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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对象和解释身份化的视角来看，符号、对象和解释都不

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事物在认知中的作用或功能，可以称为认知身份：

符号身份、对象身份或解释身份。一事物的认知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取决于具体的认知过程。当亚里士多德在说，口语是心灵的符号，

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时，符号的相对性、功能性和身份性实际上已被认

识到了。在历史上，只有索绪尔把能指固定在语言的音响形象上，把

所指固定在概念上，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以致使符号、对象和解释

身份化观念至今还难于树立和普及。

一事物的认知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终身制。在不同的认知

过程中，同一事物的认知身份不一定相同。例如：在登泰山之顶，面

对一览众山小的广阔的大自然景色，人们常常会有世界如此巨大，个

人何等渺小之感叹。在这个认知过程中，泰山的景色成了代表世界如

此巨大，个人何等渺小的符号。而在泰山的景色显示在画家的画布上

的认知过程中，泰山的景色就成了被画家的画所代表的对象。

事物的认知身份还可以得而复失和失而复得。例如：一条白围巾，

有时会被地下工作者指定为接头暗号。这时，白围巾就获得了代表自

己人的符号身份。为了防止被敌人识破，接头暗号是经常在变换的。

当指定别的接头暗号时，白围巾的符号身份也就失去了。过了一些时

候，换了一个地方，白围巾还有机会被指定为接头暗号，白围巾的符

号身份失而复得，当然，还会得而复失。



从符号、对象和解释身份化的视角来看，语言与非语言的事物没

有什么不同，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可以获得符号身份，也可以获得

解释身份，甚至对象身份。例如：在“姥姥就是外婆”中，“姥姥”

