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峡论坛》2010 年第 3 期，总第 226 期 

 134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生存符号学初探 

颜小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 

摘 要：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是关于生存的哲学。作为现象学本质还原的结果，生存属于前符

号即符号形成之前的领域；生存的符号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在符号形成之后，符号的生存时刻依然没有停止，故

生存又超出了前符号的范围。因此，生存的实质包括内生存和外生存。内生存指的是符号形成之前主体自身的运

动，外生存是指包括符号生存情境在内的生存状况。梅洛－庞蒂的生存也分别涉及内生存和外生存。生存统一于

身体。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具有源发性特质，身体与生活世界连为一块，身体既在主体之中，又在主体之

外。梅洛－庞蒂认为，生存本质上充满了意义，而作为与意义密切相关的言语活动，在梅洛－庞蒂看来只是身体

功能的体现。言语与言语的交流，最后表现为身体与身体的交流，言语与意义的关系，也表现为身体与世界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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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存符号学？ 

塔拉斯蒂认为生存符号学或新符号学是一种不

同于以皮尔士、格雷马斯、西比奥克等为代表的经

典符号学家的理论。它们主要有二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经典符号学研究的是

符号形成以后的系统、分类、特征、规律、表现形

式等等，是在符号凝固以后的层面来对符号进行静

态的分析。而生存符号学研究的是流动的宇宙，“在

那，一切事物处于运动之中。没有稳定的、井然有

序的或固定不变的事物”① ，生存符号学研究符号

形成之前的状态，相应的“前符号”②。生存符号学

将符号视为有生命、有灵魂的运动事物来研究，“生

存的符号时刻是在符号形成之前或之后的时刻，因

为符号的生命不会停下来，它们总是处于形成的状

态。”③第二，研究方法有所区别。经典符号学多采

用客观、科学、分析、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符号，相

比之下，生存符号学倾向于直觉的、综合的方式。

但生存符号学也吸收了经典符号学的理论成果，是

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而有意识地讨论“前符号”领域问题的，似乎

要从胡塞尔 始。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

讨论的就是“前……”的问题：“前判断”、“前谓词”、

“前反思”、“前主题”、“前对象化”等等④。这一块

领域，西方传统哲学往往 为忽视。巴门尼德提出

“存在”时，就已经隐隐约约将这一块领域里的东

西作为思想的对象来讨论了；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

学则认为，在这个观念化的对象之前，还有一个阶

段是哲学可以掌握也必须掌握的对象，这个地方有

一种使得后来观念对象得以可能的某种已经被发生

出来的材料。而海德格尔的整个学术活动就是建立

在这个“前……”维度基础上。德国哲学家费希特⑤

认为人有这么一种原本的生活状态，它是完全实际

性的，也是完全投入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实际性是

完全反理性的，因而也是不可分析的。而海德格尔

的师兄拉斯克⑥则不这么认为。相反，他认为这种

原本的人的实际生活，可以有自己的理性含义，它

本身就有某种意义、形式和价值。拉斯克的观点为

对这个领域进行符号学分析提供了说服力。但是要

将这种原发的生存状态用反思的方式来分析，并用

语言和理性来表达，则非常困难。因为反思止住了

体验的流动，使得被体验的东西成为某种比较固定

的对象，而为了保持原发生存状态的这种流动的特

———————————— 

收稿日期：2010-03-10 

作者简介：颜小芳（1982-），女，籍贯湖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8 级比较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

与叙述学、文学批评和影视文化研究。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生存符号学初探 

 135

质，海德格尔才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来对此进行描述。

而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的困境在于：主体性跟生

活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发生的涌动的境域与

人的思维和表达又是什么关系呢，胡塞尔没能够透

彻地解决。张祥龙说胡塞尔找了一辈子，没有找到

一种适合流动思想的表达方法。人的原发生存就像

一个圆，而胡塞尔的分析就是一个割圆术⑦，越切越

小，通过分析来逼近它，这种分析会越来越接近这

个圆，但永远都会缺少一点东西，而无法成为真正

的圆。如果生存符号学单是用经典符号学的方法来

分析存在，将永远也无法走出这个难题。而海德格

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他不像胡塞尔

那样正面交锋，张祥龙说他找到了所谓的“形式显

示”的方法，让流动本身来显示。海德格尔放 了

对之做明晰的分析，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表述方式，

这 是 他 的 聪 明 之 处 ， 海 德 格 尔 有 一 个 词 语 ，

Gelassenheit，翻译成“泰而任之”，很好地表明了他

的这种态度。但真理不是人人都能悟的，老子说“道

可道，非常道”，不管能不能“道”，真理和“道”

