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视角下的
中国古装剧发展历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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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电视剧以其多线性叙事方式、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与身临其

境的环境氛围被广大观众所接受和认可。其中，古装剧在中国电视剧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运用符

号学原理中的“四体演进”理论对中国古装剧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包括对无法超越的英雄形象进

行纯粹歌颂的隐喻阶段，拉近英雄与平民间距离的转喻阶段，以小人物形象表现深刻思想的提喻阶

段，后现代省视的反讽阶段，并对中国古装剧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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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电视剧的分类与古装剧概念

界定
中国电视剧数量庞大，为便于研究，学者

根据题材和风格将其分为不同类型，如北京师

范大学的张智华教授认为: “电视剧从类型上可

以划分为青春偶像剧、情景喜剧、一般喜剧、
武侠剧、破案剧、谍战剧、言情剧、伦理剧、
科幻剧、魔幻神怪剧、历史剧、古装剧、军旅

剧。”①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方式过于精细，会使

许多电视剧出现类型交叉现象。所以，对电视

剧进行分类时应尽量宏观，减少一级类型数量。
学者王立新按题材将电视剧进行宏观分类，认

为电视剧可以划分出家庭剧、社会剧和历史剧

三种类型。②笔者认同此种分类方式，即一级类

型不宜过多，在一级类型下再进行二级或三级

划分。不过，类型交叉现象仍然难以避免。
对中国古装剧的概念界定，学界目前尚未

形成统一观点。如张智华教授认为: “历史剧的

主要人物、主要事件应该有历史根据，古装剧

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可以没有历史根据。在

古装剧中，人物穿着古装，借古人表现现代人

的思想感情，服从于现代社会的审美趣味，不

一定有历史根据，可以自由地虚构，趋于娱乐

化、商业化。往往采用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

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③ 此外，他还将古装剧

与武侠剧、魔幻神怪剧进行了严格区分。中国

传媒大学副教授杨洪涛也对历史剧、武侠剧、

古装传奇剧、神话剧等进行了区分，但他认为:
“古装传奇剧，是指以封建社会某个朝代或者某
段历史为故事背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
环境和历史事件为参照，以虚构人物、虚构环
境和虚构事件为主要叙事要件，借鉴所要表现
年代的历史逻辑、价值观念、生活状态和行为
方式，以传奇化和娱乐化为主要审美诉求的电
视剧类型。”④ 可见，两位学者对古装剧是否需
有历史根据的观点存在差异。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贾磊磊也对武侠动作剧和古装历史剧进
行了区分。⑤还有一部分学者在对电视剧进行分
类时没有单独划分古装剧这一类型，如魏南江
将电视剧类型分为都市言情剧、青春偶像剧、
历史剧等，⑥ 仲呈祥将电视剧类型分为农村题
材、城市题材、历史题材、军事题材和家庭伦
理题材等。⑦笔者尝试综合分析以上观点，对古
装剧进行更为宏观的定义。中国史学界普遍认
为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
端，但是，中国人的服装初具现代化特征是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有无
历史根据，只要电视剧设置的时代背景在辛亥
革命以前，或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但剧中人物
身着辛亥革命以前的服装，均可被视为古装剧。

电视剧作为一种符号文本，主要功能是叙
事。在电视剧的叙事过程中，也常常存在伴随
文本，如作为副文本存在的人物外形、周围环
境、人物语言以及背景音乐; 作为型文本存在
的对不同电视剧的分类; 作为前文本存在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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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时代背景相对应的史料记载等。在古装
剧中，叙事功能贯穿始终，但在观看的过程中
观众也可以由此了解到一部分古人的穿衣风格、
言行特点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些要素有助
于观众对古装剧叙事的理解。⑧在中国电视剧迅
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古装剧的整体风格也随时
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符号消费的盛行，中国
古装剧从发展初期重视作品的艺术与文化价值，

逐步发展为迎合大众口味以取得经济效益，再
到努力平衡艺术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三
者间的关系，整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符
号修辞“四体演进”的过程。

