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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与其所隐含的观念，互为表里而又十分庞杂。本文以先秦文献为事实，主要是先秦礼乐文献切入，从符号学的角

度管窥先秦艺术的语义场结构关系、能指与所指，以及 EＲC 关系等。先秦礼乐是先秦艺术母语义场中的一个子语义场，其下又

分乐器、乐歌、乐舞三个子语义场，如此下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礼乐系统。先秦礼乐系统的能指，是各种礼乐艺术的表现形式

和样态; 其所指，是礼乐观念的意指系统，表达面主要为先秦官方推崇古乐、和乐的音乐理念，其内容面则主要为统治阶级意识

形态中的等级观念以及德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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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献，是指“与艺术理论、美术、音乐舞蹈、戏
剧曲艺、造物设计等艺术门类相关的有历史意义和研

究价值的文字资料。”［1］
艺术观念，是指与艺术相关的

观念以及从艺术中所反映折射出来的观念。
文字文献能够准确深入地记录思想和观念，这是

实物和图案所不及的。同时，文字文献能与考古实

物、艺术图像一起，相互印证，相互参照，立体地展示

艺术现象与艺术观念。因此，从艺术文献切入，研究

艺术现象与观念，特别是艺术观念，是一个极有利的

角度。
上古三代至秦朝，是中国艺术的发轫期。在先

秦，艺术首先表现为某种技术，进而产生实用物品的

语义化，即某种观念的附着。如巴尔特所说:“自人类

社会存在以来，就开始了对实用物品的语义化，物品

在被运用的同时也逐渐地被赋予了相应的符号意

义。”［2］
随着技术与观念的高度融合，形成了极具中国

特色的早期艺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艺术的各种

表现形式与多变样态，其实是各种符号织成的网络，

是观念代现物的网络系统，而艺术的某种表现形式就

是其中的一种符号。正如美国符号学家约翰·迪利

指出的:“我们心智中的观念都是代现物( representa-
mens)，然而是一个与自身有别之物———一个不可省

约的他者———的代现物。”［3］48“一个符号必定代现某

个自身以外的东西。成为符号就是从形式上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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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一个所指捆绑在一起。这是关于符号的最重要

的现象。”［3］53
因此，通过对艺术代现符号的系统研

究，能较为全面有效地挖掘其背后的所指———艺术观

念，以及由艺术观念所反映出来的艺术美学思想等。
艺术乃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文化大生态的艺

术性符号化结果。视觉符号也是一种代现物，是对某

一事物或观念的代为呈现，是对原事物或原观念的符

号化投射，它既可能是具象的，也可能是抽象的。
先秦时期，实用物品的语义化已经较为明显;观

念融合于技术的表现之中，是中国早期艺术的一个特

点。先秦时期在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工艺等

方面，虽有着各自的符号表征体系，却都是在同一社

会文化语境下，从同一艺术观念和美学思想系统之根

所生发出来的枝叶，特别与先秦礼制有着极为密切而

微妙的联系。
本文拟以侧重表达研究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为主

要支撑框架，以先秦文字文献的考索为基础，以先秦

礼乐为例，探讨先秦艺术的语义场结构与语言结构，

分析艺术观念系统的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以个案

为例，探讨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宏观地把握先秦艺术及

其观念系统整体情况的路子。
先秦艺术的涵指系统，包含两个大的系统:表象

系统和观念系统，这两个系统是表里关系。

一、先秦文献中艺术表象系统的语义场

结构

( 一) 先秦文献中的艺术表象系统

表象系统是艺术涵指系统的表层。先秦艺术表

象系统的第一层，即最高层，是艺术母语义场，下属有

几个主要的一级子语义场，即:礼乐语义场、画绘语义

场、工艺语义场等。一级子语义场下面又分别包含几

个主要的二级子语义场。在礼乐语义场中，下属有乐

器语义场、乐歌语义场、乐舞语义场等。在画绘语义

场中，下属有色彩语义场、形体语义场、神貌语义场

等。在工艺语义场中，下属有服饰语义场、车舆语义

场、建筑语义场、器物语义场等;工艺这个二级语义场

下面，又分别都有三级语义场，即材料或质料语义场、
结构或形制语义场、装饰或图案语义场等。

( 二) 先秦文献中的礼乐语义场结构

从宏观的角度厘清先秦文献中艺术表象系统的

各语义场层次及其关系，充分把握先秦艺术的整体语

言表 达 结 构 及 其 变 体，是 此 部 分 研 究 的 重 点。如

图 1:

