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理论研究

%三联滑动&与%三性共存&

,,,艺术与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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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与物3符号之间有个意义连续的过程#具有物理特征的物4事物"可以具有使

用性#同时"当其观相感知被接收者解释出意义"它就变成了符号"绝大部分情况下符号意义是实

际的"构成人与世界的关联#如果此种物3符号继续滑动"既失去物的使用性"也失去符号的实际

意义"它就是无用的可弃物#但在特定的展示条件下"它也可能获得$艺术性%"让接受者获得超越

庸常的意义"由此成为艺术品"这就是使用物3实用符号3艺术符号滑动的三联过程#这种三联滑

动过程在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某种意义上"组成了人的意义世界#$三联滑动%可以是部分滑动"

最终生成$三性共存%"让使用物带上艺术性"让艺术品带上商品价值"这是艺术通过设计与商品联

系的基本原理#艺术!艺术产业与产业艺术成为人类文化与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从符号美学视野

来看"这种三联滑动造成的文本三性共存"是功能主义符号美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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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与物的关系"现代美学界讨论极多%

但是"大部分相关研究成果并没有注意到物的意义

实际上是变动不居的"而艺术正是处于这种随时可

出现的变动之中"靠此种永远的动荡提供存在的基

本条件%本文提出的!三联滑动$是此种动荡的基本

方式"而其结果!三性共存$是当代艺术的符号美学

的最基本环节"是我们理解当前社会文化中的!泛艺

术化$现象的出发点%本文所提到的一些美学家"虽

然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至今却很少有人为这种普

遍现象找到规律%

物作用于人的意识"但是在意识中"物的意义是

变动不居的%物的使用性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工具

或对象"物的观相可能被意识感知为携带意义的符

号"当物的使用性与实际意义被搁置时"物的!无用

性$使它可以被称为艺术品%物的意义的这种!三联

滑动$"是艺术的符号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这种

!三联滑动$可以是不完整的"经常可以看到某物件

同时兼有物的使用性#符号的实际意义和已经!无

用$的艺术性%包围着我们生活的商品"是同一物中

!三性共存$最明显的例子%

一!)事*物3符号的二联滑动

物有物理性质(例如石头的硬度#空气的流动#

汽车的速度)"这些品质让它具有使用功能"也具有

被意识感知的潜力%事件"是物的变化"例如山崩地

裂"鸡生蛋%事物的变化过程"同样具有被意识感知

的潜力"这些品质与观相一旦被人的意识感知"就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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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携带意义"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玉

石因其温润质感而被认为有君子之风骨"空气流动

成风而让人感到暴雨将至"汽车疾速奔驰会让穿越

马路者觉得危险将至%

意义是人的意识(或许也包括一部分动植物的

!意识$)与世界的关联%物品与事件"在物的使用性

与实际意义之间滑动"是我们日常常见之现象"它们

是人的意义世界最基本的构成%而事与物都可能提

供某些感知"从而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符号"这种每

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现象"可以称为(事)物,符号的

!二联滑动$%

此种滑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符号经常

可以失去意义而返回事物'一件精美的家具"本用来

显示所有者生活的富足"必要时也可用之躲避地震

威胁"或垒在街头作为工事&一枚奖章本是荣誉的象

征"但也可以碰巧成为盾牌挡住子弹%这种物,符

号二联体的!来回滑动$随处可见"可以说"任何被理

解为携带意义的符号"都可以回到载体的物理使

用性%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种物或事件"只要有意向性

地对之进行关照"都会携带意义"成为二联复合的

!表意,使用体$%其中的物使用性与符号实际意义

的成分分配"取决于在特定场合中如何使用此物"以

及如何读出物或事件所携带的意义%这种常见的二

联体滑动"一端可以是纯符号"另一端可以是纯使用

体"而绝大部分状态下"此物,符号落在两端之间"

