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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 

日程安排 

10 月 3 日： 

 8:00 – 20:00：“第 10 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

与会者报到，地点：敬师楼大厅 

 19:00：“中国语言与符合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会议，地点：700 号学术

报告厅 

10 月 4 日： 

 8:30 – 9:00：“第 10 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

开幕式，  地点：贻芳报告厅 

 主持人：苏晓军 

1. 胡壮麟教授（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致开幕词 

2. 李幼蒸教授（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致辞 

3. 张杰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致辞 

 9:00 – 9:30：合影，地点：大草坪 

 9:30 – 12:00：大会发言，地点：贻芳报告厅 

 主持人：熊学亮 

甲：代表发言（各 10 分种左右） 

1.       赵毅衡（代表四川大学符号学研究所） 

2.       蔡秀枝（代表台湾大学外语系和台湾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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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铭玉（代表天津外大和天津符号学） 

4.       龚鹏程（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台湾国学） 

5.       徐亮（代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6.       曲春景（代表上海大学影视系和电影理论界） 

7.       文旭（代表西南大学外语学院和重庆符号学） 

乙．自由发言和讨论  全体与会代表 

 

 12:00 – 13:00：午餐，地点：敬师楼 

 14:00 – 15:50：圆桌会议 

 15:50 – 16:10：茶歇 

 16:10 – 18:00：圆桌会议 

 18:00 – 19:00：晚餐，地点：敬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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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届世界符号学大会 

会务须知 

 

 会务组：南山专家楼 301 房间 

 午餐、晚餐就餐地点： 

1. 住敬师楼、法苑宾馆、古南都饭店的代表都在敬师楼就餐。 

2. 住南山专家楼、商睐宾馆和其它地方的代表都在南山专家楼就餐。 

 会务组联系方式： 

1. 王永祥：13405847138  （会务安排） 

2. 季海宏：13815853939  （住宿餐饮安排） 

3. 孙咏洁：13809007529  （国内代表票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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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 

圆桌会议分组名单 

1．符号学理论，逻辑，哲学，语言（主持人：辛斌,邱国权） 

 

胡壮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永祥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潘新宁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超 北京泰斗易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liu_chao@yahoo.cn 

王文杰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wangwj@gucas.ac.cn  

李美霞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宋严侠 

施旭 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 xshi@zju.edu.cn 

汪炜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邱 国 权 qgq222@126.com  

Cheng Ran rggscr@126.com  

郑吉雄 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dcheng@ntu.edu.tw  

林熙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和跃 

刘吉冬 

郑刚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vogelfrei@163.com 

施光 海南大学 

孟华 中国海洋大学 

姜奕村 山东工商学院 

 

 

2．中外文学及理论（主持人：王铭玉，徐亮，唐小林）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李卫华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liweihualaoshi@yahoo.com.cn  

苏敏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dudu8168@vip.sina.com  

阮航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乔琦 qiaoqi226@163.com 

王文华 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大 towangwenhua@sina.com 

文玲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wenling_1012@163.com 

徐亮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zjdxxuliang@163.com 

赵光慧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管海莹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管月娥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康澄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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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wangwj@gu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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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qgq22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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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文会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谢明琪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祎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 

颜文洁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彭佳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pj8024@163.com  

张颖 

林勋准  深圳市创新互联语研究中心 

 

3．影视 （主持人：曲春景，周靖波，齐隆壬） 

 

曲春景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齊隆壬 台灣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李卉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Lihui96cn@126.com 

李晓婷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 lixiaoting159@126.com 

Feng Yan  mantuo@yeah.net 

劉永晧 台灣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presdici@cc.shu.edu.tw 

王立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wlx8200@sohu.com 

蔡秀枝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tsaihc@ntu.edu.tw（电影）  

孙澄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博士生 

 

4．藝術（美术等），文物（主持人：王函微） 

王菡薇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hanwei1905@gmail.com 

徐东树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84646948@qq.com 

张淑萍 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maom8118@163.com 

彭凌玲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38957853@qq.com 

张 平 zpzplily@126.com  

 

5．传媒，文化，翻译，教学（主持人：赵毅衡，李岩） 
赵毅衡 四川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陆正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凌 逾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lingyu08@163.com 

Ｘｕ Ｔｏｎｇ xutong@pku.edu.cn  

陈开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ckaiju@139.com 

李岩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liyan414188@sina.com 

胡易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yu813878@126.com 

刘宇红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黃駿 台灣海洋大學   

蒋诗萍 

饶广祥 

李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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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Lihui96c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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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wlx8200@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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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846469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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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颖 

蔡爱梅 

 

 

6．重庆符号学圆桌会议（主持人：文旭） 

 

文 旭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军 西南大学   

肖燕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刘先清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肖开容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7．国学现代化和国学符号学（座谈会）；（主持人：龚鹏程，殷国

明，李幼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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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日程安排 

序号 圆桌会议题目 主持人 地点 

1 符号学理论，逻辑，哲学，语言 辛斌，邱国权 南山专家楼三楼大会议室 

2 中外文学及理论 王铭玉，徐亮，唐小林 南山专家楼一楼 多功能厅 

3 影视 曲春景，周靖波，齐隆壬 南山专家楼二楼小会议室 

4 藝術（美术等），文物 王函微 南山专家楼三楼小会议室 

5 传媒，文化，翻译，教学 赵毅衡，李岩 南山专家楼四楼小会议室 

6 重庆符号学圆桌会议 文旭 南山专家楼五楼小会议室 

7 国学现代化和国学符号学 龚鹏程，殷国明，李幼蒸 500 号楼 207 室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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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论文摘要汇编 
 

1．符号学理论，逻辑，哲学，语言 

胡壮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超学科研究与学科发展  摘要： 本文就多学科研究、学科间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各自特征和区别进行扼

要论述后，重点介绍超学科研究的兴起、理论基础、特征、当前研究和实践方向等。从现有材料看，超学

科研究以系统理论为基础，研究问题不受特定学科制约，研究团队要求科学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

代表人物共同参与。就其研究特征来说，它具有第二种知识生产方式、人本化、知识的统一、理论的不同

层次，以及不同现实层次、内在居中逻辑、复杂性和三个公理等方面。当前学界除继续作理论探讨外，较

多地将超学科研究应用于社会科学、教育、语言教育和符号学研究。 

关键词：    超学科研究   系统理论    第二种知识生产    内在居中逻辑     复杂性 

 

王永祥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潘新宁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关系：从背景话语到语言本质 ——关系论语言学系列论文                                                 

摘  要：关系，从 19 世纪马克思那里发轫，到 20 世纪，构成一股关系论、整体论学术思潮。如果我们把

这样一个背景性学术话语引入语言学领域，那么，学界关于语言本质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将拨

云见日，柳暗花明。因为语言本质天然地陷入了与客观物质属性、与人的思维、与社会文化的多维复杂关

系之中。以这样一个背景性话语做关键词，从多维关系角度考察、界定语言本质，这既符合 20 世纪以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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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性学术思潮，也有助于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轨道，更全面、更整体地把握语言本质，将语言本

质的探询与解说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关系；背景话语；语言本质；学术思潮；马克思主义 

 

刘超 北京泰斗易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liu_chao@yahoo.cn 

王文杰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本部)，wangwj@gucas.ac.cn  

逻辑机械化 摘要：什么是命题？什么是推理？什么是逻辑？数学与逻辑的关系如何？以及逻辑系统如何

实现严格蕴含？对于以上系列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通过对现有形式化系统中存在问

题的分析与讨论，以构造性数学为基础，文章构造了一个可解的形式化推理系统。论文的内容包括以下几

个部分：1，讨论了现有逻辑系统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2，通过对逻辑问题的定义讨论，探讨了一个新逻

辑体系的认识论基础，进而表明逻辑就是可能世界的真实性的考证；3，文章对新逻辑体系的问题求解方

法进行了论述，进而指出语言系统所有符合逻辑的问题都是可采用构造法求解、所有判断相容性都可以通

过约束方程求解，并给出了问题求解的一般步骤及算法的复杂性分析。理论及例子分析表明，该形式系统

在逻辑推理上具有简明，易用的特点。论文工作对现有公理化形式推理系统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关键字：自动推理；逻辑机械化；概念码；主体语言系统；严格蕴涵； Einstein 谜题； 

 

李美霞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汉语逻辑结果程式语语义偏好研究 摘要：逻辑结果程式语是指由人类思维所建立的，在小句、短语/词组、

