ：马克思说“对于没有音乐

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⑩他是在

强调能力来自经验，而没有经验的积累，无法从对象

中获取超出形式直观之上的任何意义。

应当说明 ：能力是接收者自己认为具有的能力，

并不是可以客观测定的能力。例如不少人相信自己对

彩票、股票、期货之类的选择能力，对灾难的预感能

力等等。只要提供了他做出某解释的理由，就是他的

能力元语言。至于“艺术欣赏能力”更是一种人言言

殊的模糊的能力，这种能力或许能给接受者心里一种

欣赏快感，但是除非这位接受者是个能说会道的批评

家，或是能写文章的理论家，其他人无从得知他是否

真有此能力，这是因为与上述其他人类活动不同，艺

术是排除实效的。因此“建筑是有声音的，各种建筑

都在向我们诉说他们的过去”。但是只有建筑史家才

能听出这些故事。 

三、展示指出文本身份
展示把非常重要的符号社会关系拉入在场，即是

文本本身的相对社会地位。文本身份可以有许多种类 ：

文化身份如体裁，风格身份如文体，社会身份如性别，

历史身份如时期，工艺身份如版本与制作。文本身份

是符号文本在文化中的定位，也是它对文化的依托。

符号文本，必须有社会性的身份范畴作为其

表意过程的支持，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本身份(textual 

identity)。符号文本，是发出者自我的抛出物。文本

身份与发出者的身份会有一定关系，却不能等同 ：文

本身份是独立的，是文本与伴随文本背后的“文化身

份”、社会地位。没有文本身份，任何文本无法表意。

不同的文本身份，要求对文本作完全不同的解释 ：没

有军官身份的命令无法要人服从 ；没有教师权威的姿

势无法让课堂安静 ；没有广告身份的形象，只是一堆

无聊照片 ；没有虚构身份的电视广播，有可能被当做

现场真事直播。

文本身份不同于发出者的人格身份，人类文化中，

经常文本身份比发出者身份更为重要 ：符号文本很可

能发出者阙如（例如自然符号），或身份不明（例如

民间故事），或是一个制作集团（平话小说，今日的

广告），此时发出者的身份就无法确认，而文本身份

变得更为重要。例如一首歌的词作者、曲作者、策划

人、出品人、录音师、演唱者等身份，最后结合成歌

曲的文本身份（例如“现代城市情歌”），能直接影响

听众接受的，是文本身份。

文本身份是文本发出者赋予的，还是文本的社会

属性？应当说，文本本身是二者联合起作用的结果 ：

但是一旦符号文本形成，文本身份一般独立地起作用，

不必再回溯发出者的意图。发出者的意图也会有相当

的作用。一幅画，不同意图的发出者，可以把它变成

不同身份的文本，例如对地方旅游业的宣传，例如某

某别墅区的推销广告。文本身份，有超出发出者个人

身份的维度，这幅图片，更换设计者对文本的影响有

限 ：它用在广告里，就是广告身份 ；用在旅游宣传，

就是宣传身份 ；甚至人本身，有时候也是文本，例如

“草根名人”。 

歌的文本性别，通常并不是作者的生理性别，这

与小说等叙述文体有很大不同，那里的叙述者“我”

一般与作者在性别上一致。叙述学家苏珊.兰瑟指出，

“小说中的‘我’与作者‘我’有某种联系……读者

把简爱这人物当作夏洛特.勃朗特作者自己的声音的

形象。”因此《简爱》的叙述者自然而然是一位女

性。而歌中的很不一样，兰瑟称歌曲为“疏离式”

（detached）文本，其作者与文本中“抒情我”性别经

常完全不同，宋词的作者往往是士大夫，而歌中的“抒

情我”往往是歌女自称。

版本学家认为不同版本有完全不同的文本身份，

手抄本、初版本、签字本、盗版本，虽是同一“文本”，

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同样一篇文本，基于不同

的教学目标，被展示赋予了不同身份。特定系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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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身份，例如“必读”、“样本”、

“例文”、“延伸阅读”、“参考书”、“课外自由阅读”等，

它们的地位完全不同。把文本身份分类，就会发现文

本身份，与发出者的身份有联系，但非常不同 ：而文

本发出者与之可能有联系 ：俗文学的作者很可能是俗

人，民歌的唱者很可能是乡野男女，但是文学史让我

们看到 ：文不必如其人，解不必如其文。

四、展示可以携带“意图定点”
按照皮尔斯的观点，任何解释项是一个新的符号，

新的符号又需要新的解释，以至无穷，文本的这个特

点，称为无限衍义。因此，任何一个展示发出的文本，

也就是把一个符号文本推入不可避免的“无限衍义”