二性共存'既保持了物的使用性"也保持了携带意义

的符号品质%例如"一双筷子有取食的使用功能"也

可以表示!中国风格$"甚至!中国性$&一把刀可以是

切菜工具"也可以携带威胁意义"取决于用刀的语境

场合%这二联体靠向哪边视语境而定'把筷子陈列

在国外的民俗博物馆"则具有人类学意义&外国人拿

起筷子"可能是表示亲近中国文化&大部分中国人每

天吃饭用筷子"就几乎只在调动物的使用性%说!几

乎$"是因为特殊的意义"靠特殊的解释者对特殊的

事物予以解释%例如"某盛装名媛拿着粗竹筷子"我

们说她!落落大方"不拘小节$"究竟有无此意义"取

决于解释者的认知%

诚然"符号的出发点是感知"但有的感知并没有

物载体%这些!无物源$的符号主要包括各种空符号

(即该有感知而缺如"例如静默可以作为威胁)#幻象

符号(例如
VO

制造的感知幻象)#心感符号(例如心

跳异常往往是心有所悟)#体感符号(例如头痛感觉

来自某种精神压力)%!无物源符号$相对来说比较

少"多数符号都有物源%

作为符号感知源头之事物"第一类是自然事物%

一棵树#一块石头"原本并非用于!携带意义$"只是

人类生活世界越来越!人化$"自然物经常携带意义%

第二类是人工制造物(工具#武器等)"它们原本是派

实际用场"不是用来携带意义的%以上二类事物"都

可能成为符号%第三类符号的物源"可称为!纯符

号$"它们本来就是制造出来表达意义的文化产品"

例如语言#文字#仪礼#图案#货币#徽章等等"它们生

而携带意义"不会因没有!被认为$携带意义"而不成

其为符号%因此"它们的物质性"也是意义所寄生的

!符号物$%在现代工业文明中"这种只为意义而存

在的纯符号物种类越来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多%

上面所分出的三种物(自然物#人造使用物#人

造符号物)都有实用性"前两种都有可能因带上意义

性而变成符号"此时使用性与意义性共存于一物之

中%第三种原来就是符号"但也有可能因失去意义

而!物化$%在人化的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

!物,符号$"其使用性与意义性的成分分配"却是因

解释语境而变化的%

即使文化生产的纯符号产品"其物载体也具有

使用性%文化纯符号本身的物价值很有限"其物只

是一个载体"但在文化中"意义可以放大到远远超出

原物的价值%最简单如纸币"物的使用价值几乎接

近零"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存在%!投我以木桃"报之

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9$(*诗经-国风-卫

风-木瓜+)两种使用价值差异极大的物"一旦作为

文化符号"都可以携带相似的意义%

在极端情况下"文化产品符号也可以降解为物"

只是这种转换违背原文化产品的特定用途%例如用

书擦桌子"把古董用作日用碗盏"此时原符号意义消

失%这些场面可能被人解释为携带某种特殊意义"

例如用书擦桌子是鄙视此书!不值分文$"此时符号

意义又可能突然扩大%*汉书-扬雄传下+载'!钜鹿

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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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谓雄曰'2空自苦9 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

*易+"又如*玄+何4 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3雄笑而

不应%$把鸿篇巨制当作酱缸盖子"把书当作废纸"是

完全否定书原定的符号意义"降解为物%我们也经

常见到符号意义缩小'前辈视若珍宝的纪念品"被后

人送到当铺&题赠给朋友的书"见于旧书摊&!梅妻鹤

子$变成!焚琴煮鹤$%

而在另一端"世界中是否充满了完全没有意义

的纯物或纯事件"这实际上取决于是否被人观察到

并且揭示出意义%人类的意识能把任何事物符号

化"意义解释是人面对世界的基本方式"无意义的经

验让人恐惧%一旦解释"哪怕是看来完全无意义的

事物"也可能被!符号化$%犹如鲍德里亚的描述'

!只要失去了具体的作用"物品便可以被移转到心智

用途之中%$!