词汇以及词素层次上出现的，表达因果关系的，具有整体意义的连续体或非连续体。汉语中典型的表达式

有“因为…所以”，“原因是”，“造成了”等。在语篇中这些表达式经常和一些具有相似或相同意义的

词汇搭配并展现出相对固定的语法结构。这种现象被称为语义偏好。Stubbs (2001: 65) 说，语义偏好“不

是单个词汇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词汇形式和一组语义相关的词汇之间的关系”。他以词汇项 large 为

例，large 通常和表达“量和大小”的词汇共现，如 number(s), scale, part, amounts, quantities. 他

还说（2001：88），当一个词汇项和一组共有某种语义特征的词汇共现时（如与 ‘medicine’ 或 ‘change’ 

相关的词汇），它就具有语义偏好。那么，汉语逻辑结果程式语通常与一组具有什么样的语义相关的词汇

共现？这种共现具有什么样的语法结构和类连接？本文采用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以北大语言学语料中心

建立的语料库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搭配并建立类连接，力图发现汉语逻辑结果程式语的语义偏好。 这

种研究将会揭示汉语逻辑结果程式语意义表达的趋向，使我们正确、恰当地使用它们。 

关键词：汉语逻辑结果程式语，搭配，类连接，语义偏好，语料库 

 

宋严侠 

跨文化交际中语篇信息度等级对焦虑感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摘要：语篇信息度是语篇信息论中的重要概念。

语篇信息度指对于接受者而言，语篇信息超越或低于期望值的程度。信息度过低会使语篇枯燥乏味，而信

息度过高又会使语篇晦涩难懂。焦虑感和不确定管理理论是由古迪孔斯特提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本人作

者详细分析了语篇信息度等级理论对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的影响。 

 

施旭 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 xshi@zju.edu.cn 

构建话语研究方法论的中国系统 提要：在西方语境下创立的话语分析方法论及方法不能套用于中华文化

话语；中国学者为着自己的文化学术身份和声音也建立相应的方法系统。通过跨历史和跨文化对话，我们

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本文沿着这样一种路径，提出一套以整体全面、辩证统一、主客相间、中外兼顾、探

索不止等原则为特征的中国话语研究方法论。 

 

汪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mailto:liu_chao@yahoo.cn
mailto:liu_chao@yahoo.cn
mailto:wangwj@gucas.ac.cn
mailto:xshi@zju.edu.cn
mailto:xshi@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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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言语或沉默的符号 摘要：卢梭通过一种谱系学的和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揭示了一种处在起源与历史之

间的“语言”形式及其可能性的条件，它完全有别于任何建基于经典逻辑和谓词判断之上的自然语言或某种

先定和谐结构中的人工语言。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先天的、自然的或约定性的链条在其中不再

有效。这种语言符号在卢梭的想象中与旋律和音乐性紧密相联，事实上，两者原本就是一体，那是一种由

表现性的而非精确性的符号所构成的歌唱性的语言，或“活的言语”。符号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透明的意指

活动中被任意指派的一极，而是有着其自身的同构必然性和具体逻辑的关系系统，它是铭刻在可感知物的

性质的序列之上的“好的暧昧性”，无法被任何线性话语或命题陈述所捕捉或复写，然而主体与自身、主体

与他人、自然与文化、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却正是在这种沉默的符号之上被得以重新理解。通过阐发这种潜

在的符号及其关系，卢梭在其理论和写作实践中都力图恢复其效力，将音乐性和表现性重新还给语言和哲

学，将文化重新带回自然之中。 

 

邱 国 权 qgq222@126.com  

普 通 符 号 学 初 探（摘要）——认识和改造世界 基本的思想方法研究 摘要： 西方符号学研究世界

领先，但对皮尔斯和索绪尔双学如何统一，未有良策。应以能动反映论为指导，吸取双学精华，建构科学

符号观和统一的符号学理论。符号是不代表自身，而代表与自身不同事物的事物。不同事物是无限多的，

只有解释才能把符号跟对象联系起来。尽管为了有效思维和传播，解释常常功成身退，使符号呈现出二元

结构假象，没有解释，符号跟对象是联系不起来的。所以，符号结构只能是真三元结构。符号只存在于认

知之中，认知之外无符号。认知是一种符号效应，符号之外无认知。一事物（包括语词）在认知中，作为

符号，对象，还是解释是可变的，视具体的认知过程而定。符号根据解释中是否包含非建构因素分为：引

符和意符。意符中赢得社会公认部分，获得了类似引符的性能，具有意引双重性，称为意引符，是传播的

基石。符号活动有：语言符号活动、数字符号活动和逻辑符号活动。真三元符号认知结构是物质进化的自

然产物。 

 

Cheng Ran rggscr@126.com  

论作为“符号场”的课堂 摘要： 现代符号学自上世纪 60 年代从西方兴起，至今其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

如果说“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符号学天生就与教育结缘。在学校特别是课堂教学中，无处且无时不在

的各种形态的符号形成一个符号场，而教学的过程就是师生发现符号、运用符号、解读符号、创造符号的

过程。 

 

郑吉雄 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dcheng@ntu.edu.tw  

论《周易》的符号学启示 摘要： 《周易》是中国 古老的经典之一，也是《六经》之中唯一包含大量非

文字符号的经典。《周易》以阴爻阳爻两类符号为基础，衍发为六十四个包含六爻的卦。每个卦爻均根据

其特殊的位置，而蕴含独特的意义，并对于后来的思想家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提出《周易》卦爻符号

的类别与原理，并说明战国诸子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与《周易》符号之间的关系。 

 

林熙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格言．修辭．證道 ──高一志《譬學》語義辭格分析   摘要：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自引〉的論述主軸

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即一則譬喻中「已明的所取之端」與「未明的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

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本文依列日學派在《普通修辭學》中的辭格分類，以語義辭格的分析，

解答上述「如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設譬問題：按韓霖所題〈譬學序〉中所謂「理有不可遽達者，

必以所知，喻所未知焉」，以及〈譬學自引〉中高一志所謂「由顯推隱，以所已曉，測所未曉」等設譬原

則，譬喻中「如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問題解讀，應由兩個語彙單位間如何形成表達形式的轉換著

手。易言之，「如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設譬問題，同時也是語言符號中符表與符旨的形式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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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結構語言及符號的層面外，本文 後將辭格的結構討論引導至譬喻在證道上的功能，即高一志「為

何」要以彼端代替此端。 

關鍵詞：高一志、格言、譬喻、列日學派、語義辭格 

 

和跃 

试论对罗兰•巴尔特之符号学的思索 摘要：符号学本身就是关于符号的科学，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符号学

是一门研究符号意指功能的科学，因为独立地考察符号，而不把其与指代对象、与其它符号联系起来，是

难于有什么结果的。它主要论述的是意指作用诸系统间的可调控性以及它们在物质范畴内的关系。 

关键词：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  语言学  关系 

 

郑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vogelfrei@163.com 

俗套话语的符号学研究   摘 要：俗套就是保守中项，以不偏倚为准则，拒绝标出。俗套是文化及媒介共

谋的结果。社会具有趋同性，文化需要符号化，这就是俗套。俗套是一种规范，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

作用。俗套也是一把双刃剑，会成为一种保守力量。本文主要以俗套的表现形式及其生成机制为据，描摹

其各类现象，并结合中国文化中的虚伪俗套进行阐述。 

关键词：俗套；趋同；媒介；标出性；伪文化。 

 

施光：海南大学 

试析法庭审判话语的态度系统 

提要：本文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分析了八场法庭审判的态度表达系统，发现：1.法庭审判各主体

表明态度的方式主要是判断，其次是鉴赏， 后是情感；2. 绝大多数态度表达具有否定意义，这说明对人

或事物持否定态度是法庭审判各主体的基本思维倾向；3. 三个子系统的具体情况如下：1）在判断子系

统中，法庭审判各主体主要从社会许可的角度对人的言行进行评判；其中，对“合法性”的评判占相当大

的比例；2）在鉴赏子系统中，判断引发型鉴赏（Judgement-Invoking Appreciation）在数量上超过反应、构

成和估值等三种非判断引发型鉴赏（Non Judgement-Invoking Appreciation）的总和；3）由于情感表达可

能给说话人带来不利影响，法庭审判各主体很少使用这种方式来表明态度。  

孟华：中国海洋大学 

类文字与汉字符号学                     
本文提出了汉字符号学研究的两个概念即“文字间性”和“类文字”。作者认为，汉字历时地或内在地隐

含了、共时地或外在地关联了它与汉语、图像符号、实物符号所共同构成的一个异质性符号关系场。这个

异质符号关系就是文字间性。本文分析了三种文字间性关系：AB 对立型、AB 移心型和 AB 执中型。并认

为后两种属于类文字。本文给类文字的定义是：文字间性关系中的异质符号之间处于跨界状态就是类文字。

本文 后提出，AB 执中型的汉字是汉字符号学研究的中心，它所携带的汉民族文化基因，可能是世界符

号谱系中的重要一极。  

 