还需明白“道”来，因此，这是一条西西弗斯的道

路。而莫里斯·梅洛－庞蒂，更是将生存、存在问

题和现象学结合起来。 

在莫里斯·梅洛－庞蒂看来，现象学首先是一

门关于存在问题的哲学，“现象学要求我们提供某种

存在概念，甚至提供一种完整的哲学。”⑧梅洛－庞

蒂赋予现象一词一种功能，那就是表达“诸客体与

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将

现象与单纯的显现区分 的稳定结构；而‘本质’，

则几乎是以它的不在而引入注目的。致力于研究这

些现象的哲学，就是现象学”。⑨“我们应该在我们

自己身上发现现象学的统一性与它的真正意义”。⑩

可以看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就是一种关于人

的生存的哲学。但它与萨特的存在（生存）主义还

是不一样。梅洛－庞蒂更具有学术态度。“现象学也

是一种将本质重新放回存在……的哲学。……它试

图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之所是。”!在莫里斯·梅洛

－庞蒂看来，现象学 大的还原在于回到对人的生

存的体验当中来。梅洛－庞蒂的这种生存现象学有

何特点呢？或者说，他的生存现象学与塔拉斯蒂所

说的生存符号学有什么关系呢？梅洛－庞蒂有一个

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将意识和意识的对象统一到人的

身体之中，身体的经验又在人的“生存”之中，而

人的“生存”又离不 一定的情境（situation）。故

梅洛－庞蒂对现象学理论既有对人的内存在的分

析，同时又超越了胡塞尔以先验现象学为主的哲学

探究，回到人的具体生存和生存的情境上来。他将

人的生存视为具体的、个人的、感性的和运动的存

在，在方法论上既有海德格尔式的描述，又有结构

主义的静态分析。在传统哲学或者经典符号学看来，

科学的分析和直观的描述是两种对立的方法，原则

上是不可能调和的。而在梅洛－庞蒂这里，科学的

归纳与现象学的直观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在他看

来，在关于本质的知识的确实性与我们关于事实的

知识的或然性之间，并不像萨特那样存在着明显的

断裂。现象学与科学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重新

强调现象学与科学的本质统一意味着某种转变，与

塔拉斯蒂所说的生存符号学具有不谋而合的特性，

因为后者希望在方法论上能将这两种看似南辕北辙

的方法能够统一起来。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梅洛

－庞蒂对生存的符号学探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塔拉斯蒂在《生存符号学》中提出了此在的超

越的两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海德格尔和萨特的理

论基础上提出。此在是常人的存在。此在是缺乏的，

主体对此在不满意，于是就产生了对意义的寻求，

主要通过两项超越的行为：否定和肯定。首先，主

体处于客观性的符号中，这个客观性的符号世界即

是此在（Dasein）。这个“此在”在此已经不同于海

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主体认识到了它由来的此

在周围的空虚和虚无，主体必须朝向“虚无”做一

次飞跃，这就构成了超越的第一个行为——否定，

即对“此在”的否定，并超越此在，跃向“虚无”。

当主体从他对此在的超越——否定中返回时，他拥

有了新的观点。此在世界的许多对象失去了含义并

被证明只是显得有意义。但是，主体新的生存体验

为那些保留它们意义的对象提供了新的充实的内

容。这个时候。主体获得了“符号的自我”。 

但是，主体的运动继续前进，接下来是超越的

第二个行为。他遇到了虚无的对立面——普遍，它

是充满意义的，但是却以某种超个体的方式，独立

于他自己的意义行为之外。这种行为称作“肯定”。

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主体找到了生存的理由。而且，

它也对于专注于它的主体辐射出一种新的意义。这

个时候主体感到了生命的充实。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生存模式的两个特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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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纯粹的意识主体，意义是完全充实的意义。