上述物,符号复合体的分裂#成分比例变化"以

及使用性,意义性品质的来回滑动"是物,符号使

用语境压力的结果%譬如"一个人举起杯子喝水可

能是纯生理的物行为"没有特殊的意图意义"而此场

面的观察者有可能看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学生认为

可能是老师讲课辛苦口干舌燥"医生可能认为口渴

是糖尿病预警症状"警官可能认为是一个人心中有

罪而掩盖焦虑"学者认为此人又在苦思理论问题"同

乡认为沏茶喝水是怀乡之情的表现%符号表意可能

出于无心"解释却必有意&即使一个人喝水时带着某

种意图"其意义也只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解%

历史文物最明显地表现出物,符号的滑动'文

物在古代绝大多数是使用物"年代久远使它无法再

用"符号意义却越来越多%祖先修一城门"是派具体

用场的"今日此城门已无原功能"甚至当时的符号意

义(宣扬威德)也早已消失%现在我们依然能解释出

此城门的符号意义"例如看出该城市历史上的地缘

政治重要性%所以"物的意义性变化规律是'随着时

间流逝"物使用性渐趋于零"而意义性愈加富厚%

二!物3符号3艺术品三联滑动+

艺术与垃圾是邻居

!!

上一节说的是事物使用性,符号实际意义的二

联滑动"让符号意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这种二

联滑动可以延续为三联滑动%当二联滑动滑到使用

性与实际意义性之外"既失去物的使用功能"也不再

有符号的实际意义"它会变成什么4

大多数情况下"它会落入一种普遍的境况"即遭

到弃用"变成垃圾%但在一定的文化条件下"它也有

可能变成一个艺术文本"携带超越日常功利的意义%

这听来似乎在开玩笑"或是危言耸听'艺术被称为人

类智慧和灵性的最高结晶"难道可能与垃圾为邻4

就符号意义方式分析而言"的确可能如此%分析美

学讨论的出发点"就是承认任何物都可以成为艺术

品%他们认为艺术定义问题"不是!什么是艺术$而

是!何时某物成艺术品$%定义艺术是找出何以!在

适当情况下"任何事物都可能变形为一件艺术

品$"%

康德与
!'

世纪的美学家早就阐明艺术的非功

利性本质"此命题至今没有受到足以被推翻的挑战%

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品原是!物,符号$二联体"在事

物的使用功能与符号的实际表意功能之间滑动"但

如果它在某种情况下失去此两种功能"它就有可能

变成一个艺术文本"获得艺术意义"即!超脱庸常$的

功能%这种物,实际表意符号,艺术表意符号之间

的三联滑动"也是经常发生的%上文谈到的筷子如

果不再使用"也不再有实际意义"而是展示在陈列架

上"筷子的艺术意义成为主要成分%

与二联滑动相似"在物,符号,艺术三联滑动

中"在使用功能#实际意义#艺术表意之间"前项大"

后项就小%实际表意让使用功能减弱甚至消失&而

一旦成为艺术品"前两项则式微%艺术并非无用之

物"一旦作为艺术品"使用性与实际表意功能只能作

为!可能性$悬置"暂时存而不用%艺术品大多是人

工生产的!纯符号$"例如绘画#雕塑#文学"但它们表

达的意义中只有一部分是艺术意义%诗歌绘画是文

化体制规定的艺术体裁"却也可有实际意义%*论

语-阳货+曰'!子曰'2小子"何莫学夫*诗+4 *诗+可

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集解+引郑玄注'!观风俗

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艺术品的确可用于风

俗教化"甚至识字启蒙%这些意义不是艺术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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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艺术表意功能在此类实际意义功能之外%

原因是孔子!删削$的*诗经+"固然是一本!纯艺术$

的诗歌集"却依然有可能用于表达实际符号意义"例

如团聚社会的仪式功能"或传达知识和道德的教科

书功能%甚至音乐这种明显属于纯艺术的表意文

本"也处于三联滑动之中%在人类文化早期"音乐常

用来表达实际意义%*论语-阳货+曰'!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4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4$孔子认为音