图 1－1 《吕氏春秋》所载先秦音乐语义场层级关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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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吕氏春秋》所载乐器语义场层级表

图 1－4 《吕氏春秋》乐律语义场层级表

图 1－3 《吕氏春秋》乐舞语义场层级表

二、先秦艺术及其观念系统中的能指、所

指关系

( 一) 先秦艺术观念的涵指系统

艺术观念系统是艺术涵指系统的里层。观念系

统的能指，其实是第一部分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艺术表

象，即各种艺术代现符号及其系统。根据罗兰·巴尔

特的符号学理论，笔者作了如下推衍:所指，又自有其

表达面(E)和内容面(C)，在表达面和内容面之间存

在一种关系(Ｒ)，因此构成一种 EＲC 公式。先秦艺

术观念系统所指的表达面是艺术观念、审美情趣等

(E);所指的内容面则是从各种艺术观念、审美情趣

再往深层次探究而所指向的社会意识形态，或为全体

社会的集体意识，或为部分社团的阶级阶层观念，或

为全体或部分的集体无意识(C);艺术观念和社会意

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纽带，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礼乐制度

和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Ｒ)。
( 二) 先秦礼乐观念的能指、所指及其关系

以礼乐观念系统为例。先秦时期，礼乐观念系统

的能指主要为乐器、乐歌和乐舞。乐器方面，使用已

经十分普遍，且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使

用要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态样式，如《乐记》《吕

氏春秋》等文献中就记载了“钟、磬、琴、瑟、箎、管、
籥、箫、笙、竽、匏、埙、拊、相、鼓、鞉、鼙、雅、椌、楬”等

20 余种不同样式与礼制功能的乐器，八音齐备，演奏

方式多样。同时，乐歌和乐舞也较为丰富，且相互融

合:“雅、颂、诗、风、商、齐、清庙、驺虞、南风、狸首”为

当时的主要乐歌( 乐诗);“韶( 大韶)、夏( 大夏)、武

(大武)、章(大章)、咸池(大咸) 是当时主要的乐舞，

又细分为文舞和武舞;歌诗与乐器演奏相配合，手持

不同舞具的表演与阵容变化相呼应，以彰显朝廷之礼

仪与威仪，反映出先秦时期礼乐在国家庆典、祭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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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宴客等重要场合的广泛应用。先秦礼乐观念系统

的所指，其表达面为先秦官方推崇古乐、和乐，反对新

乐、侈乐的音乐观念，其内容面则为统治阶级意识形

态中的等级观念以及德化心理。
探讨先秦艺术观念系统中的各项能指和所指，以

及各项所指的表达面和内容面，是此部分的研究重

点。如表 1:

表 1－1 《吕氏春秋》所载先秦乐舞能指系统

时期 乐舞

远古

时期
葛天氏

载民 玄鸟 遂草木 奋五谷

敬天常 达帝功 依地德
总万物之极

( 总禽兽之极)

五帝时期

黄帝 咸池

颛顼 承云

帝喾 九招 六列 六英

尧 大章

舜 九招 六列 六英

三王时期

禹 夏籥

殷汤 大护 晨露 九招 六列

周王 大武 三象

表 1－2 远古时期乐舞能指与所指对应表

历史时期 乐舞能指 乐舞所指

葛天氏 载民 歌颂大地

玄鸟 歌颂图腾

遂草木 祝草木旺盛

奋五谷 祝五谷生长

敬天常 尊重自然规律

达帝功 发扬天帝的功德

依地德 依照地面气候劳作

总万物之极

( 总禽兽之极)
希望万物发展达到顶点

表 1－3 五帝时期乐舞能指与所指对应表

历史时期 乐舞能指 乐舞所指

黄帝 咸池 祭祀宗教天神

颛顼 承云 祭祀祖先

帝喾 九招 祭祀祖先

六列 祭祀祖先

六英 祭祀祖先

尧 大章 祭祀天帝

舜 九招 祭祀祖先

六列 祭祀祖先

六英 祭祀祖先

表 1－4 三王时期乐舞能指与所指对应表

历史时期 乐舞名 释义

禹 夏籥 歌颂大禹治水

殷汤 大护 歌颂汤王讨夏桀

晨露 歌颂汤王讨夏桀

九招 歌颂汤王讨夏桀

六列 歌颂汤王讨夏桀

六英 歌颂汤王讨夏桀

周王 大武 歌颂武王伐纣

三象 歌颂成王伐商

三、先秦艺术系统中的组合与聚合关系

( 一) 先秦艺术系统中的组合段与聚合体

组合段，是在同一语义场中具有相同特征或功能

的单元内的横向组合关系。米库斯说: “组合段是功

能不同的诸记号的某种组合，它永远( 至少) 是二元

性的，其中的两项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中”［4］41。聚

合体，是不同语义场的单元因在相似的组合关系中具

有语法可替换性而形成的纵向聚合关系。 “场( 或聚

表 1－5 先秦时期乐舞观念 EＲC 示意表

乐舞观念的表达面

( E)