此在与意义或者说生存与自由之间的界限是明确

的。用萨特的观点来看就是自由要末是全面的，要

末就不存在。而莫里斯·梅洛－庞蒂认为在现实的

实践中，既定的形势是构成自由选择新的意义的材

料。因为即使萨特的自由也只是既定形势中的自由。

既定形势是人这种世界中的存在物本质投入的组成

部分。在进行任何超越（超越即意味着选择）之前，

这种形势就具有意义。这种具体化的情境与人们的

生存一起有某种“本质”。因此萨特的名言“生存先

于本质”在莫里斯·梅洛—庞蒂看来就不适用。在

他看来，不仅是我们选择世界，同样世界也选择我

们。故而基于萨特生存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塔拉斯蒂

的生存模式就显得有些主观和片面。梅洛－庞蒂的

理论揭示出生存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的有条件

的自由。故而根据梅洛－庞蒂的理论，从这种投入

的知觉中通过情境（形势）的两级分化产生了一种

新的生存模式的可能性，我们归纳如下： 

首先存在着此在中的主体，此在的主体在选择

之前有各自对于具体情境的理解——这个阶段还谈

不上选择，还只是此在主体对于生存和生存于世的

确定方式的体验。因此主体的运动从此在的具体情

境 始，接下来是对此在的体验（exprience）；然后

才是进行选择的行为（action），再以后才到萨特所

说的超越。这个模式比起塔拉斯蒂的模式来说似乎

更为客观，主体的色彩冲淡了一些。 

生存的符号是流动的符号，是在形成之中的符

号：“Existential moment of signs is in the moment before 

or after them， since the life of signs does not stop，of 

course，with their fixation into objects. In any case， if 

there are existential signs， they are always in a state of 

becoming. ”$生存的符号永远处于运动之中。 

符号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关于意义的问题。大

多数所谓的经典符号学家都接受符号过程就是交往

加意义，通过描述从发送者到接受者之间的交往过

程，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意义和符号永远阐释不

尽。%塔拉斯蒂认为，符号学的真理不是仅仅通过阐

释符号的结构所能揭示的，因此生存符号学除了揭

示符号的内在运动之外，也必然要研究符号产生的

语境或者符号域。因此可以说生存的符号包括符号

的内生存和外生存。而莫里斯·梅洛－庞蒂对于生

存问题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前面总结了莫里斯·梅洛－庞蒂关于主体的生

存模式，可以看出在生存问题上，他的主体色彩明

显冲淡了很多。这与以笛卡尔“我思”为代表的主

体理论完全不同。莫里斯·梅洛－庞蒂反对笛卡尔

的“我思”理论，认为“我思”其实是可以怀疑的，

而“唯一不能质疑的意识则是投入的意识”^，投入

的意识构成“生存”这个词的意义。而生存的我又

是在世界之中。所以梅洛－庞蒂用一种新的表达方

式改造了笛卡尔的经典表述：“新的我思是我存在于

世界中”&。“世界全部在我们之中，而我则完全在我

自身之外” *，这有点类似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

内”。梅洛－庞蒂又言：“人只不过是诸关系的纽结，

对于人来说，只有这些关系才是 重要的。”(，似

乎具有反主观主义的性质。但结合梅洛－庞蒂的整体

思想来看，他并非否定主体，而只是对笛卡尔意义上

的主观主义提出挑战。梅洛－庞蒂将主体视为世界整

体结构中的一环，又体现出结构主义的某些特征。 

那么生存与意义的关系究竟如何？ 

在《知觉现象学》序言当中，梅洛－庞蒂说：

我们注定是有意义的。即对梅洛－庞蒂而言，人的

生存从本质上说充满了意义，意义不是构造出来的，

而是原本就存在的。他认为，感知就是观察由一组

材料显现出来的内在意义，或者是把握先于任何判

断的可感觉形式的内在意义。可以看出，梅洛－庞

蒂的“知觉”实际上是一种旨在追寻实际上先于人

们的解释而早已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根本意义的活

动。他强调的是意义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建构的。 