姜奕村 山东工商学院 

钱钟书比喻观的符号学阐释  摘要：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多次对比喻现象进行过剖

析，提出了诸如两柄多边的观点。本文旨在对钱先生的比喻观进行粗略的理论梳理和总结，并通过对钱钟

书比喻观的符号学思考，延续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探讨。钱先生探讨比喻的视野是跨语言、跨文化的，这一

点与符号学不谋而合。本文注意到，钱先生从同一喻体入手进行论述，着眼点始终放在同一喻体在不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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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不同表现上。而“两柄多边论”也是在考察诸多“同喻”的基础上得出的，因而描述的是同一喻体

的特点。同一个比喻或褒或贬，谓之喻有两柄。同一个喻体喻义相异，谓之喻有多边。两柄多边理论实际

上着重指出了比喻之性和比喻之旨。钱先生看到，空间地域的不同会造成两柄多边现象。另外，时间的变

迁，即语言符号在纵聚合轴上的演变也会造成两柄多边现象。但是本文也注意到，这些原因并不必然造成

这种现象。本文指出，钱先生两柄多边的比喻观符合索绪尔关于符号聚合关系的理念。从皮尔士符号学的

角度来看，人类产生比喻的思维属于类象性思维。两柄多边论充分体现了类象性思维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不仅如此，钱先生对于曲喻现象的独到分析证明类象性思维的诗性延伸可以造成新奇独特的语言效果。此

外，本文还将德尼西的比喻图示同两柄多边论进行比较，表明这种形象的语言描述有时比图示更具有解释

力。  

关键词：两柄多边  聚合关系 类象性思维 诗性延伸 

 

 

2．中外文学及理论 

 

王铭玉（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传播应用研究中心，天津，300204） 

巴赫金论符号的性质    摘 要：巴赫金是 20 世纪世界上 重要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之一。他一生多有建

树，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给世界人文思想以巨大冲击。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上个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才陆续把巴赫金的理论译介到国内来 ，但学界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巴赫金的诗学研究，

以及诸如狂欢化、复调小说、文本间性、对话理论上，没有更多地顾及到巴赫金对符号本身的研究。实际

上，在巴赫金的学术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他对符号性质的关注。他在一系列论著中探讨了符号的

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意识性、可解码性、话语性、元语言性等具有重要本体论意义的特征，对符号

学尤其是语言符号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巴赫金对符号学的贡献，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挖掘

和探讨的课题。 

 

李卫华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liweihualaoshi@yahoo.com.cn  

叙述的频率与时间的三维 摘要：从作为人类体验的时间的三维——线性时间、循环时间、心理时间出发，

则不难发现，在这三维中，热奈特的叙述频率理论只涉及到（而且是无意识地涉及到）其中的两个维度—

—线性时间和心理时间，这使他的叙述频率理论呈现为一个“单一／反复”的二元对立结构。循环时间观

的缺位，直接导致了热奈特叙述频率理论对“重复”的忽视和误解。因此，笔者试图以三维时间为指导，

建立单一（1R/1H）、重复（nR／nH、nR/1H）、集叙（1R/nH）三足鼎立的叙述频率理论框架。 

关键词：叙述频率 线性时间 循环时间 心理时间重复 

 

苏敏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dudu8168@vip.sina.com  

文学符号的结构构成 摘要： 文学符号是存在于具体历史时空文学活动中的、由文学手法、文学风格两大

基本结构层级构成的复杂结构，其模式为：（（（（ERC）RC’）RC’’）RC’’’）RC’’’’。其中，

E，是符号能指，指自然语言的声音；C，是符号所指，指自然语言的意义；R，表示两者的关系。ERC，即

自然语言声音与意义相互作用构成的自然语言符号。当 ERC 本身作为符号能指保持自己结构边界结构转换

规律参与更高结构层级建构时，C’指不可再分文学想象具象，两者相互作用构成 小文学手法（ERC）RC’，

这是文学符号-结构第一次结构转换过程与转换结果，体现了自然语言符号向文学表达符号的转换。当

（ERC）RC’本身作为符号能指，C’’指文本文学手法，两者相互作用关系构成文本手法统一体((ERC）

RC’)RC’’，这是文学符号的第二次结构转换过程与转换结果，体现了文学表达符号由 小符号向独立

符号的转换。当（（ERC）RC’）RC”本身作为符号能指，C’’’指文本艺术图画，两者相互作用转换构

成文本纯文学风格，这是文学符号的第三次结构转换过程与转换结果，是文学手法向文学风格的转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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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C）RC’）RC’’）R’’’本身作为符号能指，C’’’’指文本审美理想，两者相互作用转换

构成文本文学审美风格，这是文学符号的第四次结构转换过程与转换结果，体现了文学风格由纯事物向意

向客体的转换。在文学符号诸结构构成因素中，ERC 与 C’’’’分别是其结构连续构造活动的起点与终

点，它们既属于文学符号结构元素，同时，又属于非文学符号结构因素。文学符号通过这两个双栖于文学

与非文学领域的结构元素，与自然语言、精神文化发生关系，使文学符号在保持自己结构边界、结构转换

规律维系文学自主、自足、自律运动时，维系与非文学的联系，成为自律与他律统一的开放式结构。 

 

阮航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寻找文学语言符号学研究的新途径 摘要：长期以来，有关文学意义生成机制的符号研究囿于语言符号就

是文学符号的误解，符号学长期从属于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使用的虽是符号学术语，实质乃是词语的研

究。当前，确立文学语言的符号学研究对象、学科内涵、理论框架、知识系统、历史积淀、研究方法、学

术范畴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促成学科的建立尤为重要。 

 

乔琦 qiaoqi226@163.com 

阐释之“度”与中国新诗的阅读困惑 摘要：1936 年刘西渭和卞之琳就《鱼目集》中相关诗篇进行了多次

交流。其中《圆宝盒》一诗争议 大，不同的解读，构成符号释义活动中无限衍义的几个环节，即便作者

本人也无法终止衍义过程。“圆宝盒”衍义过程 大的缺陷在于，卞之琳和刘西渭的阐释过程都隐去了从

具象到抽象的路径，阐释成为封闭的自我行为； 具启示意义的则是刘西渭倡导的基本阐释立场——诗人

挡不住读者；另外，衍义过程还留下一个疑问：个体体验是读者（意义接收者） 后的法宝吗？理论上，

阐释之“度”可以被完全剔除，符号（文本）意义，开放且不确定；诗歌文本的反语法、反模仿、断裂、

跳跃等“超规定性”特点，都决定着阐释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无度之阐释的合理性论证起来困难重重，

从卡勒对里法泰尔的批评，到卡勒与艾柯的辩论，再到刘西渭与卞之琳的讨论，共同呈现了符号衍义的开

放性，也一并展示了设立界限的必要性。只要我们注意文本与读者的辩证关系，避免走向文本强迫读者的

歧途；只要我们清楚，诗歌符号学的每一次阐释实践，获得的也只是部分文本意义，那么，里法泰尔提供

的诗歌阐释理论，对于中国新诗阐释将大有裨益。 

 

王文华 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大 towangwenhua@sina.com 

比较叙事学视野中的《周易》 摘 要：本文旨在探寻中国叙事传统的本源，考察在这个本源的持续滋养下

中国叙事传统有哪些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品质。中西双方对叙事的理论思考由来已久，但是，从理论上升到

“学”的层面是由西方学者在晚近完成的。中国当代学者引进西方叙事学的理路和框架，对拓宽理论视野、

转换思维模式颇有助益。但是，西方叙事学是以西方叙事传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要支持的是西方的文

学实践，中国学者应该建立起契合自身特点的中国叙事学。探寻本源是这一工程首当其冲的任务。本文认

为中国叙事思想之源在《周易》，并进一步指出，《周易》开启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上思维、空间形态、

深层结构和隐喻模式。《周易》所涵蕴的叙事思想，是打开后世叙事作品美学之门的钥匙。 

 