二、“四体演进”理论概述
( 一) “四体演进”理论的发展
“四体演进”是一种人类文化演进的普遍

规律，它不一定精准地分为四个步骤，而是一
种表意方式不断演进的趋势。 “四体演进”理
论从雏形到正式提出再到发展成熟，中外学者
都有过重要贡献。
“四体演进”理论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中

国宋代，学者邵雍将中国史的皇、帝、王、霸
四个分期与广泛的宇宙观联系起来，这一历史
退化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⑨18 世纪，意
大利思想家维柯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的退
化过程，即神祗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和
颓废时期。“神祗时期，比喻为主，给自然界的
每个方面以意图或精神，是神权时期; 英雄时
期，转喻为主，某些特殊人物具有这种精神，

是贵族时期; 人的时期，提喻为主，上层与下
层共享某种人性，特殊向一般，部分向整体升
华，是理性时期; 颓废时期，反讽为主，意识
走向 谎 言， 人 已 经 意 识 到 真 实 与 伪 装 的 差
别。”⑩1929 年，德裔学者卡尔·曼海姆在 《意
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四种世界观的
演进: 无政府主义是隐喻式的社会观; 保守主
义是转喻式的社会观; 激进主义是提喻式的社
会观; 自由主义是反讽式的社会观。这四者都
承认社会改造的必要性，但是代表对时间的四
种不同取向: 过去、现在、未来、虚化未来。瑏瑡

美国著名学者海登·怀特称赞曼海姆，认为他
指出了“历史的每一种叙述方式，都有一种不
可简约的意识形态因素”。瑏瑢1957 年，加拿大文
学批判家诺思罗普·弗莱在 《批评的解剖》一
书中将欧洲文学中主人公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神话或神的故事; 第二阶段是传说、
童话和民间故事; 第三阶段是 “高模仿”类型
的主人公; 第四阶段是 “低模仿”类型的主人
公; 第五阶段是讽刺类型的主人公。瑏瑣

( 二) 符号修辞“四体演进”
我国著 名 学 者、符 号 学 家 赵 毅 衡 教 授 将

“四体演进”理论应用到符号学中，认为无论
是文学、电影、流行歌曲还是社会伦理，任何
符号表意的方式总会经历 “四体演进”的过
程，因为“形式演化就是文化史，随着程式的
过熟，必然走向自我怀疑，自我解构。任何教
条，任何概念，甚至任何事业，本质上都是一
种符号表意模式，只要是一种表意方式，就很
难逃脱这个演变规律”。瑏瑤 符号修辞的 “四体演
进”就是指“从隐喻开始，文本体裁两层意义
关系逐步分解的过程，四个修辞格互相都是否
定关系: 隐喻 ( 异之同) →转喻 ( 同之异) →
提喻 ( 分之合) →反讽 ( 合之分) ”。瑏瑥

当下，许 多 学 者 运 用 符 号 修 辞 “四 体 演
进”理论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如对艺术学理论
进行“四体演进”分析，对广告进行符号修辞
分析，对音乐和音乐选秀节目进行研究等。此
外，也有学者对电视剧进行 “四体 演 进”分
析，本文则在符号修辞 “四体演进”的视角下
对中国古装剧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探讨。

三、中国古装剧的“四体演进”历程
( 一) 歌颂英雄形象的隐喻阶段
比喻是符号修辞最基本的修辞格，主要包

括明喻和隐喻。赵毅衡认为明喻是 “文本中两
个组分在表达层上有强迫性比喻关系，不允许
另外的解读方式”，而隐喻则为 “解读有一定
的开放性的比喻，喻体与喻旨之间的连接比较
模糊”。瑏瑦可见，明喻和隐喻的区别在于接收者
的理解方式。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古装剧的题材大多
来自历史事件和文学名著。对历史事件，创作
者多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强调对历史的再
现与还原; 对文学名著，则强调尽可能地还原
著作本身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早期中国
古装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严肃性，