有学者（张祥龙）认为意义是传统西方哲学的

一个盲点。胡塞尔曾经认为“什么都可以不在，但

意义不可以不在”。)“认识论的问题 终是什么问

题，……讲得更痛切一点，是意义如何可能。” _所

以近代哲学的两次哥白尼革命分别是康德提出的认

识如何可能及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意义如何可能。维

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为什么一

个命题可以是错的，但它却有意义。 

胡塞尔认为，现象学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意义。

而意义与语言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塞尔操作

现象学的具体分析的 头正是对符号尤其是对语言

现象的本质的揭示。他在《逻辑研究》中的基本观

点是意义只跟表述（Ausdruck）有关，而跟传达

（Anzeichen）没有关系。表述和传达是胡塞尔区分

的关于符号的两种类型。传达是在交流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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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认为传达只关乎信息的传递，因而只有指示

（Anzeigen，indication）功能。传达不传递可称作

Bedeutung 或 Sin 的东西，即我们所说的意义。那么

意义在哪呢？意义在表述中产生。表述又在哪进

行？胡塞尔认为表述只在独白的活动中进行。所以

意义是纯粹意识的产物。与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不

存在私人语言的看法想法，胡塞尔预设了私人语言

的存在，并且在这种独白的意识领域，语言对自我

意识是透明的。这是胡塞尔早期关于语言和符号问

题的看法。这个观点受到了德里达的批判。+梅洛－

庞蒂也关注语言符号与意义的问题。与德里达不同

的是，德里达利用胡塞尔理论的矛盾来解构胡塞尔

的理论，而梅洛－庞蒂则利用胡塞尔晚期关于发生

现象学的思想来得出不同于胡塞尔早期理论的结

论。在梅洛－庞蒂心目中，晚期的胡塞尔才是真正

的胡塞尔，正是从胡塞尔生前未发表的手稿中梅洛

－庞蒂找到了自己的哲学方向。 

  那么梅洛－庞蒂是如何看待胡塞尔对语言问题

的研究的呢？这个问题也可以转化为梅洛－庞蒂怎

样看待意义和语言的关系。如果说意义问题在胡塞

尔那里集中表现为纯粹语言表达的问题，在梅洛－

庞蒂这里，意义本质上则是生存问题。海德格尔说

语言是存在之家，而梅洛－庞蒂将之转化为语言是

存在的居主。梅洛－庞蒂对语言的看法也是在与胡

塞尔理论文本的对话过程中产生。首先他认为语言

的问题比其他问题能更好地考察现象学，并且，在

他看来，胡塞尔关于语言问题的少量论述是有创见

的和令人迷惑的。1 梅洛－庞蒂也看到了胡塞尔的

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之间的矛盾对立之处。在早期

著作中，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四卷，胡塞尔

提出了一种语言本质和一种普遍语法的概念，它们

赋予每一种语言以意义，能使人明确地把经验语言

当成基本语言的“‘含糊’实现” 2。语言只是思维

的一个对象，所以语言只能起到伴随物、替代物记

忆辅助物或第二交流手段的作用。而在胡塞尔的晚

期著作中，“语言是针对某些对象的一种独特的方

式，是思想的身体，” 3而“如果没有语言就仍然是

秘密的现象的思想得以获得主体间价值和观念存在

的活动。” 4于是乎现象学 始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

现象学的转向。“从现象学的观点看，即在把语言当

作与一个现时的团体进行交流的手段来使用的会说

话的主体看来，语言重新发现了它的统一性：语言

不再是独立的语言事实的一个混沌的过去之结果，

而是其所有成分都致力于转向现在或将来、因而受

到当前的逻辑支配的一种努力的系统。”梅洛－庞蒂

认为“这就是在语言方面胡塞尔的起点和终点。” 5 

梅洛－庞蒂对语言和符号及意义的看法归结起

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意义如何产生的问题。梅洛－庞蒂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单个符号不表示任何东西，每