 

文玲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wenling_1012@163.com 

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及其对东方文化的解读 摘要：东方文化在罗兰•巴特构想文学符号学的过程中扮

演了核心角色，但东方文化在巴特眼中只是一个参照性的乌托邦。巴特希望通过文本写作对抗意识形态话

语，称“文”必须偏离意义，句子具有不完整性。然而，巴特操作“文”的途径——中性，仍是关于意义

的哲学。巴特将排除意义的愿望移植到日本俳句及禅宗语言，所以误解了东方文化。中国道家语言观可以

为巴特文学符号学提供积极借鉴意义，巴特的语言悖论是因为他固执于小言的纷争，缺乏“道通为一”的

视角。 

 

mailto:qiaoqi226@163.com
mailto:qiaoqi226@163.com
mailto:towangwenhua@sina.com
mailto:towangwenhua@sina.com
mailto:wenling_1012@163.com
mailto:wenling_1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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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zjdxxuliang@163.com 

汉语能指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上的后果 摘要： 中国文学与文化建立在汉语的基础上，汉语本身造就了

中国文学以及汉语写作的特点，并因而在整个中国文化上打下其深刻烙印。能指的差异是汉语与西方语言

大的差异。按索绪尔，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符号的物质载体；所指符号所指代的意义。一种语

言能指所能够使用的物质性媒介材料及其可塑性越丰富，它的表现性也就越好。但是每种语言的媒介材料

及其可塑性是不一样的。汉语缺少西方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音位。但它有大量的同音词，存在着大量

一音多词现象。在汉语中，文字也担当能指的功能，起着区别的作用。汉语的能指不只是“音响－形象”，

而是一种语音－文字混杂的能指系统，其数量不能仅靠对音位数的统计得出。同音词众多和“音-形”混

成的能指构成方式，是汉语的两个突出的特点。汉语符号系统的这一特征产生了三个文化与文学上的后果：

第一，发达的书面语，文言成为高雅文化的象征，书法成为一种艺术。第二，辨认汉语符号的时滞现象造

成了一种以领悟和品味为特征的文化，汉语能指的复杂状况使得对它的辨认需要同时调动语音的和图形的

两种记忆，在书写和声音之间推敲品味，“悟”这样一种诗性文化必备的意识基础由此得以建立。第三，

谐音现象盛行产生了强大的隐喻文化。隐喻是诗的主要方法。所以，从语言学本身，我们就可以证明“中

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文是一种诗的语言”这两个扎实的命题。这样一种汉语文化和文学在当下全球

化进程中意味着什么？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逻辑能不能以及能够产生什么矫正作用？从汉语文化的视点

看去，形而上学的以下这些弊病是可以避免的。第一，在者化。按德里达，存在的在者化是通过“在场”

的幻觉形成的。形而上学通过对语音和现实物一对一关系的强调，制造了形而上学本体就在现场的感觉。

但是汉语仅仅靠语音是不能完全地完成表达的，因此它并不那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第二，科学

理性的盛行。科学的言语有赖于一词一义的言语策略，汉语的谐音现象使得一词一义的实施困难重重。西

方文化的智慧热衷于消除语言的歧义，它把同音词的繁多视为缺点；汉语语境却酝酿了另一种态度，人们

乐于做同音词游戏，把自己的智慧投入其中。汉语语境中强大的诗性文化阻止了科学理性的盛行。第三，

虚无主义。西方当代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出现是形而上学的逻辑后果，根源于对于语言捕捉真理的依赖

感。汉语文化不迷信语言的坚实可靠，这反而一直看护着天道、自然这一类终极性的存在。汉语文化能够

避免的那些西方文化碰壁的方面，恰恰也是它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贡献的价值的基础。汉语对于歧义的包

容性有助于文化多元主义生存和繁荣。汉语思想对多元化的容纳是以对终极价值怀有足够的敬畏为基础

的，它可以产生出积极的伦理价值。循此，当代人相应的文化实践会给现代世界带来值得期待的新东西。 

 

赵光慧 张 杰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对话性阐释：政治与艺术之间 ——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的符号学阐释 摘要： 在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之后，不少学者感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也遭到了冷遇。然而，

当代著名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则于 2011 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作《马克思为什么

是正确的》，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各个领域依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文艺批评方面。本论

文运用俄罗斯著名符号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此加以阐释，并进一步表明，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

性并非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融合、甚至相互促进的。 

关键词： 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 巴赫金 对话 

 

颜文洁  张杰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批判的继承：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  摘要：  学界在提及洛特曼及其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渊源关系时，

往往会涉及该学派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继承，即对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学术传统的延续。其实，洛特曼及

其同事们几乎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全部核心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因此才能够在国际符号学界独树一帜。本文

从内容与形式的融合、文化空间中的时间维度以及从封闭走向对话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洛特曼对俄国形式

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同时也阐明了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在学术精神上的继承关系。 

关键词：  洛特曼  俄国形式主义  塔尔图符号学派 

mailto:zjdxxuliang@163.com
mailto:zjdxxuli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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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海莹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论《彼得堡》的多元叙事结构 摘要：象征主义大家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 1880——1934）通

过创作实践反映出其对形式美学问题的科学总结。本文由《彼得堡》中作为题名的标志性符号“彼得堡”

在文本里出现的标记变化展开分析，解读小说的基本编码模式并详细论述其在小说各个层面的记号过程，

从整体上阐明《彼得堡》的叙事结构所具有的多元、动态、开放的性质。 

关键词: 《彼得堡》 别雷 叙事结构 

 

管月娥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乌斯宾斯基诗学理论的符号学思想溯源 摘要：鲍里斯•安德烈维奇•乌斯宾斯基（Борис Андре

е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 1937- ）是俄罗斯著名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塔尔图-莫

斯科符号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及到语言学、斯拉夫学、文艺学、艺术学、文化

史学和符号学等多个领域，并且在研究中始终遵循语言学，特别是结构类型学和符号学的研究范式。乌斯

宾斯基的诗学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结构诗学》一书中。这是一部对艺术理论进行符号学研究的著作，

也是其在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研究时期的重要学术成果。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

但其根基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思想，既有对俄国形式主义思想的延续，也有对哥本哈根学派叶尔

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思想的继承，同时还吸收了美国皮尔士、莫里斯等逻辑实用主义哲学的符号学思想和巴

赫金学派的社会符号学思想。由此可见，乌斯宾斯基的学术视野是开放包容的，他的结构诗学理论可以说

是西方现代符号学两大主要流派——索绪尔的欧陆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和美国皮尔斯、莫里斯的逻辑实用

主义哲学符号学思想，以及巴赫金社会符号学思想的融合。 

 

康澄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论文化意义的符号机制 摘要：文化研究一直是我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对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

状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然而，对于文化意义的生成、记忆、传承和发展机制却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探究。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则围绕“文化意义的符号机制”展开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该学派运用符号学的

方法专门研究了文化意义的生成和创新机制、存贮和激活方式及其发展的不可预见机制等重要问题。“文

化意义的符号机制”是贯穿整个文化符号学的主线，是联系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众多理论家研究的灵

魂，围绕“文化意义的符号机制”对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开展专题研究具有重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 文化意义 符号机制  

 

司文会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符号学视角下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思想及其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巴尔特的文学思想主要由“书写”观、“叙

事”观、“文本”观和“作者”观等组成。早期的“书写”观和“叙事”观呈现出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主

要特点，而后期的“文本”观和“作者”观则又属于典型的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巴尔特文学思想的提出

和形成与他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密不可分，而且该思想从早期结构主义向后期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和突破，

本质上是他的符号学研究从符号集合研究转移到符号内部研究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巴尔特、文学思想、发展路径、符号学 

 

谢明琪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巴赫金与纳博科夫的作者和主人公 摘要:长期以来，文学评论界认为巴赫金和纳博科夫在文学美学思想上

存在明显的分歧，二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好恶之别就是有力的佐证。然而，在巴赫金早期的哲学

美学思想名篇《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等文章中，又具备很多与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观不谋而合的

重要观点。本文试图梳理巴赫金关于审美事件中作者相对主人公的“超视”与建构作用、“我”与“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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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及“界限”的含义阐释，结合纳博科夫的《防守》、《绝望》等具体文本，分析巴赫金早期美

学理论与纳博科夫创作观念的相同之处。 

关键词: 巴赫金 纳博科夫 作者 主人公 

 