是符号，而“外婆”是解释；在“外婆就是姥姥”中，“外婆”成了

符号，“姥姥”转化为解释。在中译英的过程中，“书”是符号，“book

是对象；在英译中的过程中，正好相反，“book”成了符号，“书”转

化为对象。所以，我认为，语言不等于符号。在语言和符号之间划等

号，有些语言现象，就难于说清楚。

可以使用语言进行符号活动。

在使用语言进行的符号活动中，能生成认知的基本单元应该是语

句。语句分为两大类：简单句和复合句。这两大类又各自一分为二，

成四小类：“是”字句、主谓句、并列复合句和主从复合句。还有，

在这四小类能生成认知的语句的基础上，渗入怀疑、愿望和情感等因

素形成的三个语句亚类：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

使用语言进行符号活动，常见的有三个类型：⑴对象转移，⑵符

合象合、合象找符和符象互动，⑶符号衍生：符解衍生和符象衍生。

⑴ 转移对象。

1 通过三元符号活动，转移对象，建构已知符号。

你不认识“犊”。我告诉你：“犊是小牛”。如果你已经知道“小

牛”代表什么，你就会知道“犊”代表什么。你就认识“犊”了。

这是一个通过三元符号活动，建构已知符号的符号活动。这个符

号活动中的关键是：转移对象。



“犊是小牛”是“是”字句。“是”字句的一般形式是“A是 B”。

从符号活动视角来看，A 是符号位，B 是解释位。“是”是代表完成如

下动作的符号：把解释位上的 B，在作为符号时，所代表的对象，转

移到符号位上的 A的名下，使 A 成为有代表对象的符号，从而生成对

A的认知，使 A成为已知符号。能进行转移对象的符号活动的前提是：

B必须是一个代表什么对象已经知道的已知符号。

具体到“犊是小牛”。把解释“小牛”，在作为符号时，代表的对

象：小牛，转移到“犊”的名下，使“犊”成为代表小牛的符号，从

而生成对“犊”的认知，使“犊”成为已知符号，也就是认识“犊”。

能够把小牛转移到“犊”的名下的前提是：“小牛”必须是一个已经

知道代表小牛的已知符号。如果连“小牛”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转移

就无从谈起。

语言学中规定：定义中的定义项必须是已知的。原因就在这里。

2 通过三元符号活动，转移对象，深化对已知符号的对象的认

知，或者，调整对已知符号的对象的认知意向

对已知符号的对象，增加或明确属性（性质和关系），或者，明

确归属，可以深化对已知符号的对象的认知，或者，调整对已知符号

的对象的认知意向。

一个对象的某个属性或归属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因人而异。

例 1：“川菜是辣的。”这是把解释“辣”，作为符号时，代表的

对象：辣的属性，转移到“川菜”的名下，融入“川菜”代表的对象：

川菜之中，或者，提示注意川菜中已有的辣的属性。这，对不知道川



菜是辣的人来说，是给川菜增添了一个属性，深化了对川菜的认知；

对已经知道川菜是辣的人来说，是一种提醒，是调整对川菜的认知意

向，把注意指向川菜中辣的属性。

例 2：“鲸是哺乳动物”。这是把解释“哺乳动物”，作为符号时，

代表的对象：哺乳动物，转移到“鲸”的名下，使已知符号“鲸”代

表的对象：鲸，归属哺乳动物类。这，对普通的人来说，是深化对鲸

的认知；对动物专家来说，是一种提醒，是调整对鲸的认知意向。

3 转移对象的符号活动，有显式，也有隐式。

“是”字句，是显式地转移对象的符号活动。形容词、副词、定

语、状语、主从词组和一些主从句等都是隐式地转移对象的符号活动。

“天是蓝的”是显式的转移对象的符号活动，是把“蓝”代表的

对象：蓝的属性，转移到“天”的名下，融入“天”代表的对象：天

之中。

“蓝天”是隐式的转移对象的符号活动，进行着与显式相同的符

号活动：把“蓝”代表的对象：蓝的属性，转移并融入“天”代表的

对象：天之中。

“慢吃”、“发生在昨天”和“丢在国外”等等都是隐式地转移对

象的符号活动。“慢吃”是把“慢”代表的对象：慢的属性，转移并

融入“吃”代表的对象：吃之中，使吃这个动作具有慢的属性。“发

生在昨天”是把“在昨天”代表的对象：在昨天这个时间属性或时限，

转移并融入“发生”代表的对象：发生之中，使发生这个动作具有时

间属性，或受时间的限制。“丢在国外”是把“在国外”代表的对象：



在国外这个地域属性，转移并融入“丢”代表的对象：丢之中，使丢

这个动作具有空间属性，受地域的限制。

显式和隐式的区别，不在符号活动本身，而在符号活动的表达；

是用不同的符号组合来代表相同的对象。

4 多重的和多层次的转移对象。

在实际的言语符号活动中，转移对象常常是多重的和多层次的。

在“昨天，在遛狗时，我把手机弄丢了”中，“昨天”代表的对

象：昨天和“遛狗时”代表的对象：遛狗的时候，都同时转移并融入

“弄丢”代表的对象：弄丢这个动作之中。这是多重转移对象。

在“在昨天遛狗时，我把手机弄丢了”中，“昨天”代表的对象：

昨天，先转移并融入“遛狗”代表的对象：遛狗这个动作之中。然后，

随同“昨天遛狗时”代表的对象，转移并融入“弄丢”代表的对象：

弄丢这个动作之中。这是多层次转移对象。

⑵符合象合、合象找符和符象互动。

1 符合象合。

符合象合的符号活动是指在把符号组合起来的同时，对象也会自

动地组合起来的符号活动。其前提是：被组合起来的符号必须是已经

知道它们所代表的对象的已知符号。

语言中的主谓、主谓宾、主谓双宾和主谓宾补等简单句，以及并

列复合句都是符合象合的符号活动。

当你看到、听到或想到语句“狗跑”的时候，在你的大脑中，会

同时自动地把狗和跑的心理表征联系起来，组合成狗在跑的意象。除



非你不知道“狗”代表什么和/或“跑”代表什么。

同样地，你面对“人吃鸡”、“妈妈给孩子苹果”和“老师教学生

画画”等语句时，你的大脑中会同时把人、吃和鸡等心理表征联系起

来，组合成人吃鸡的意象；把妈妈、给、孩子和苹果等心理表征联系

起来，组合成妈妈给孩子苹果的意象；把老师、教、学生和画画等心

理表征联系起来，组合成老师教学生画画的意象。除非你不知道这些

语句中的语词代表什么。

你在听人说：“我昨天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吃了生日蛋

糕，喝了香槟，还跳了舞”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同时把生日、蛋糕、

香槟、舞会等心理表征联系起来，组合成吃蛋糕，喝香槟，有舞会的

生日派对的意象。除非你不知道“生日派对”、“蛋糕”、“香槟”和“舞

会”等等代表什么。

你在面对语句“鸡吃人”时，除非你不知道“鸡”、“吃”和“人”