乐的艺术形式只是细枝末节"教化功能方为其大端%

当今音乐实际表意处处可见'作为电话铃声#门铃

声#电影片头曲"此时音乐起指示符号作用&奥运会

得金牌时奏国歌"此时音乐起仪式符号作用%音乐

的纯艺术作用"却在!非使用$时"在这些实际功能之

外"才可能充分出现"例如在音乐厅演奏中"或静心

听音乐时%

三!文化的$点金%魔术

!物,符号$一旦滑动到第三阶段"不再有物的

使用功能"亦无符号的实际意义功能"为什么此时是

垃圾"也可能是艺术品4 垃圾与艺术品都具有!超越

庸常意义$的性质"但二者的文化意义处于两个不同

极端%这个垃圾.艺术变换的文化魔术是怎么出

现的4

这个魔术就是!展示$'只要用社会文化体制性

的方式"展示某!既无使用性"又无实际意义$的符号

文本为艺术(或垃圾)"就会迫使观者不得不郑重地

用看待艺术(或垃圾)的方式看待它%!看成艺术$即

所谓!进行审美$"有很大可能让其带上艺术意义"有

了!超脱凡庸$意义的可能"虽然不能保证每个观者

都会认同如此结果%杜尚的小便池#沃霍尔的布里

洛盒子#曼佐尼的粪便罐头"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都

是无用途无实际意义的可弃之物%垃圾之所以成为

!艺术$"其首要条件就是在艺术展览会上展示为艺

术品%行为艺术之所以是艺术"首先在于被展示为

艺术"那样就迫使我们不把它们看成是某些人在装

模作样瞎胡闹%海豚或猩猩等动物的画之所以是美

术"而不是动物园的垃圾"首先也是因为它们被当做

美术作品展示出来%

艺术与垃圾的近亲关系"最戏剧化的例子莫过

于英国著名涂鸦艺术家班克西(

E-0[@

d

)的作品%

他的*气球女孩+(

<,&2N,1"E)22''*

)

#"!'

年在伦

敦苏富比拍卖"落槌成交时"班克西遥控预先安装在

画框内的碎纸机将其画切碎%这是班克西的声明'

你们当作艺术品购买的"只不过是我的垃圾%但是

#"#!

年这幅碎画在苏富比卖出
!'4"

万英镑"垃圾

又变成了艺术品%

班克西继续花样翻新来证明他大受崇拜的作品

是垃圾%*傻子+(

;'&'*

)创作于
#""&

年"是以速写

风格画出的一场拍卖会的场景"场景中被拍卖的作

品装裱在精美的画框中"画幅上有一句话'!我不相

信你们这些傻子真的要买这垃圾%$!更有甚者"*傻

子+再次被当代最新的数字技术经典化%

#"#!

年
$

月
%

日"一群!艺术爱好者$烧毁了这位涂鸦艺术家

的作品"整个烧毁的全过程被一个名为
EG<0.X

E-0[@

d

的账号公开发布"画作在几十秒内化作灰

烬%但是他们事先已经将*傻子+的
A9M

(

A/0XWG0X

>

)H+;M/[;0

)加密数字版本"以
$'

万美元的高价拍

出%因为区块链的特殊设计"*傻子+这幅画永远不

可能被摧毁"也不可能被复制"只可以观赏或!拥

有$"这样反而取得了!机械复制时代之前$的!艺术

品原作的灵韵(

-G<;

)$""垃圾又滑回成为独一无二

甚至!永垂不朽$的艺术品%

班克西垃圾与艺术的来回翻转"说明艺术是按

某种文化范畴展示出来的符号文本"在观照这个文

本时"接受者不一定已经认同对象为一件艺术品"却

已经承认了对象文本内蕴艺术意向性之可能%接受

者开始解释(例如走进一个画廊"打开一本诗集)之

前"就已经按艺术体裁的程式来看待由此被展示的

文本"如此关照这个对象文本"就有可能识别出其中

内涵的艺术性%

不一定每个人都自觉地进入这个认知过程"解

读的模式化是社会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程式"并不

一定需要观者深思熟虑的思辨与主动挑选"而且这

个过程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观者最后能在每个作品中

看到所寻找的艺术性"并符合经验中对此艺术体裁

的!前理解$%例如一首诗的读者最后可能叹为!好

诗9$也可能说!这不是诗9$这两种结论的得出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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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读者把这个文本!当作诗来读$之后%