一个符号表达的意义少于该符号在它本身和其他符

号之间指出的一种意义的差别。”6得出意义不是单

个符号本身所固有或者说携带的，意义产生于符号

与符号之间的差别。同时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

依关于音位学的观点也给梅洛－庞蒂以启示，“音位

一 始就是唯一的言语结构的变化，儿童依靠这些

变化能‘领悟’符号相互分化的原则，同时把握符

号的意义。” 7所以符号与意义和物体不是一对一的

关系，词语也不是意义或物体的单纯符号 8。“我们

仅仅与符号的结构打交道，而符号的意义不能单独

地被确定，并且只不过是符号相互包含、相互区分

的方式。”9。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如

果是符号与符号的边音关系使每一个符号具有意

义，那么意义仅仅出现在词语的相交中和词语之

间。”意义并不超越语言之上，意义也不是符号所固

有的。因为如果意义是符号固有的属性，那么语言

就是透明的。而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是不透明

的。符号并不传达意义，“符号也许只有一种提示作

用，” 0故而语言与意义的关系，梅洛－庞蒂表述如

下：“因此，有语言的不透明性：语言不断地让位于

纯粹的意义，语言仅受到语言本身的限制，意义只

有限入词语中，才显现在语言中。……语言只能通

过符号的相互作用被理解，如果单独考察符号，那

么每一个符号都是模棱两可的或无新意的，只有符

号的结合才能产生意义。” -“意义是言语的整体运

动，” =，“语言超越‘符号’走向意义” Q。于是

乎，在梅洛－庞蒂处，语言与意义的关系是含糊的、

暧昧的和不确定的。“任何语言都是间接的或暗示

的，也可以说是沉默。意义与语言的关系不再可能

是我们始终看到的这种逐点对应。” W除此之外，梅

洛－庞蒂还看到了意义还在言词的空白地带产生。

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意义与词语的在场无关。符号对

应的恰恰是意义本身的缺席。“说话，不是把一个词

语放在每一个思想中：如果我们如此行事，那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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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不能说出任何东西，我们就不会感到生活在语

言中，我们将仍然在沉默中，因为符号在一种自己

的意义面前立即消失，”E“语言是否既通过它没有

‘说出’的东西，也通过它‘说出’的东西表达意

思？”由于意义往往不在词语之内，所有文学语言

并不完全反映现实。 

其次，梅洛－庞蒂密切关注的是语言的活的使

用。他注意到，胡塞尔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

和《论几何学的起源》中不再把语言看作是单纯的

工具，“语言作为指向某些对象的源出方式，作为思

想的躯体甚或作为思想据以获得主体间价值、 终

获得理想存在的活动而呈现。”R在此，胡塞尔表现

出对言语交流活动的关注。梅洛－庞蒂发展了胡塞

尔后期关于语言思想的倾向，实际上将胡塞尔关于

语言的思考与他的生活世界理论联系了起来。梅洛

－庞蒂认为在活的语言中，有一种“语言的‘语言’

意义”，在说话主体的意向和词语之间起着中介作

用，梅洛－庞蒂将这种“意义”归结为“我能”。T

“我能”就是说话主体的言语能力，或者称为表达能

力，梅洛－庞蒂又将之归结为身体意向性的表现。Y 

“身体”这个概念在梅洛－庞蒂这里具有模糊

性，也具有神秘性。分析起来，它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身体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说的“气”，

如孟子的浩然之气，既有精神的内容，又具有感性

的特征。U 在梅洛－庞蒂的描中，身体肯定是一种

存在。但它既不是物质的存在，也不是意识的存在。

在梅洛－庞蒂看来，传统的“存在”有两种意义：

一种是人作为物体存在，一种是作为意识存在。而

身体却有别这两种存在。“相反，身体本身的体验向

我们显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存在方式。” I 毫无疑

问，梅洛－庞蒂的这种探究方法是直观的，而不是

胡塞尔那样严格分析性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梅洛

－庞蒂始终没有从正面说明，他的描述方式是反复

告诉我们身体不是什么，或者采取一种既是什么又

是什么的表述。如“身体不是一个物体。” O，身体

与身体的那些功能如“视觉”、“运动机能”、“性欲”