张祎 

从洛特曼的诗歌文本分析谈文本功能 摘要：前苏联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认为，文本不是某种静止的客

体，而是作为一种功能，其功能有三，即信息传递功能、信息生成功能和信息记忆功能。诗歌作为人类重

要的艺术文本发挥着以上三种功能。但诗歌文本在实现信息传递、生成和记忆功能时具有特殊性，它不仅

能在极小的文本中存储比其他文学体裁更多的信息，且在传递和生成信息的过程中，能以诗歌文本所独有

的方式生成无限的新意。具体表现在： 

一、诗歌文本的直观性、图像性和音乐性特征以及重复性构造使得信息传递时具有多义性。 

二、诗歌文本的重复与平行构造、与系统的偏差与谬误以及重新解码方式的不同都是新意生成的因素。 

三、在信息记忆方面，诗歌文本不仅是意义的生成器，还是积极的意义储存器。 

 

齊隆壬 台灣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重建電影研究話語下的電影符號學  摘要：1990 年代電影理論的衰退，如同我們所經歷和見證的情況一樣，

普遍出現在學術研究、出版等語境。對電影理論衰退或消亡的討論，有許多不同看法，而其 

中 激烈者莫過於 1996 年大衛‧鮑德偉爾（David Bordwell）和諾埃爾‧卡羅爾（Noël Carroll）編輯出版的

《後理論：重建電影研究》（Post-Theroy：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一書。鮑德偉爾提出“中階研究”

（middle-level research）和卡羅爾提以“零碎理論”（piecemeal theory）來對抗“大理論”（Grand Theory），

更加速電影理論社群的對立和爭議。 

本論文主要目的由討論《後理論》所引發的電影現象，並對鮑德偉爾和卡羅爾的電影觀念提出討論，因而

電影理論衰退的原因是因為上述“大理論”關係，而讓電影理論失去適切位置？以至衰退或消亡？或是應

該改弦易轍，運用零碎理論化方式，以小範圍局部研究來替代“大理論”？而電影符號學作為“大理論”

的一主脈絡，又該如何面向和回應上述現象？此外，自 1964 年麥茨（Christian Metz）建立電影符號學以

來至今已近五十年，面對電影理論衰退之際及其它嚴峻批評挑戰，是否已然出局？或是有足夠新的動能和

研究論題能令其自身轉化？甚至還能再開新局？本論文目的在想要探究和嘗試回答上述問題，並針對電影

理論衰退現象提出一些解釋和回應，並通過近年其它相關電影複數理論研究討論，進而希望能指出現今電

影符號學的研究趨向和其價值。 

關鍵字：後理論、電影符號學、中階研究、零碎理論、電影複數理論 

 

 

3．影视 

曲春景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电影语言与叙事伦理 摘要： 在中国目前的电影研究和批评中，影片故事的伦理内容因被批评者反复讨论、

借用、甚至滥用而屡遭学界病垢，而叙事伦理又因深藏在“形式技巧”之中而晦隐不昭。电影研究者在故

事内容与声画语言的探讨等问题上，长期处于相互分离各执一端的状态。本文的意义在于打通内容与形式

的联系，揭示其隐匿在电影语言的构成因素和叙事技巧等形式本身所包涵的叙事伦理价值，并从叙事伦理

的角度，对电影语言的诸多形式要素――构图、声音、色彩、叙事结构、叙述视角、摄像技巧等方面进行

分析，指出其形式因素即由叙事主体的伦理取向和意识形态所建构。电影的结构方式、镜头的角度、后期

剪辑等形式方面，均有其编导拟定的组织方式所安排。而如何组织那些凌乱偶然的生活事件及其素材，并

使之成为有序整体的结构过程，就是其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伦理秩序的展开过程，也是其创作主体的伦理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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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被合理化的过程。因此，影片语言本身即已是叙述主体的伦理表达，而不仅仅在于故事表面的伦理说教。

电影语言与叙事伦理的研究，志在寻求贯通历史批评和形式批评的新方法。   

 

李卉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Lihui96cn@126.com 

《触不可及(INTOUCHABLES)》中的身体、触感符号分析 摘要：电影《触不可及》(INTOUCHABLES)中充

满了身体及触感符号。富豪 Philippe 的身体符号是残疾的、无力的，他灵魂深处需要的不是怜悯、同情，

而需要的是健康、活力；与之相反，黑人 Driss 的身体符号健康而充满活力，时不时还破坏社会规则。

Philippe 对外部世界在身体符号上触不可及，而 Driss 身体虽然健康，但在社会生活中隐性触感层面则四

处碰壁，甚至进过监狱，对社会触不可及。他们未遭遇时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身体上触不可及，同时

在灵魂上触不可及。直到 Philippe 被 Driss 的健康、自然、率性所吸引，聘用他为护工，两个互不触及

的人，在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层面互相弥补。Driss 对 Philippe 的护理方式触及并激发了菲利普的心灵活

力，电影中以几种触感符号展示了菲利普无力的自然身体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一是口述书信，代表对爱的

向往；二是仅存的耳朵的触感，获得身体与性的愉悦；三是与女友约会，目光之吻重燃生命活力。菲利普

回馈 Driss 的，也是灵魂上的触及，在潜移默化中矫正他的偷盗等不当行为，鼓励他绘画，重返正常社会。

弗洛伊德曾说：灵魂是延展着的，对此它不知道。菲利普与 Driss 从 初身体与灵魂的触不可及，到 后

两人都走出困境，彼此给予的是友爱、健康与正能量。 

关键词： 《触不可及》 身体 触感 符号 

 

李晓婷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 lixiaoting159@126.com 

自我身份的困惑与选择----对《色戒》中王佳芝的生存模式分析 摘要：电影《色戒》的女主人公王佳芝

后产生悲剧结局的原因是其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在错误的判断下进行了错误的选择， 后导致了自身的

灭亡。通过《色戒》中王佳芝的悲剧，我们获得的启示是：在这个由符号构建的世界里，人作为符号的主

体，其人生的价值要由符号来衡量，人的存在也需要由符号来证明。而元语言对于符号主体意义的形成与

阐释具有重要意义。而由于元语言冲突导致的阐释漩涡导致了符号主体对自我身份及认同的困惑。本文试

图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王佳芝生存模式中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及由此而导致的生存悲剧。 

关键字：主体；元语言；生存模式 

 

Feng Yan mantuo@yeah.net 

论四种叙述符号对电影风格的塑造——以《简爱》的历次电影改编为例 概要：在布拉格学派和俄国形式

主义的叙事结构理论基础上，罗兰•巴特将叙事结构分节为功能和信息两个层次，并进一步将构成这两个

层次的基本单元分节为核心、催化、指示和标记。赵毅衡认为，不同单元在不同结构层次的聚合与组合，

就构成了不同的文本风格。这样一来，运用符号学之双轴理论与叙事结构理论共同分析文本风格特征就成

为了可能。本论文将以上理论用来分析三个不同时代版本的电影《简爱》。结果发现，尽管改编自同一部

小说，三个版本的影片在电影类型上也都被归类为言情（Romance）片，但它们的风格却有着较大的差别。

这些差别是由于影片的核心、催化、指示和标记四种叙述符号在不同层次叙事结构中的差异化分配所造成

的。1944 年的版本大量使用核心和催化单元，只有少量指示单元，使影片呈现出故事情节紧凑、叙事节奏

快、人物性格单一而突出的特点，但与原著相比，人物性格较为单一。1996 年的版本平均使用了核心单元、

催化单元与指示单元，使影片呈现出情节分散、人物性格较为复杂的特征，人物性格较为接近原著的描写。

2011 年版本较少使用核心单元，而催化单元与指示单元占据了主要地位，并且使用了较多的信息单元，影

片呈现出情节线较弱、故事氛围突出、人物性格复杂而突出的特征，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 为接近原著。 

 

劉永晧 台灣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王家衛電影的互文性與場所 摘要： 王家衛為坎城影展 60 周年慶而拍攝的短片，《我穿越 9000 公里為了

把它給你》(I Traveled 9000km to Give It to You, 2007)，在片中描述范植偉與戴著婚戒的女人在電

mailto:Lihui96cn@126.com
mailto:Lihui96cn@126.com
mailto:lixiaoting159@126.com
mailto:lixiaoting159@126.com
mailto:mantuo@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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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偷嘗禁果。電影的畫外音的部分，暗示著電影院中放映的正是高達的《阿爾發城》。在銀幕上的《阿

爾發城》影片中，Lenny Caution(由Eddie Constantine飾演)與旅館女僕Natacha von Braun(由Anna Karina

飾演)正在旅館裡談話，當 Anna 跟 Eddie 借火想抽菸時，Eddie 他把打火機打開放在桌上，然後拿起手槍

射擊打火機，子彈精準擦過打火機點燃火花，然後拿起打火機的火點燃香菸，抽起香菸。這段高達《阿爾

發城》的男女主角相逢，被王家衛在《我穿越 9000 公里為了把它給你》中，轉化成少男與少婦在無人電

影院的私密性事。因此，在《我穿越 9000 公里為了把它給你》與《阿爾發城》是有直接的引用與互文關

係。在王家衛借用高達電影作品當中，我們可以看見影像之外層層堆疊的多層電影與文學的關係。本論文

要討論的為電影的引用的問題，電影影像再書寫的問題，電影院與異質空間的問題與符號與意義佔有的問

題。我們不禁要思索著王家衛是否非常自覺地重寫著高達的《阿爾發城》? 