应当说"这个原理并不局限于艺术"任何文本都

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范畴身份"没有身份的符号文

本不可能表达意义%一个社会文化中的任何文本范

畴"都靠展示获得文本身份"然后产生不同的文化功

能"只是在同一物件或同一文本展示为艺术与非艺

术时会有天壤之别%如果艺术展览会的参观者看到

杜尚的小便池被人!实际使用$了一下"它就会回归

!物使用性$"它作为艺术品的展示就被完全破坏"就

不再是艺术而是垃圾了%反差之巨大"超过任何其

他文本范畴变异的落差%

对此现象"符号美学家古德曼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正是根据其以某种方式作为一个符号起作用"

一个对象才成为一件艺术作品(在它这样起作用

时)%石头在车道上时"通常不是艺术作品"但当它

被陈列在一个艺术博物馆时"就有可能是%//另

一方面"一幅伦勃朗的画"可能不再是艺术作品"当

它被用来糊在一面破玻璃窗上"或者被用作毯子的

时候%$!他也认为一件物品在展示艺术的场合被展

示为艺术"才有可能成为艺术%

在符号的三联滑动中"反向滑动原则上是可能

的"实际上最后因为物载体的朽败"绝大部分成为垃

圾"只有极少数幸运地成为艺术品'杜尚的小便池装

回男厕所的可能性几近于无"被抛进垃圾箱的可能

性却是非常大的%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回想当代艺

术史上这伟大的一页是如何打开的"不禁冷汗遍体'

机缘巧合"太偶然了9 当然"!现成品艺术$趋势或许

总会有某人在某个年代"以某种方式开创"但创造历

史的风云际会落到这件!艺术品$上的可能性"实为

许多偶然因素合成""其中"!展出$"展示为艺术"看

似艺术外因素"实为前提条件%

四!三联体$部分滑动%与

$三性共存%

!!

以上详细讨论了!物,实用符号文本,艺术符

号文本$的三联滑动%但在当今社会文化中"我们更

多见到的不是三联整体滑动"而是部分滑动"即!部

分使用物,部分实用符号文本,部分艺术符号文

本$之间的滑动"结果是三种品质共存于同一物%也

就是说"变成艺术品后"艺术的!无用性$并不吞没整

个物,文本"而是让其中一部分依然保留了物的使

用性"或符号的实际意义%这个物,符号部分地获

得了艺术非利害的超越庸常品格"另外部分却依然

可以作为实际符号在起作用"甚至作为物在使用%

这种三性共存体可以滑动"完全变回实际意义符号"

甚至完全变回有使用性的事物%

三联体!部分滑动$与!三性共存$是本文要讨论

的重点"这种情况自古有之"实际上"在人类文化中"

此种!部分滑动,三性共存$比整体滑动的情况更

多%这也是当代我们讨论!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与

!艺术产业$等重要文化问题时"不得不首先弄清的

一个基本原理%实际上整个!泛艺术化$就是建筑在

这一根本性的文化现象之上%

在整体三联滑动时"后出功能完全取代前行功

能"一件!物,符号$文本成为艺术品后"除非特殊情

况"例如上引古德曼的例子(把伦勃朗的画当作糊窗

纸或毯子"它不再具有物的使用性)%但人类文化的

大部分物品并非如此"而是三者兼顾'一条挂毯可以

是遮光布或保暖品"也可以是身份符号或艺术品%

三种功能同时存在"并没有何者被抛弃"至多是某种

品格被暂时!悬置$%一条做工精良的工艺品毯子"

哪怕作为保暖品时"我们也不太会忽略它的工艺价

值与身份价值"这与古德曼说的一幅伦勃朗的画完

全不同%对于工艺品毯子"三联滑动是题中应有之

义&而将伦勃朗的画用作遮窗物"是艺术品回归物态

的极端例子"只是存在于!思想实验$中"实际生活中

极不可能%

人类生活中有无数例子可以说明三性共存关

系'一件衣服"其使用性与物质组成有关"例如面料

质量与加工精致程度&其实际表意价值与品牌#格

调#时尚#风味有关&而其艺术表意功能"如美观#色

彩#与体态的配合"因接收者的欣赏品味而异%这三

种功能共同存在于一件衣服中混合难分"此为!三性

共存$%由此可以得出一些看似奇怪的结论'一件衣

服是真正名牌"还是假冒名牌"在实际意义上大不相

同(因为直接影响价格)"而在艺术价值上却是一样

的,,,艺术意义超越价格之上"因为艺术价值来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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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态"名牌与精制的假名牌形态看不出区别"因