代表什么，否则便会立即感到不对劲。为什么？因为尽管语词组合符

合语法，但在一般的语境中，难于形成鸡吃人的意象。

这些说明：使用语言进行符号活动是符号和对象双层运作，不是

单层运作。

符合是把符号组合起来的活动。这种组合活动也是一种借助第三

者才能组合起来的符号活动。对自然语言来说，这个第三者就是自然

形成的语法。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相同的的语句，语词组合

也就不一样。例如：汉语的“人吃鸡”，是按主谓宾顺序排列，而且

只按排列顺序识别主谓宾。而日语的“人は雞を食べゐ”，则按主宾



谓顺序排列，而且有は和を等识别主宾的辅佐符号。

象合是把对象组合起来的活动。这种组合活动，跟符合一样，是

一种借助第三者才能组合起来的符号活动。这个第三者就是已有的经

验（心理表征）。所有语言的语词代表的对象都是心理表征，心理表

征要借助已有的经验（心理表征）来组合。只有有了人吃食的经验，

才能把人，吃和鸡的心理表征组合成人吃鸡的意象，而且在一般语境

下，难于组合成鸡吃人的意象，因为与已有经验难于协调。

专业词也许更容易说清楚对象组合对经验的依赖。例如：“三爪

卡盘”。一个不是车工，也没有见过车工如何在车床上操作的人，也

就是没有相应的经验的人，是难于把三，爪，卡和盘等普通的心理表

征，组合成三爪卡盘的意象的。

符合象合的符号活动，貌似简单，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活动嵌套符

号活动的复杂的符号活动。只是这种符号活动，人们天天在交往和阅

读中进行，熟能生巧，因而常常是无意识地进行着，没有意识到而已。

2 合象找符。

使用语言进行符号认知活动，接受者首先是进行符合象合的符号

活动，而发送者一般首先进行的是合象找符的符号活动。

比较典型的实例是直播记者现场的报道。记者只有先把现场看到

和听到的现象，借助自己已有的经验，组合起来，才能寻找适当的语

词，组成语句，进行报导。如：直播记者在天安门城楼，现场报导抗

战胜利 70周年盛大阅兵式：“今天的首都北京，蓝天白云，风和日丽。

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广场气象恢宏。……。习近平等中外领导人正



在走向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城楼上下爆发出雷鸣般掌声。……。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合唱团奏唱国歌。全场齐声高唱，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

在合象找符的符号活动中，常常蕴含着立场、观点和利益等等所

谓意识形态的因素。面对同一对象：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美国

找的语词符号是“航行自由”。中国找的语词符号是“横行自由”。

作家写作，通常是先构思，再行文。不仅要有行文的功底，更重

要的要有实际的生活体验和构思的功底。也就是不仅要有找符的功底，

更重要的要有合象的功底。

3 符象互动。

对感觉、表象和意象等心理表征及其组合的语言表达，常常不是

一气呵成，有时需要反复修改，进行符象互动的符号活动。

贾岛改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符象互动符号活动的实例。

唐朝诗人贾岛对自己写的一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

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犹豫不决，反复斟酌。有一天，

贾岛骑着一头毛驴，在京城长安街上行走。一边低着头，思索“推”