 

王立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wlx8200@sohu.com 

从图解符号到多声部言说：中国电视剧影像修辞变迁 摘要：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电视剧已成为当代中

国社会 重要的文化表意方式之一。借助符号修辞理论，本文以覆盖全域的三类经典中国电视剧为研究对

象，探讨不同时期电视剧的影像表达形式，以此梳理中国电视剧影像系统的修辞演变，揭示其文化存在意

涵。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影像；符号修辞；变迁 

 

蔡秀枝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 tsaihc@ntu.edu.tw（电影）  

「静默与抵抗：影片《稻草人》里的符号运作」 摘要：台湾导演王童 1987 年的电影《稻草人》，描述台

湾农民在日本占据台湾并进行太平洋战争时的情形。导演运用电影视觉符号的叙事铺陈与对置手法，多重

呈现被殖民者无力抵抗与默默承受压迫的苦难，并以农田里静默不语的稻草人为象征，将无力赶走飞到田

里偷吃稻谷的麻雀的稻草人做为台湾农民的比喻。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农民除了直接被征召为日本军夫、志

愿兵，没有被征召的，也必须负担起日本战争补给线的支持。土地是台湾农民的希望与梦想，也是被压迫

与抵抗的力场，导演藉由电影将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转化为视觉符号呈现，透过语言、行为与思想的符号交

错展现被殖民者的故事。 

 

孙澄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博士生 

先验的经验主义：德勒兹的电影符号观  摘要：吉尔•德勒兹批判地继承了叶尔姆斯列夫、皮尔士的符号

理论，将电影影像视为非语言意义上的体貌特征质料，以影像 - 符号来审视语言 – 符号，提出前语言影

像和前意义符号。德勒兹认为，影像有两面，一是它表现的整体，一是它贯穿的客体。整体与客体被界定

在一个垂直轴心和一个横向轴心上。符号则生成于影像的“间隙”，每个符号承载一个影像，一类符号承

载一类影像。他在符号学 semiology 之外，深刻阐述了另一种纯符号学 semiotics。    

本文认为作为质料的电影影像使得符号能指/所指关系中所指与能指重合，所指之值成为“零度”，从而符

号学中的符号消失了。在德氏纯符号学中，符号转化为符徴。本文着重分析以调频取代分节,以影像的整体

-客体循环消解能指-所指连接是德勒兹符号概念——符徵奠基的基础和纯符号学转换的中枢。本文进一步

指出德勒兹的纯符号学重建了 X-→Y 这一二元关系模型：作为整体的影像运动过程和作为客体的事物（世

界）在先验的意义上重复了能指/所指的模式。在整体与客体的架构中主体仍是未明的，德勒兹的 终落脚

点在于突出强调“精神自动装置”及其自主性，亦即所谓的思维-影像。从而德勒兹的影像 - 符号学走向

影像即符号，符号即影像的境地。整体—客体—主体三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无间的循环。影像 - 符号不再是

经验的、形而上学的，而成为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的。 

 

 

4．藝術（美术等），文物，  

mailto:wlx8200@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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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菡 薇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hanwei1905@gmail.com 

美术学与符号学 ——以中国书画史研究为中心讨论 提要：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符号学对中国书画史研究

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表现为宏观上研究方法的增添和观念的更新与丰富，也表现为如高居翰、包华石、

柯律格、石守谦等中国美术史领域研究者对这一研究方法中某些理念的书画史应用，以及由此给中国美术

史研究带来的崭新面貌。其中中国书画的隐喻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本文试图以中国书画史研究为中心，

并基于上述两个方面来对美术学与符号学的关系作一梳理和阐述。 

关键词：符号论美学 中国书画史 研究隐喻 影响 

 

徐东树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84646948@qq.com 

西周器物的“符号化”及其意识形态转换 提要：周代器物摆脱了商代器物自然语言式的符号意指方式，

进入了一种制度化的符号象征体系阶段。在周代礼制观念下，西周器物的铭文、器物组合、纹饰、功能与

意义内涵形成了组合成具有新的价值观念内核（“德治”）的结构与系统，器物的生产与形式从此打上深

刻的意识形态内涵，参与了制度演化的进程，成为深刻的制度之“物”。 

关键词：西周器物 符号化 二度规范体系 制度 意识形态 

 

张淑萍 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maom8118@163.com 

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摘要：陇中是中国民俗剪纸的发源地。祭祀和巫术是剪纸生发的直接动

因，纸张的发明使得祭祀和巫术性剪纸在民间普及。南北朝之后，世俗性装饰剪彩出现。陇中民俗剪纸包

括剪纸和刻纸。祭祀类剪纸以刻为主，巫术类剪纸以剪为主，装饰类剪纸除了春叶和遮面是刻纸之外，绝

大多数以剪为主。陇中剪纸的特征是“野”，接近于原始岩画，构图简单，线条粗拙，主题鲜明，其中图

腾崇拜、生殖崇拜、生命意识等比较浓厚。在技法上，陇中民俗剪纸采用多种修辞手法达到表意的效果，

包括明喻、隐喻、提喻、转喻、象征、类比、谐音、夸张等。巫术类剪纸的功能在于招魂、送病、驱鬼、

镇宅、辟邪、祈雨等。祭祀类剪纸用于敬神、祭祖。敬神类剪纸较简、较抽象，旨在歌功颂德，达到娱神

之效。祭祖类剪纸较繁复，以表达哀悼、思念，为逝者提供冥界生活用品和便利。装饰性剪纸旨在装饰、

娱人。陇中剪纸还有儒教忠诚孝道、道教阴阳五行观念、佛教善恶因果轮回说等意识形态渗透和女性主内、

妇功、生育等社会身份及文化品格的建构功能。 

关键词：剪纸、祭祀、巫术、装饰、修辞、功能 

 

彭凌玲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38957853@qq.com 

论符号学视野下中国民间美术字的诗性结构 摘要：本文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提出的“象似符”

理论为论证根基，从符号与所指对象之性质的某种相似性着手，于“图像符”、“图表符”、“隐喻符”，

及“象似符的超越”四个层次，逐一探讨民间美术字象似符号的诗性结构和文化意蕴。得出结论，民间美

术字的每一个像似符号就是一个图式，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它所表露出的生机趣意，乃是对生活气象、自

然大化的一种描绘。这种描绘是通过寻求与对象间的相似性来表征再现的，而“相似”是存在于能指与所

指中的双向对称，它超越了模仿中能指与所指的单向决定关系，不仅能象似出现实的既定序列，也成为展

现多重意义的复合整体。如此，民间美术字中的象似符号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即实在的单纯复写，它是导

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因而，民间美术字的象似符也可以成为艺术符号认识论中

的一个研究问题，帮助我们对民间美术字睿哲变通的内在旨趣、进化之途所包含的新文化因子，以及所流

露出的民族心理和心灵世界做出深入解读。 

关键词：中国民间美术字；象似符；象征义 

 

张 平 zpzplily@126.com  

绘画符号及其实现意义的过程 摘要: 本文试图从符号学理论出发，把绘画艺术看作是一种符号体系。并

尝试运用符号学理论来界定绘画符号的定义、功能、称谓及其类属性质。根据绘画符号的形式、内容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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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实现的过程，把绘画符号划分成三个意义层面，即视觉意义、指涉意义和主体意义，构成了绘画符号的

多元复合结构图式。然后，针对绘画符号的独特意义层面——视觉意义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突出阐明绘