此"艺术功能相同%名牌与赝品价格差别可以非常

大"这种巨大的价格差绝大部分来自此衣服的实用

符号表意(即品牌与时尚样式)%艺术性本身无法标

价"真正的艺术无所谓真伪"没有原作与赝品之分%

任何商品在设计包装营销之后"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时"都是这种!部分滑动$的结果%至于三种成分各

自所占比例"必须就具体接受语境做具体解释%三

联部分滑动造成的三性共存"是商品设计学中最基

本的理论原则"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见到关于这一问

题的讨论%

而文化艺术产品因为最初就以!纯符号$形态出

现"似乎三联部分滑动情况不多%拿最简单的唱歌

为例'有人唱歌是为了锻炼气息"此时主要目的是其

物的使用性&有人唱歌是向意中人表达情感"突出的

是情歌的实际意义&也有人是在自娱自乐"没有特指

对象%作为一种符号行为"唱歌是在三联滑动的哪

一阶段4 应当说"每一次符号表意是不一样的%拿

歌唱家的演唱为例"即使歌唱家唱得不好"但气息的

物使用功效犹在&表演必须富有激情"假情假意无法

让听众认同"因此表演依然有实际表意品格%歌唱

家的表演是艺术"却并没有完全否定三联活动的前

二者"而是!三性共存$"只是使用功能与实际表意都

被悬置了%

五!现代产业艺术的符号美学基础

三联体部分滑动原则适用于整个!艺术产业,

产业艺术$系列"当代社会艺术,产业综合体所有的

活动中都有!三联体部分滑动
6

三性共存$现象%只

有厘清这一!部分滑动$原则"才能理解当代社会艺

术与产业的关联关系%

在当今社会"艺术渗入到各种!艺术产业$与!产

业艺术$实践活动中%今日的艺术哲学"不得不面对

林林总总的艺术实践%但艺术理论界却没有清晰地

回答如下问题'!产业化的艺术$还依然是艺术吗4

同时"!艺术化的产业$是否能跻身艺术4 如果这二

者依然是艺术"那么是什么样的艺术4 如果不是"那

么我们如何分辨二者"即从艺术中隔离产业"又如何

从产业中隔离艺术4 至少在理论上"如何在艺术与

产业之间划清界限4 如何对这种现实提出一种艺术

学的理解4 艺术产业与产业艺术是考察如上问题的

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们虽然都基于三联部分滑动原

则"但滑动的出发点以及滑动的方向正好相反'!产

业的艺术化$是从使用物出发"获得实际意义"获得

艺术意义"同时依然保留前面两种品格&!艺术的产

业化$则是从文化制造的!纯艺术$符号文本(绘画#

歌曲#影视等)出发"获得事物的使用性"同时保留艺

术性%

产业就是通过预定的方式"在原料上注入一定

的劳动"消耗一定的代价(包括经济代价"即资本)"

有计划地生产商品%对艺术产业而言"原料就是艺

术品"通过有计划的设计"在已经是艺术的事物.文

本中注入劳动与资本"让它们具有产业价值%正如

王一川所言"文化产业生产的都是!符号产品"需要

高附加值"而这附加值来自艺术$!%一幅画或一首

诗"都可以继续加工复制"印成书籍画册"制成纪念

品"或是置于展览会上"让它们产生一定的价值%产

业艺术则相反"对原先与艺术无关的使用物"或携带

实际意义的物品"通过有计划的设计"用艺术给予它

们新的外形"附加上新的表意方式%例如"让一张沙

发具有一定的形状"更加令人赏心悦目%此时设计

者不得不考虑三方面的问题'他们在设计中追求的

第一方面是物的选择"例如工艺设计的沙发的质地"