最大程度地客观展示主人公形象，避免虚构幻
想与艺术加工，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和文学
名著的本来面貌。其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指向主
人公形象。剧中，主人公几乎都是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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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崇高，具有超越凡人的能力，普通大众无
法触及。1982 年，山东电视台播出八集电视连
续剧 《武松》，这部剧还原了经典名著 《水浒
传》中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
等情 节，刻 画 了 传 奇 人 物 武 松 的 英 雄 形 象。
1985 年，湖北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 《诸葛亮》
是根据另一部经典名著 《三国演义》改编而
来，在还原汉代生活的基础上表现了诸葛亮的
机敏、智慧和谋略。1986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
的 16 集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最大程度地还
原了历史真实，讲述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
家努尔哈赤为民族统一进行的抗争，谱写了一
部英雄史诗。这三个人物在电视剧播出之前就
已经是经典的英雄形象，即使经由电视剧这种
通俗形式还原他们的传奇故事，主人公与普通
大众之间还是会产生距离感。只要电视屏幕上
出现武松、诸葛亮、努尔哈赤的人物形象，观
众便会立即隐喻出英雄形象，这就是中国古装
剧隐喻阶段的主要特点。

( 二) 英雄形象平民化的转喻阶段
符号修辞中的转喻强调邻接性，即用邻接

的事物取代原有事物，既可以是时间上的邻接，

也可以是空间上的邻接，本质上是非语言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古装剧的题材仍主要
来自历史事件和文学名著，民间神话与传说也
开始加入其中，剧情依然围绕英雄人物展开。
与前期相同题材的古装剧不同，这一时期出现
了英雄形象的平民化转向。在隐喻阶段，作品
对英雄形象的展现大都采用客观再现的方式，

而到了转喻阶段，对英雄形象的展现就添加了
主观因素，如加入了对英雄人物心理活动的描
写，展示了英雄人物作为凡人的一面，添加了
配角对英雄人物的评价等。此时，剧中的主人
公不再如先前一般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心
理活动不断被观众所感知，英雄人物的平凡生
活让观众感同身受，他们与平民之间的距离逐
渐被拉近。在客观事实中加入艺术想象与虚构，

使英雄形象平民化，这是中国古装剧转喻阶段
的基本特点。1986 年，改编自古典小说的电视
剧《西游记》播出，这是《西游记》第一次以
电视连续剧的形式出现，取得了非常高的收视
率。主人公孙悟空虽是敢于反抗权威的神话英
雄，但也具有普通人的一面，如被唐僧错怪后，

他的心理活动就足以使一个普通人为之感动。
1991 年播出的古装剧 《戏说乾隆》也是英雄人

物平民化的典型例子。剧中，创作者在乾隆出
巡史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其与民间女子的感
情戏份，让观众从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上看到一
个普通人的七情六欲。1993 年播出的古装剧
《新白娘子传奇》由民间传说改编而来，讲述
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白素贞知恩图报、济
世救人的高尚品格受到世人的肯定，她与许仙
的爱情故事也成为千古佳话。

( 三) 小人物体现大思想的提喻阶段
维柯的历史四阶段理论认为第三个阶段是

人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上层与下层共享某种
人性，特殊向一般，部分向整体升华，是理性

时期”。瑏瑧提喻具有以小见大的特点，“几乎所有

的图像都是提喻，因为任何图像都只能给出对
象的一部分，绘画本质上就是一种提喻”。瑏瑨 可

见，提喻体现了一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北
宋王希孟创作的 《千里江山图》为例，这幅长
约 11 米的画卷涵盖天地山川、亭台楼阁等各色
景物，同时又可以被分为若干部分，每个部分
都充满意蕴，既可以作为一幅独立的作品存在，

又可以合并为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是整幅画
卷的提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装剧的视点继续
下移，开始由关注英雄人物转向关注普通人，

这些普通人就是大众的一个局部，通过对他们
的关注，展现一个时代普通大众的面貌。因此，

中国古装剧提喻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
一个或一些小人物形象表现深刻的思想。于是，

历代君王和英雄为配角，普通百姓为主人公便
成为 世 纪 之 交 中 国 古 装 剧 的 显 著 特 点。1995
年，改编自 金 庸 武 侠 小 说 的 电 视 剧 《神 雕 侠
侣》播出，其剧情主线已不再是帝王或英雄的
丰功伟绩，而是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于是非
恩怨中展现侠义精神。2005 年，电视剧 《武林
外传》通过讲述一个小客栈里普通人的一系列
喜剧故事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与批判。总之，