画符号的主要特征就是视觉意义，使它清晰地区别于其他形式的符号。 

 

5．传媒，文化，翻译，教学 

赵毅衡 四川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  摘要：标出性是对立二项之间不平衡的原因，在语言学中已经有很长的研究历史，

但至今在根本机制上没有定论。标出性在文化研究中更重要，但是文化符号学至今未能讨论这个问题。本

文建议把标出性视为三项关系：中项偏向正项，构成非标出集团，联合排挤异相，使之成为标出项。与语

言不同，文化符号学的标出性容易变动：中项易边，造成标出性翻转，成为文化演变的动力。尤其在现代

社会，标出项对中项大众有“艺术性”吸引力，因此成为现代美学的一个重大问题。 

关键词：标出性，文化符号学，文化演变，艺术 

 

陆正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跨媒介音乐的符号间性    摘要：当代绝大部分音乐已经不再是纯音乐，而是与其他媒介协同，构成的“跨

媒介音乐”，比如歌曲，音乐剧，电影音乐，电视音乐，以及电子游戏音乐等，这是当代文化中音乐起作

用的主要方式。此时音乐的符号表意，必须通过和其他的媒介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符号间性，呈现组合

意义模式。音乐与“主媒介文本”有四种配合方式：主文本内有声源，主文本内无声源；音乐与主文本在

意义上形成协同关系，音乐与主文本在意义上形成背逆关系；由此形成四种符号间性修辞关系：明喻：主

文本内有声源，表意上协同，造成跨媒介文本意义深化；隐喻：主文本内无声源，表意上协同，造成跨媒

介文本意义生动；悖论：主文本内有声源，表意上背逆，造成跨媒介文本意义复杂化；反讽：主文本内无

声源，表意上背逆，造成跨媒介文本意义多元化。本论文通过不同的个案分析，试图剖析跨媒体音乐特殊

的表意方式，尤其对反讽这种 复杂的符号间性作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符号间性  跨媒介 音乐   

 

凌 逾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lingyu08@163.com 

难以叙述的叙述：《浮城志异》的图文符码互涉 摘要：在图像、影视和电子媒介霸权的时代，文学艺术

被视觉艺术挤压至边缘，甚至有终结之虞。香港作家西西却借视觉艺术之势，化用图像为文所用，并从图

像叙事言说的技法中获得灵感，开创出新的图文互涉叙事创意。本文以西西的短篇小说《浮城志异》（1986）

为例，探究她如何受比利时画家雷奈•马格列特（Rene Magritte）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启发，在“图、形、

文”即“言、意、象” 三者之间，突破各自的局限，相得益彰地表达哲思意蕴。一是难以叙述的叙述：

超现实图像与寓言体小说的“比、兴”。西西在超现实主义画作、拉美魔幻写实、中国古代志异体之间挖

掘出共通点，采取超现实的“兴蒙太奇”，在两不相涉的事物之间顿悟，组接话题。《浮城志异》并置超

现实主义绘画和魔幻文字，运用超越理性的“兴”，运用电影蒙太奇技法，超现实地组接事物，联结语篇，

在抽象隐喻层面水乳交融，反叛传统的线性叙述，体现出非逻辑性、寓言性和神话性。二是时间零：小说

空间感与绘画时间性的共时呈现。传统文化认为“绘画是空间艺术、小说是时间艺术”，但高明的画家能

在绘画空间中展现出时间的“段”感，而高明的作家能在小说时间中再现出空间的“立体”感。单幅画作

串接为整体的连环图，也使绘画艺术产生出时间性。小说整体则可以呈现为“时间零” 结构，反叛传统

线性叙述，体现出空间感。《浮城志异》借马格列特的画作，将“时间零”化为可感的形象，表达人类面

临生死抉择而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图文互生的深刻之处在于表达难以言说的观念，成为意义丛生的迷宫。

三是符号与经验的断裂：象示明意与不说即说。《浮城志异》则是“不说就是说”的典范，运用“言外之

mailto:lingyu08@163.com
mailto:lingyu08@163.com


第 10 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 

 20

意、弦外之音”的隐喻，促使读者无限接近事情的本相。《浮城志异》运用图文互涉叙事，实现了写实与

写意的融合，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可看与可说的融合，直觉与本质的融合。 

关键词： 超现实与比兴 时间零 不说即说 

 

Ｘｕ Ｔｏｎｇ xutong@pku.edu.cn  

“想而不得”：西班牙“媚仿”现象文化符号研究 摘要：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 1883-1955）认为每个民族的语言中都存在着一些在其它语言中无法找到对等概念的语汇，但恰

恰是这些“无法翻译”的词语往往在隐喻层面准确描摹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特质。“cursi”（本文姑且译

为“媚仿”）就是这样一个西班牙语词汇，无论是英文的“snob”，德语的“Kitsch”，亦或法语的“lion”，

汉语的“媚俗”，都无法准确传递“cursi”复杂而微妙文化含义。在 19 世纪西班牙自由主义变革语境下，

“媚仿”蕴含了一种深切的发展渴望，代表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模仿努力， 终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想而不

得”的尴尬结果，个中甘苦，令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媚仿”是带有鲜明西班

牙特征的文化现象，构成了一种扭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达，不仅成为 19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文化主流

特质，它的余波甚至延续到佛朗哥独裁（1939-1975）和民主过渡时期（1975-1986）。换言之，面对欧洲

汹涌的现代化浪潮，面对国家全方位衰落的现实，“媚仿”传递和暴露了西班牙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

困境。本论文试图从文本分析入手，分析“媚仿”文化符号内涵，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匮乏特性与自足属

性，揭示其与浪漫主义和先锋派之间的关系，探讨“媚仿”潜藏的现代性特征。 

关键词：媚仿；现代性；意识形态 

 

陈开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ckaiju@139.com 

泛符码化：土著文化何以存续？--从恩施土家族民歌和生活舞台化说开去 摘要：经济社会的持续、全面

发展使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到西部渐次展开工业化，实现现代化。自我国加入 WTO 以来，这种发展加速了。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以工业化为标志的资本文明取代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间格式化、角色模块化、生活

同质化的社会生活样态取代了传统的时间自主型、角色综合型、生活族群化的传统社会生活样态。全球化

背景下我国中西部的经济大发展正伴以文化形态、传统生活方式尤其是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及传统生活

方式的涂没。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富于名族、地域特色的传统生活方式何以存续已经成为文化学、社

会学、民族学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热点问题。本文从文化学中的种族、族群研究视角探讨少数民族文化

（土著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存续问题，以近十年来取得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为主要研究案例。这里，曾经世居深山、与外隔绝的少数民族土著族群衍生、传承着独特的巴文化：作为

口传文学主要形式的民歌/山歌、围绕农耕生产的各种节庆、适宜山地地理、气候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

文化。民歌是缺少文字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生活的符码化提炼，自古以来广为传唱，近年来更是唱响

了山里山外；各种富有浓郁民族风情的节气庆典及生产生活样态如今在部分著名景点和食肆登台演出。我

们将这种把少数民族或土著种群的生活全方位符码化从而得以镜像化再现的现象称为土著文化的“泛符码

化”现象。它体现着土著文化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宏观文化语境下的顽强表达，同时，符码化也是土著文

化在资本文明形态中实现存续的不可多得的一种途径。 

关键词：泛符码化 土家族民歌 农耕生态 文化镜像 文化存续 

 

 

李岩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liyan414188@sina.com 

符号学与新闻学研究交汇过程的几个问题 摘要： 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创作的规律，它包括理

论和业务两个方面，理论探讨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具体为新闻事业在社会整体框架中扮演的角色、功

能及其起作用的方式等。业务部分的核心涉及新闻作品创作-建构意义的各个方面。与任何意义的创作-建

构一样，新闻作品是用文字、图片、版面、声音、图像等构成完整的意义，不同的是新闻作品的创作要坚

守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违背这个原则，新闻作品的价值就丧失了，新闻事业赖以存在的正当理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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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因此，为了保证新闻作品的基本价值，新闻写作形成约定俗成的创作模式，即任何一个新闻作品

都必须在“五个 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方面保证其准确性，所言准确性是指可以通过人

们认可的标准一一验证核实。新闻学界将新闻作品定义为“关于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是强调新闻

作品的时效性；二是言其事实，即真实；三是报道，即创作。当我们将新闻创作-作品放在符号学的理论

视野中加以分析研究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有没有未经文字等符号表征过的事实？新闻报道能够真实