用乳胶代替弹簧棕榈"在形态上!仿生$更适宜坐者

身形"目的是更加舒适"更适合现代生产方式%设计

追求的第二方面"是用设计让沙发更符合一定的风

格要求"例如一定的形态"用一定的面料代替棉麻织

物"使产品具有某种社会性!身份格调$"或是精美豪

华"有富贵之态%设计的第三方面追求"是艺术追

求"让沙发的形态(色彩或形状)新异"能产生某种超

脱庸常的感觉%

在这三性中"最后一项艺术性设计"追求!合目

的的无目的性$""与康德对纯艺术性的定义!无目

的的合目的性$相反"因为当代艺术不得具有产业的

一面%产品的艺术部分"主要功能依然是让受众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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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甚至感到!超脱凡庸$的升华"这种艺术性与物实

用性与实际意义共存于一体"艺术性不得不为商品

价值服务"为文化产业挣得利润%

早期现代艺术对受众有身份的要求"普通人只

能接触民间艺术%当代艺术至少把欣赏艺术的门槛

降低为一张电影票"或手机流量的代价%如此一来"

大众有了接触艺术的机会"但反过来"艺术不得不靠

大众的购买力与点击量生存%从一定意义上说"艺

术品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三联体的物使用性与实

际意义必须起作用%只是在过去"艺术与产品结合

并不明显"所以显得!纯粹$%而当代艺术要让多数

人接触到"必须与商品结合%

在!艺术产业$的考量中"起始的文本是文化制

造的艺术品"靠产业化来运作%所谓!纯艺术$也要

借助出版#展览#演出#教育#收藏#拍卖等营销手段%

而!大众艺术$如电影#电视#广播#网络艺术等"本来

就依靠大众传播才能存在%这些都是营业额巨大的

文化产业"它们经营的都是已经具有充分艺术性的

文本"产业化推动它们向实际表意能力(例如展览品

的文化身份价值#电影的教育功能)"甚至物功用(例

如电视插播广告#艺术品可作!雅贿$)滑动%

在!产业艺术$的考量中"原本并非艺术的实际

使用商品"可因设计与包装艺术而增加价值"甚至借

此做到与同类商品相区别而产生名牌效应"从而大

规模地升值"这可能是当今社会经济重要的一面%

哪怕是个人日常生活的!类艺术$"例如时装#美容#

文身#装饰等%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类艺术$现在被

大量推向公共空间'商场#公园#广场设计#公共设施

装饰#休闲地设计#旅游地设计等"而且往往规模做

得很大"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

部分滑动后造成的!三性共存$"最重要的效果

是商品艺术增值'商品的设计#包装#广告#营销等%

不管艺术加工如何让商品显得华丽高档"商品依然

是商品"其价值取决于物的使用性%三性共存普遍

出现于商品上"只是在奢侈品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增

值方式更为戏剧化%三性共存听起来复杂"却保持

了现代产业艺术的有效运转%例如没有汽车作为物

的使用性"作为符号的实际表意"以及外形设计之

!超脱凡庸$的艺术性共同起作用"一种汽车就难以

在出售时定价%显然"这三者是完全不同的考量"但

成功的产品设计缺一不可%

艺术产业的设计要点是把艺术向营销实践端推

动"产业艺术的设计要点是把使用物向艺术端推动"

其目的都是尽可能按需要调节这三个层次"最后的

产品就成为三性共存的商品%当然"究竟哪一部分

占比多少"不同的设计有不同的考虑%每个人在购

买商品时"多少都在考虑三层意义的不同搭配方式"

才会觉得物有所值%

这些产品的三层意义在实践中会进一步滑动"

因为每个人寻求意义的方式不一样%符号携带的意

义随解释者不同而变化"一成不变的解释是不存在

的"随着时间流逝"三联体的局部滑动也在不断变

化%艺术产业与产业艺术总是处于流变中"产品设

计不得不对社会趣味多层次欣赏标准保持高度的敏

感%我们要理解当今社会文化新局面"或许必须先

弄明白物三联体的!部分滑动,三性共存$%同样"

要建立一门符号美学"也必须以对这个现象的理解

与应用为整个论辩体系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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