之中。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 ：无限衍义只是潜力上无

限，实际上任何符号文本的解释，要永远延续下去是

不可能的，只能暂时停止于意义的大致成形的时刻。

符号文本的展示者，可以控制衍义的大致暂住点，

也就是让他的目标接受者，把解释落在某一点上。也

就是说让大部分接收者接受他的意图意义。这就是语

境的预设安排，对于任何想要在目标接收者中取得特

定意义效果的展示者，这种意图预设安排，至关重要，

本文把解释的这个理想停止点，称为“意图定点”。

因此，意图定点是展示的社会维度 ：一种化妆品，

产品市场目标是女性，“意图定点”是白领女性消费

者。这样它的广告的文本身份必定是“白领女性广告”。

这种文本身份，与发送者（广告设计者，广告公司与

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性别或意图都无关 ：商品的文本

身份取决于文化的“预设”机制 ：消费主义、阶层分

野、符号价值、性别偏见，等等。

“意图定点”无法针对任何人的特定解释，因为

每个人的意义解释过于多变，而是针对某个“解释社

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也就是社会上参与接

收此文本的大多数人，因此“意图定点”是个社会问

题。符号文本的发出者的“意图意义”，如果成功的话，

解释社群的大部分接收者（例如白领女性），会把解

释暂止在那一点，但是某些独立思想者（还有我这样

的符号学者），无法暂止于那一点。例如DVD发行商

把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翻译成《爱比恋更冷》，

他的“意图定点”落在特定的目标受众身上，效果不

错 ；他完全不用管像我这样的俄罗斯文学崇拜者如何

气得发疯，他知道我们是落伍的少数。

五、展示造就艺术
本文一开始就已经举出例子，说明展示对艺术之

所以成为艺术，起了关键性作为。但是世上任何事物，

之所以成为那种事物，都要依靠展示，只是如果没有

展示，艺术完全不能成立，展示在事物的“艺术化”

中起了极端关键的作用。

艺术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工制品纯符号，也就

是作为符号制造并加以展示的人造物。艺术有一种人

工性，西语art，意义是“与天然相对的人工技巧或技

艺”。汉语的“艺术”实际上也是如此 ：“藝”原

意为种植，甲骨文的字形，左上是“木”；右边是人

用双手操作 ；而“術”字，《说文解字》释为“邑中

道也”，指的是“路径”或“手段”，即技能、技艺、

技术。中西文原义相同 ：人工制造。只是西语此词至

今有“人工”之义，而中文“艺术”字面上此义消失，

所以西文著作不必强调，而在汉语中讨论艺术，不得

不花笔墨强调。

显然，马上就会出现的问题是 ：自然物经常被看

成艺术品，自然物或自然事件经常被解释成有艺术意

义。的确，峻险山崖、晚霞暮星、美丽人体，往往被

认为是“造化的神工鬼斧”。这是一种比喻 ：把创造

自然的上帝，比喻为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但是纯粹的

天然物，不是艺术，只有一个办法能把自然物变成艺

术品，那就是艺术展示 ：一个树根不是艺术，展示中

加上了艺术意图，就成了“人工制造”的艺术。人体

在镜头或画框里被“当作艺术品”展示，就是艺术 ；

张家界的山岭，在旅游观景台前展示，就成了艺术。

其原因是，一旦被展示，就不是一件天然物，而是加

入了艺术意图的人工创造的艺术品。

艺术学中一个非常恼人的问题，就是动物或婴儿

“艺术家”的作品，或是其他涂抹的作品，究竟是不

是艺术？这个挑战，也只有用“展示”这个概念才能

回答。艺术作为人工制品，必有一定的艺术意图。这

就解释了猩猩的涂抹，哪怕其“作品”与艺术家的某

些创作，看起来很像，但是猩猩并没有艺术创作的意

图，很多人也拒绝承认他们的“作品”算艺术。这

样的艺术品，靠“作为艺术品展示”带上艺术意图。

一旦如此展示，它们获得了足够的语境压力，让它们

被当做艺术品看待。而本文已经讨论过 ：它们一旦被

当作艺术文本，用上面莱文森的话，它们就“郑重地

要求用先有艺术品被看待的相同方式来看待它”，接

收者就会用对艺术的期待来解读它们。这就是我们所

说的“型文本”压力。

一旦意图意义、文本意义、解释意义三者统一，

艺术品就无疑问的是艺术品。丹图认为艺术意图至关

重要，艺术品“必须理据其预期意义是否被体现，来

考虑它成功还是失败”。本文认为，艺术展示，而

不是创作，才决定艺术意图 ：因为只有艺术展示，才

启动了社会文化的体制功能，才能把该作品置于社会

文化的文本间意义网络之中。

艺术展示是一个社会性符号行为 ：画廊经纪人、

艺术策展者、展品拍卖者，都参与构建此展示，他们

邀请观众把此作品当作艺术品来观看，文本本身就被

“展示”加上社会性伴随信息，因此，纯然个人的艺

术意图，不能保证艺术品的出现。展示才能把“艺

术意图”强加在符号的发送与接收之间，此物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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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加上的文本身份定位为艺术品。面对这个展示，

接收就不是纯粹关照，借用阿尔都塞的观念 ：观者被

文化体制“询唤”（interpellated）到艺术接收者地位

上来。

艺术品被展示“定位”，就是与文化的艺术体制

相接。展示，就是用一整套伴随文本，迫使接收者朝

艺术的方向解释它，把它成为艺术品。因此，什么是

艺术？艺术是被展现为艺术，并被接受者作为艺术看

待的符号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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