乐舞观念的内容面

( C)

表达面与内容面的关系

( Ｒ)

远古时期 歌颂天地自然万物 万物有灵，崇拜自然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形态

五帝时期 歌颂祖先天神 天帝有灵，崇拜祖先 关于人与神关系的意识形态

三王时期 歌颂君王功业 君王有功，崇拜君王 关于人与人关系的意识形态; 社会等级观念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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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中各项应当既相似又不相似，既包含着共同的

成分又包含着不同的成分。”“每个场都是一个潜在

的词项的集合”。［4］43
组合与聚合之间是系统的横轴

与纵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
( 二) 先秦乐器系统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以先秦乐器为例。按《礼记》所载，笔者认为先

秦乐器语义场主要有三个单元:材料性质单元、演奏

方式单元和功能意义单元。材料性质单元下分八个

小单元，即称八音:金( 钟)、石( 磬)、丝( 琴、瑟)、竹

(箎、管、籥、箫)、匏( 竽、笙、匏)、土( 埙)、革( 拊、相、
鼓、鞉、鼙、雅)、木(椌、楬)。演奏方式单元分三个小

单元，即打击乐器( 钟、磬、拊、相、鼓、鞉、鼙、雅、椌、
楬)、吹奏乐器(箎、管、籥、箫、竽、笙、匏、埙)、弹拨乐

器(琴、瑟)。功能意义单元也可分出下级单元，如:

用于乐曲起止的乐器(椌与楬，即柷与敔)，用于祭典

的主要乐器(太鼓与苇笛)，用于辅佐节奏的乐器( 编

钟与离磬)等。这些大小单元内的具体项，构成各自

的能指组合段。而所指的组合段，大多是基于能指

“功能组合段”的观念及其组合。例如:“琴瑟”组合

指向“君子”意念和“志义”思想;“鼓鼙”组合指向统

治者的军事统帅意识;“钟鼓”组合配合舞具的“干

戚”组合，指向“和安乐”之“平稳、安宁”的国家统治

意识;“鞉鼓椌楬埙箎”组合，则指向统治者自上而下

的德化思想。如表 2:

表 2－1 《礼记》所载乐器语义场中的聚合体单元示意表

材料性质

单 元

演奏方式

单 元

功能意义

单 元

金、石、丝、

竹、匏、土、

革、木

打击乐器、吹

奏乐器、弹拨

乐器

用于乐曲起止的乐器、用于祭

典的主要乐器、用于辅佐节奏

的乐器等

表 2－2 先前乐器材料性质聚合体示意表

金 石 丝 竹 匏 土 革 木

钟 磬
琴、

瑟

篪、管、

箫、籁

竽、匏、

笙
埙

鼓、鼗、鼙、

拊、相、雅
椌、楬

表 2－3 先前乐器演奏方式聚合体示意表

吹奏乐器 弹拨乐器 打击乐器

埙、箫、匏、箎、笙、管、竽 瑟、琴
鼓、磬、拊、雅、相、

鼗、钟、椌、楬、鼙

表 2－4 先前乐器功能意义聚合体示意表

用于乐曲起止 用于祭典 用于辅佐节奏

椌、楬( 即柷与敔) 太鼓、苇笛 编钟、离磬

结 语

从宏观的各级艺术语义场及其语言结构，到中观

的组合段与聚合体，到微观的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

从表层到里层，从表达面到内容面，浑然构成了先秦

艺术及其观念的立体涵指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主

要表现为组合(换喻型话语)或聚合(隐喻型话语) 的

秩序关系，包含有不同层级的意指系统;其中的各个

方面，则是互为环境、互为相关项的值项。
先秦艺术及其观念系统包括艺术语义场中各级

各类意指系统的所有范围，其内涵的表达面，集中表

现为礼乐德化思想、色彩等级观念、工艺结构的人体

工学理念、装饰的礼仪化倾向等与审美直接或间接有

关的部分;内涵的内容面，则集中表现为国家层面的

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国民层面的实用主义、超脱主义

等。礼乐，是先秦艺术及其观念系统的重要表现，为

符号学探讨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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