等等是“不能通过因果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或者

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身体始终有别于它之所

是，始终既是性欲，也是自由，在被文化改变之时

扎根于自然，从不自我封闭和被超越。” P这种描述

方式有点类似海德格尔，似乎一涉及到“存在”问

题，语言的分析就发生了障碍，就不得不采取间接

的迂回的方式。这也是存在与分析之间的难题。用

符号学的方法分析存在，就像抽 断水，因此符号

学分析存在只能无限制地接近存在，却永远触摸不

到存在的核心。聪明如海德格尔懂得采取“形式显

现”的方式，这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方式，欲擒故纵，

以退为进。存在与分析，生存与符号，我们在此看

到了东方整体性思维与西方的分析思维结合的可

能，而不仅仅是对话。第二，身体的第二个特征就

是处于可见与不可见之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用

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说就是虚实相间。梅洛－庞蒂通

过对幻肢现象和运动障碍的病例现象的研究发现了

潜藏在正常人身体之外或者之内的一个知觉场。梅

洛－庞蒂这样描述道：“我占据场，我自我创造，但

带着我的时间装置，因为我在世界中移动，也带着

不为我的身体所知的一团物质。时间就是瓦莱里谈

论的这种‘精神体’。时间和思想相互纠缠在一起。

思想的夜晚被一种存在之广占据。” {作者还表述了

这样的观点：我的思想通过时间成为一种唯一的思

想，成为我自己。}时间应该是身体的属性，而思想

并不是如同柏拉图的理念，高居于身体的存在之上，

而是与身体血肉相连。这里的身体并非仅指看得见

的有形的身体，它还包括那看不见的连身体本身都不

知晓的一团物质。故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应该

是包括可见和不可见的东西在内、以可见的身体为核

心的混沌之物。这种描述的方式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已

司空见惯，问题是在以客观和严格见称的西方哲学

中，这种含混的结论能被允许吗？生存符号学的提出

是不是预示对这种直观的混沌的描述的接受呢？ 

由于言语能力是身体意向性的表现，那么在言

语活动或者说活的语言中，语言的交流不再是单纯

的思想的交流，而是身体的交流。对语言的理解，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中，停留在观念的理想联系中，而是应该指向我们

的身体主体与世界的原始关系。” q身体的交流是一

种 源初的交流，而语言也不是单纯的语词，语言

交流意味着身体间性：“动作的沟通或理解是通过我

的意向和他人的动作、我的动作和在他人行为中显

现的意向的相互关系实现的。所发生的一切，像是

他人的意向寓于我的身体中，或我的意向寓于他人

的身体中。” w因此，言语与意义的关系变成了身体

与世界的关系。意义重新回到生存之中。 

生存、语言、意义和身体是莫里斯·梅洛－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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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现象学哲学的关键词。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