提喻阶段的中国古装剧虽仍基于一定的历史背
景，但在历史真实性层面已慢慢淡出。基于一
定的历史背景，在艺术创作中加入虚构和想象，

成为了中国古装剧的发展趋势。
( 四) 后现代省视的反讽阶段
反讽作为符号修辞 “四体演进”的最后一

个阶段，已不再像隐喻、转喻、提喻之间的关
系一般，由后者逐步代替前者，而是站在完全
相反的角度来解读符号文本，因此，反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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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超越修辞格的修辞方式。当代社会，反讽已
渗透至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整个文化都
在经历一场反讽转向，电视剧也是如此。中国
古装剧的反讽阶段已不再关注古装剧本身和历
史真实性，而表现出一种对后现代的省视: 宫
斗剧不再是对历史的再现与解读，而是对女性
主义与职场生存技能的反思; 穿越剧缺乏实际
的历史价值，仅仅为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幻
想; 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电视剧由对故事叙
述的关注逐渐转向对明星的符号消费; 翻拍剧
越来越多，但良莠不齐，逐渐呈现出后现代主
义的特点。并且，中国古装剧发展到反讽阶段，

也反映了整个文化层面的泛娱乐化趋势。
1． 女性主义与宫斗剧。当下，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逐渐兴起，女性
不再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变为主动。2012 年，

电视剧 《甄嬛传》播出后引发社会的广泛关
注，成为了一部现象级作品。2018 年，两部以
乾隆时期为背景但女主人公设定不同的电视剧
《延禧攻略》和 《如懿传》也引发了观众的热
议。这几部电视剧的共同特点是以宫廷中的女
性为视角，通过女主人公初入宫廷到最终成功
的起起落落展开戏剧冲突，在其斗智斗勇的过
程中也不乏多重感情线，男性成为配角，因此，

观众的注意力几乎都聚焦在女主人公身上。由
于立场不同，创作者对同一历史人物的形象塑
造也有较大差异。例如，同为令妃一角，在作
为女主人公的 《延禧攻略》与作为反面角色的
《如懿传》两部剧中，其形象就截然不同，形
成了强烈反差。因此，对宫斗剧而言，历史的
真实性已退居次要地位，观众关注的是剧中女
主人公的形象和生活变化，由此引发社会对女
性主义的思考。同时，故事发展过程中衍伸出
来的许多职场生存指南也成为了观众茶余饭后
的经验分享。

2． 深度消逝的穿越剧。后现代文化的一个
重要特征就是平面而无深度。穿越剧是近年来
较为流行的一类古装剧，充满了虚幻和想象的
色彩，其共同特点就是剧中主人公以各种形式
回到过去，与历史人物发生一系列故事，但无
法改变历史，代表作品有 2001 年的《寻秦记》、
2003 年的《穿越时空的爱恋》、2011 年的 《宫
锁心玉》等。早期古装剧叙述历史事件时多以
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常常带有说教性质，

当下的穿越剧则彻底颠覆了这种模式，以现代

人为主人公，将其融入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中，

通过现代人的视角展现历史，具有强烈的主观
性，这对历史也是一种强烈的反叛与颠覆。由
于现代人的融入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因此，穿越剧中的历史情节常常
与史实不符。不过，观众观看穿越剧时关注的
是古今交融的趣味性与主人公对历史的强烈主
观性，而非作品对历史的客观再现。并且，观
众选择观看穿越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角色的
融入使他们想象自己也能成为影响历史发展进
程的人。穿越剧丰富的艺术想象与虚构主要是
为满足部分当代观众的心理需求，而非追求作
品的深度，因此，穿越剧使中国古装剧的深度
消逝，平面性增强。

3． 消费时代的符号消费。法国学者鲍德里
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认为生产的社会已经
被消费社会所取代，传统的 “生产主人公的传

奇已到处让位给消费主人公”。瑏瑩 同时，鲍德里

亚还提出了“时尚性消费”这一概念，即当人
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后，便通过符号化
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个性化追求。在反讽阶段
的中国古装剧中，对明星符号的消费就是一个
重要现象。从皮尔斯的符号三角关系来看，明
星符号包含能指、对象 ( 明星本人) 和 所 指
( 象征———偶像) 。消费明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
心理，这种消费改变了物质消费对于生理欲望
的满足而转向对于心理欲望的追求，是一种具