好，还是“敲”好，一边用手做着推门和敲门的动作。行人见了，十

分惊讶。韩愈见了也很生气地对贾岛说：“你骑驴子怎么低着头，也

不朝前看看？”贾岛一惊，慌忙下驴，说明原委，向韩愈赔礼。韩愈

一听，转怒为喜，沉思片刻后便说：“敲字好！在万物入睡，没有一

点声息的时候，敲门声更显得夜深人静”。“推”和“敲”是在推门和

敲门的动作和韩愈描述的夜深人静的意象中，被反复斟酌的。显然，



贾岛和韩愈是在进行符象互动的符号活动。

⑶符号衍生：符解衍生和符象衍生。

符号衍生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解释衍生的符解衍生，一条是

从对象衍生的符象衍生。

符解衍生空间有限，走不了多远。解释之所以要衍生，是因为在

解释中有符号使用者不认识的东西，需要再引入解释，使之成为已知

符号。当构成解释的都是符号使用者的已知符号时，解释就无须衍生。

符解衍生实例：“鲸是哺乳动物”。只有当符号使用者不知道解释

“哺乳动物”代表什么时，才需把“哺乳动物”当作符号，再引进解

释：“用母体乳汁哺育初生幼体的动物”。如果这个解释的构成，对符

号使用者，都是已知符号，就无需再引进解释。

符解衍生通常限于本义层的初始解释，所以，局限性很大。

符象衍生是给对象寻求解释，不受初始解释和前面的解释的制约，

不受初始符号本义的制约，可以超越本义层，进入引申义层。符象衍

生的空间，在理论上，不论横向，还是纵向，都可以是无限的。符象

衍生还可以逆向衍生：符象反衍生。

符象衍生实例：学成回国。

学成回国——结婚——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

∨ ∨ ∨

与对象有约 自然规律 传统观念

学成回国———创新立业———服务社会———和平环境 ———国家强盛

∨ ∨ ∨ ∨

人生志向 人生愿望 行为条件 和平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中国共产党正确坚强的领导 ………

∨ ∨



强盛根源 道路正确根源

学成回国——忠于祖国—— ………

∨

家庭革命传统

…………

动物认识世界是靠自然形成的感觉引符。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是

在自然形成的感觉引符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人为建构的意符，主要是

语言。所以，动物的认知过程是一个受自然形成制约的感觉引符的形

成过程，而人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不受自然形成制约的，符象在理论上

可以无限衍生的过程。

学成回国，是一种联想形式的符象衍生。联想形式的符象衍生是

最自由的符象衍生。联想可以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也可以是纯主观的

想象，甚至可以是不着边际的幻想。

因果、假设、条件、转折和目的等主从复合句等形式的符象衍生

就没有那么多的自由了。多多少少要有所根据。如：

（因为）下雨 —— （所以）地湿

∨

自然规律

（只要）明天天晴 —— 我们（就）去郊游

∨

主观选择：天晴景色好

（虽然）我已道过歉——他（还是）不肯原谅我

∨

个性或事情的严重性

（为了）振兴中华——（必须）万众创新

∨

落实到行为

逻辑和数学的符象衍生，自由就更少了，要求：如果前件真，后

件必真。如：

词项三段论：



所有的 A都是 B ∧ 所有的 B都是 C ——→ 所有的 A都是 C

命题三段论：

p→q ∧ q→r ——→ p→r

命题演算：定理（（q→r）→((p→q)→(p→r))）的证明。

（公理）

（（q→r）→((p∨q)→(p∨r)))——→（（q→r）→((¬p∨q)→(¬p∨r))）

∨

用¬p 代入 p

(定理)

———→ ((q→r)→((p→q)→(p→r)))

∨

定义置换

解代数方程：8x + 7 = 4x + 27

8x+ 7= 4x +27 —→ 8x- 4x = 27 – 7 —→ 4x=20 —→ x=20÷4 —→

x=5

∨ ∨ ∨ ∨

移项 运算 移项 运算

解算术题：5 × （3 + 2）= ？

5 × （ 3 + 2）＝ 5 × 5 ＝ 25

∨ ∨

去括号 乘法运算

符象衍生是把对象作为符号，再衍生对象。符象反衍生是把符号

作为对象，再衍生符号。所谓元符号，就是符象反衍生的产物。

例如：代数是算术反衍生的产物：

算术运算：5×(3+2) = 5×3 + 5×2 可以一般化为

代数运算：a×(b+c) = a×b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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