是关于生存的哲学，作为现象学本质还原的结果，

生存属于前符号即符号形成之前的领域；塔拉斯蒂

的生存符号学告诉我们生存的符号一直处于运动之

中，在符号形成之后，符号的生存时刻依然没有停

止。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存又超出了前符号的范围。

因此，生存的实质包括内生存和外生存。内生存指

的是符号形成之前主体自身的运动，外生存是指包

括符号生存的情境（situation）在内的生存状况。内

生存符号和外生存符号可以分别叫作内符号和外符

号，它们都是生存的符号。梅洛－庞蒂的生存也分

别涉及内生存和外生存。生存统一于身体。梅洛－

庞蒂的“身体”概念具有源发性特质，它不是意识

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属于前符号的领

域，是胡塞尔晚期发生现象学思想的延续。身体是

与生活世界连为一块，身体既在主体自身之中，又

在主体自身之外。梅洛－庞蒂认为，生存本质上充

满了意义，意义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建构出来的。

而作为与意义密切相关的言语活动，在梅洛－庞蒂

看来只是身体功能的体现。言语与言语的交流，

后表现为身体与身体的交流，言语与意义的关系，

也表现为身体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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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vid Lodge presents serious thinking on death in his novel Deaf Sentence published in 200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deaf man. Death is the ultimate problem for human being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onsciousness of death in the novel in three 
aspects: the fear of death, the drive of death and the being-towards-death, with the attempt to reveal Lodge’s spiritual salvation on 
death implicated in the novel to expose his consideration of humanity.  

Key words: David Lodge; Deaf Sentence; consciousness of death; spiritual salvation 
 
Explanation of Classified Expressions on Agriculture of Three Gorges Ending Area………………… 

…………………………………………………………………………………………………………………….Wang Zuoxin （112） 
Abstract: During thousands of year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nding se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area, a large volume 

of expressions relating to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habits have been formed. This article collects and analyses the types on farming 
tools, rice planting and harvest, manuring and certa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with cultural explanation. 

Key words: the Three Gorges; dialect; expressions;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On Vari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Derogatorization of “man(蛮)” ………………………………………… 

……………………………………………………………………………………………….Zhao Qiaoxiang  Zhou Xiangqin （117） 
Abstract: The original reference of “man(蛮)” was the name of a minority in the south, and later derived with broader 

references such as the south minorities, the southern region, the minorities about the Han nationality in the central area, etc. It 
contained no derogatory meaning originally, but its adjective deviation was attached to derogatory quality in variation of its form, 
indicating the Han people’s discrimination and derogatorization of the minorities, which has decreased in modern Chinese while its 
adverbial deviation reveals self-esteem of the south minorities with commendatory quality that has been wakened in its modern use.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variation of the word classes of the character “man(蛮)” . 

Keywords: man(蛮); word classes; meaning; commendatory and derogatory colorings;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volvement of Audience in Opera Performance in Late Qing Dynasty……………….Zeng Fan’an （121） 

Abstract: In the later Qing Period, the audience includes three types: the common spectators, amateur performers and noted 
actors. Their involvement in stage performance differs in ways and engag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Their 
involvement, though of much variet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late Qing opera performance. 

Key words: late Qing Period; traditional opera; audience; involvement; influence 
 
On Influence of Folk Art Study on Design Arts in China………………..Huang Zhanqun  Xu Zechen （127）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inheritance between folk art and design ar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development,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folk art study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arts in China. 

Keywords: folk art; design arts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Anomie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Zhou Deqing （130） 

Abstract：Cultural anomie is a new theoretic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combines the two traditional 
academic questions of culture and anomie. This thesis, through defining the terms such as anomie and culture, studies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s of cultural anomie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ttempting to widen the scope of cultural philosophy research,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anomie, to provide a certain theoretic guidance in order to remove all kinds of 
side-effects of the cultural anomi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anomie; cultur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Maurice Merleau-Ponty’s Existential Semiotics…………………………………………Yan Xiaofang （134） 

Abstract: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proposed by Maurice Merleau-Ponty is a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As a result of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existence as a pre-sign occurs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sign proper; the existential sign is always in a 
dynamic state. The sign of the existential time still does not perish after formation of the sign, so its existence goe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previous signs. Therefore,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includes inner existence and outer existence.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movement of the subject itself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sign while the latter means the existential-condition including the situation 
of signs. Merleau- Ponty's term of “existence” also contains inner existence and outer existence. Since existence is united in the body, 
Merleau-Ponty's “body" is such a concept that give birth to everything. As body is linked with life in the world and body is both in 
and out the subject. Merleau-Ponty believes that existence in nature is full of meaning, but parole which is tightly related to meaning, 
in Merleau-Ponty opinion, is just a physical function. Therefore, communication through parole turns out to b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odie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ole and mea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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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he school attribution of Shizi has aroused arguments among the scholars in the past millenaries. This article makes 
a close study of the thinking mode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book and suggests its attribution to the Confucia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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