有符号意义的消费，明星是粉丝心理的表征。瑐瑠

在早期中国古装剧中，演员多为其时不被大家
熟知之人，因此一开始并不能凭借自己的名气
吸引观众，往往都是通过自己精湛的演技塑造
了经典形象，受到人们的喜爱，后来才具有影
响力。但近几年来，古装剧常常用明星扮演主
要角色，观众对明星符号的消费甚至超过了对
电视剧本身的欣赏。

4． 翻拍剧中的视觉盛宴。由于原创古装剧
的缺乏，许多创作者便翻拍已经播出并产生强
烈反响的经典剧作，其中，最具影响力就是对
“四大名著”系列经典电视剧的翻拍。通常认
为，“四大名著”系列经典电视剧是指 1986 年
版《西游记》、1987 年版 《红楼梦》、1994 年
版《三国 演 义》和 1998 年 版 《水 浒 传》。当
初，“四大名著”被改编成电视剧是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语言文本视觉化，使普通
民众能够通过电视媒介感受文学名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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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可能地忠实原著，最大程度上视觉再现
了原著内容，而当下的翻拍版却加深了视觉层
面的加工。除“四大名著”外，其他翻拍古装
剧也十分重视视觉加工与创新。总体来看，被
翻拍最多的是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仅《射雕英雄传》就被翻拍了 13 次。2019 年
版《新白娘子传奇》虽然在背景制作中加入了
中国传统水墨山水和古典建筑，别有一番意境，

但仍因其对演员面部的过度修饰而受到观众的
批评，主创团队不得不紧急修复，以还原人物
本来面貌。这种为迎合大众口味以取得商业利
益而过度加深视觉刺激的手段虽然可以带来视
觉盛宴，但却背离了作品的本来面貌，最后适
得其反。

四、中国古装剧未来的发展方向
反讽是符号修辞 “四体演进”的最后一个

阶段，那么，反讽阶段之后，中国古装剧应何
去何从呢? 对中国古装剧反讽阶段之后的走向，

在前文提及的众多理论家中，只有加拿大学者
诺思罗普·弗莱明确提出要回归初始，即在同
一符号表意中，新一轮的 “四体演进”会在上
一阶段的反讽结束后重新开始。赵毅衡则提出
了不同的观点: “某种文本方式一旦走到头，此
后的怀旧仿作，都是增加反讽苦味式的余波，

不可能复活这种表意方式。重新开头的是另一
种表意方式，文化必须靠一种新的表意方式重
新开始，重新构成一个从隐喻到反讽的漫长演
变。”瑐瑡也就是说，反讽之后有两种发展方向:

一是维持反讽状态; 二是换一种表意方式重新
开始新一轮的“四体演进”。

2015 年，一部低成本穿越题材网络剧 《太
子妃升职记》在乐视视频播出后引发了强烈反
响。该剧的播出以网络平台代替传统电视媒介，

颠覆了传统古装剧的表意方式，且完全架空历
史，纯粹虚构剧情，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剧中
台词古今交融，充满趣味，结尾也根据观众喜
好推出两版不同结局，是对古装剧的一次全新
探索。2018 年，爱奇艺视频播出电视剧 《延禧
攻略》，被许多网友称为 “爽剧”。人们的关注
点都在剧情发展上，即女主人公如何从普通宫女
一路过关斩将登上贵妃宝座，强调的就是 “攻
略”二字。然而，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该剧的制
作非常精良，不仅在色彩上使用滤镜尽可能还原

当时的场景，而且还在各种细节上下足功夫。
笔者认为中国古装剧未来还是要尽可能地

依据史料还原历史真实，在有史可依的基础上
进行大胆创新，并通过跨媒介叙述的方式增强
互动性与游戏性，使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有效参与剧情。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中国古装剧应长期保持反讽阶段还是应换一种
表意方式重新开始新一轮的 “四体演进”，这
是值得艺术创作者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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