吗？创作是“零度”的吗？由此，符号学与新闻学研究交汇后的焦点凸显出来。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和与会

者交流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1、符号学与新闻学在元理论上的不同与交汇的可能。2、新闻创作的真实

与真实性。3、追求客观与新闻创作的非“零度”。 

 

胡易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yu813878@126.com 

图像理据与“普天同文”理想 ——论完美符号的实践 摘要：语言的分化并不仅仅存在于古老的巴别塔寓

言中，更是文明分化和诸多纷争的现实原因。人类一直企图创造一种“超语言”跨越交流障碍，以实现所

谓“普天同文”的理想。本文指出，“普天同文”的本质是文化的平等或大同，它不可实现的深刻原因在

于，割裂了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同一。在各种方案的世界语未遂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传媒和技术导致世界

信息内爆为地球村，读图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图形语言成为这个后语言中心时代交流的新途径——它会

否成实现普天同文理想的完美符号？本文通过分析图像符号的核心基础——理据性——来讨论有关完美

符号探索的价值与局限。重要的结论是：连同图像语言在内的任何一种符号语言都无法对现有自然语言构

成替代性关系，它们只是高度符号化的当代文明中涌现的又一组符号系统，而不是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元

语言”。完美符号是一定前提下的有效选择。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天同文”已经实现并正在以更多新

方式实现之中。 后，本文对地球村下的共通语言现有的实现方式做了简要的归纳。 

关键词：世界语；图像符号；元语言；符码 

 

刘宇红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行徽趋同现象的符号学分析 摘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行徽都由多个符素或亚符号按

一定的结构次序组合而成，它们在行徽内部体现为组合关系，并在行徽之间体现为聚合关系。行徽的趋同

化特征源于三个因素：一、古钱亚符号的重复使用并且构图面积偏大；二、聚合关系中的符素或亚符号在

结构上被扭曲，缩少了这些符素或亚符号的区分度；三、人类的感知策略或认知惰性忽略了某些能指相同

但所指不同的符素或亚符号。从意指过程来看，古钱亚符号与银行服务之间的第一意指关系被一再借用，

由此形成第二甚至第三意指系统，如果充分考虑不同意指系统的结构内嵌关系，那么行徽之间的雷同现象

可以 大限度地被消解。 

关键词：银行；行徽；符号学；亚符号；符素；组合关系；聚合关系 

 

黃駿, 台灣海洋大學   

涂爾幹與象徵--兼論其與中國文化之可能関联 與符號學早期建構頗有關聯的結構主義者索緒爾、李維史

陀，均某種程度上與涂爾幹有所淵源。本文即以涂爾幹的相關作品為探討對象。於其早期作品「社會分工

論」中，涂爾幹表示社會根本上乃是一「凝結」狀態，也就是人們聚攏一致而產生超乎個人之集體存在。

這個集體存在得由象徵的方式來把握，而「社會事實」就是此一象徵。涂爾幹謂之「社會事實」指涉一種

人群中的現象，其可對個人發揮力量，個人若順從之，可得到人群的讚許或肯認，若拂逆之，則將受到處

罰制裁。而社會也於此一過程中皆可增進其自身之力量。涂爾幹曾特別以法律為此象徵之範例，指出”壓

制性法律”（如刑法）即象徵著人類早期的以相似性為構成條件的社會，而” 恢復性法律” 象徵著人類

晚期的以差異互補性為構成條件的社會。涂爾幹在晚期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型式”中追溯此一象徵與社

會之根本連繫。他指出宗教作為社會之根本狀態，正是以象徵為其施力之管道。宗教將世界分為「神聖」

與「世俗」，其實神聖物與世俗物之差別僅在一種集體氛圍下之認知。許多部落的圖騰及其章記，往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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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膜拜，就在人們不約而同對此象徵產生敬畏之際，社會結構便產生了。至於此一方式與中國早期思想與

社會具含之集體神聖性及其後續發展之關係，亦值得進一步探討。 

 

彭佳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pj8024@163.com  

试论台湾原住民文学的“标出性” 摘要：文化的二元对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文化之“标出性”理论从

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借用语言学的标记理论，将文化的二元对立展现为“正项-中项-异项”的三元结

构。其中，前两者统称为“不标出项”，后者称为“标出项”，而中项的偏边决定着文化之“标出性”的

改变。为创新故，文学和艺术带有追求“标出性”的自然倾向，不断向异文化进行借鉴和学习。然而，这

种倾向能否帮助异文化取得自身“被标出”地位的翻转，还需结合考虑标出性在不同层面的易边。 本文

从这一角度出发，讨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在语言、美学风格和题材上之“标出性”的变化，并引入尤里·洛

特-加龙省-加龙省曼的“符号域”（semiosphere）观念,通过对比符号域的“子域”和“主域”中标出性

的变动可能，讨论原住民文学“自筑入史”与“共筑入史”的辩证关系。 

 

蔡爱梅 福建 福州 350001 

神话分层结构的符号学研究 ——与列维-斯特劳斯“唯一神话”结构的比较    摘要：应用数据挖掘（Data 

Mining，DM）又称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 in Database，KDD）研究比较与列氏 “唯

一神话”结构相同的中国“乂艸&鸟”神话。这种植物（乂艸）的根、株、叶、花萼、花、蒴果、子房、

雌雄蕊、种子等植物构件被赋加“神话”后复合造形，以器形、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形式铸造在殷

商青铜祭祀礼器上。将“乂艸&鸟” 神话的研究范围扩展至遥距商土区域，对典型祭祀礼器进行共时和历

时分析，此结构仍保持不变。将神话结构符号映射至神话讯息层、表示层（讯息格式化、符号化）、解释

层、运维层、网络层（物名与谱系）、族链层（族属定位）、物理层（二元结构）、过渡层（云思维/云处理）、

伦理层，此九层结构作为多方协商过滤器和话语通分交流器，前者进行纵向信息标准化、符号化，后者以

层为水平与各方展开思想碰撞并对等交流。本文关于神话结构符号隐喻 “唯一神话”的论述是以运维层

为中心展开探讨的。 

[关键词]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神话思维；甲骨文金文；乂艸；   

 

 

6．重庆符号学圆桌会议 

成军 西南大学   

语言个体发生与语言系统发生的复杂性科学视角  摘要：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

发展的新阶段，其研究对象是复杂系统，重点探索宏观领域的复杂性及其演化等问题。从复杂性科学的视

角看，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非线性的、适应性复杂系统。语言个体发生与语言系统发生在本质上

具有一致性，进程都是习得，受人类交往过程以及具有领域普遍性（domain general）的认知过程的制约，

尤其是，语言使用至关重要。因此，个体语言发生可以在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用语言系统发生过程来加以阐

释。 

关键词：语言个体发生，语言系统发生，习得，复杂性科学 

 

肖燕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时间转喻的符号二重性 摘要：时间是人类认知中的基本概念，也是一个独特符号。由于它是一个抽象的

概念，在人类通过隐喻和转喻对其实现概念化的过程中，它首先是一个被认知的符号。本文认为，在时间

的转喻思维中，这个符号具有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时间符号内，通过转喻思维，时

间呈现的不同形式与时间意义之间的关系；二是在时间的转喻表征中，时间语言符号和时间图式之间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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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清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语言符号注意分配的认知研究 摘要：心理学研究证实，人对同时作用于感觉器官的所有刺激并不都同时

发生反应，而只对其中少数刺激加以注意。这种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而做进一步加工的特性叫做知觉特性。

排除干扰，选择少数刺激或刺激的某些重要方面给予注意，有利于有效地认识外界事物，适应外界环境。

不仅如此，经验现象学还告诉我们，注意是一个双极过程，即，物体或物体的某一方面因其在一定程度上

的突显，它也会主动地吸引我们的注意。表现在语言上，注意既可以影响语符号的选择和表达，同时，语

言符号自身的某些机制也会影响着人对语言的注意分配。那么，语言符号究竟有哪些注意准则

（guidelines）或者机制（mechanism），它们又是如何影响着人的注意分配的呢？在认知语言学突显关

和注意观的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对这一领域进行一定的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符号；注意分配；突显 

 

肖开容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框架与中国古诗英译中的文化信息传递 摘要：中国古诗英译的 大障碍是中外读者的知识系统差异。为

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知识表征的框架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古诗误译现象的认知根源，并从框架成

分更换和框架系统调整两方面提出了中国古诗英译中文化信息传递的认知操作策略。 

关键词：框架理论，框架，中国古诗，文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