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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符号三性论
彭佳

摘

要：艺术是用符号表达的，因此，艺术必然具有符号性。从皮尔斯的符号三性论出发对艺术进

行检视就能看到，艺术的像似性，其实是像似性和规约性的结合； 艺术不具有直接指示性，但它具有自
反指示性； 艺术是规约性的，然而，艺术的反规约性，是其自我发展的终极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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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艺术作品和其对象之间有何直接的（ immediate ） 相似

和任何意义表达一样，艺术的表意离不开符号； 而与其
他符号殊为不同的是，艺术符号是整体性、而非离散性的：

关系，是人们所探讨的重要问题。

这是艺术符号学已经达成的共识。无论是苏珊·朗格（ Su-

人们能够认出康斯坦布尔画的风景是风景，夏尔丹画

sanne Langer） 所认为的，艺术是整体性的有机象征； 还是洛

的器物是器物，是因为在他们的绘画作品和对象之间，有一

特曼（ Juri M． Lotman） 所秉持的，艺术是以符号的意义组

种明显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是不拘于哪个文化环境中的

合、
即文本为单位的观点，都将艺术视为必然经由符号来表

人都能够认知和感受的品质。然而，当人们判断一幅画是

意的创作。既然艺术是用符号表达的，它就必然具有符号

否和它的表现对象相似的时候，所凭借的标准是什么？ 人

性。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认为基本的符号性有三

们何以认为丢勒和伦勃朗的自画像就像他们本人。在那个

种，即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这三种符号性在艺术中是

时代，画像几乎是个人形象唯一得以保存和流传的手段，那

如何产生的？ 其表现和其他类型的符号文本有何不同？ 从

么，既然对象已经不存在，人们还如何判断这种对象与文本

以上两个问题出发，本文将对艺术的符号三性展开讨论。

一

之间的相似性呢？ 蒙娜丽莎的画像与它那谜一般的对象之
间的相似性何在？ 波蒂切利和安格尔画的维纳斯区别如此

艺术的像似性

之大，为什么人们还是觉得它们必然与概念中的那个神话
人物相似？

什么是像似性（ iconicity） 这个问题，不少符号学家已经

图像，尤其是艺术图像，它在人们脑海中形成的认知像

有过讨论。简单来说，像似性就是“像似符指称对象的性
①
质” 。皮尔斯在谈论像似性的时候，几乎总是和像似符（ i-

似性问题是如此复杂，不少认知符号学家都对它进行过探

con ） 联系在一起，并且，他常常使用的是相似性（ likeness，

讨。著名的符号学家索内松（ Göran Sonesson） 曾对图像的

resemblance ） 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像似性。他举例说，照片，

像似性比喻加以讨论，试图厘清人类认知中对视觉形象及

尤其是即时的照片，是再明显不过的像似符，因为它与它的

其对象之间基本的、普遍的相似品质的感受及其比喻是如

对象非常相似。但另一方面，皮尔斯并不认为，像似性和相

何形成的。 本文无意进入认知符号学领域，但试图指出，对

③

似性可以划等号。他写道，“也许有人要问，是否所有的像

艺术作品像似性的感受必须依靠经验。正是观众的经验使

似符都是相似（ likeness ） 的？ 例如，如果展现一个醉汉是为

得他们可以感受到康斯坦布尔画的风景是风景，夏尔丹画

了对比出解救的优越性，那么，醉汉当然是一个像似符，但

的器物是器物； 也是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可以从画作的色
彩、
结构、光影、细节精细程度等等来判断，丢勒和伦勃朗的

②

是，它是否相似确实令人怀疑的。”

如果说像似性可以和相似性无关，那么，它到底是一种

画像是否相似于对象，蒙娜丽莎的画像是否逼真。也是经

什么样的性质？ 皮尔斯为“图像”这种像似符举的例子是

验使观众可以从画像的标题、背景、画中的种种象征判断

图画，在图画中，视觉上的像似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他将

出，波蒂切利和安格尔画的维纳斯都是维纳斯，这两幅作品

其称为“图像像似性”，也就是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单纯

与神话中的爱神颇为相似。而在这些所有的经验中，油画

的某种品质的“相似性”。而艺术作品作为对主体感知到

这一体裁的规定性带给观众的经验恐怕是决定性的： 即使

的对象世界的再现或表现，它和自身所表现的对象之间的

是没有阅读过古希腊故事、不知道维纳斯从海中诞生这个

相似性（ resemblance / likeness）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也就

典故的观众，也能因为油画本身的体裁，而感受到安格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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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美少女与某位美少女形象的高度相似性： 因为油画本

在规约性、指示性的模塑之下，还有一个最基础的、生理性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就是追求最高程度的逼真性的艺
身，

的模塑过程： 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看到使用透视法的西洋

术。这种体裁的规定性，以及艺术品的表现手法和文化象

油画像似程度更高，是因其更符合人类的视觉生理认知规

征长期以来对观众审美的影响，其实是由规约性（ conven-

律； 而正是其上的规约性的模塑过程，使得中国的画论家在

tionality） 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的像似性。

面对西方油画的逼真技巧时有所保留。由于人类的经验是

艺术体裁的规定性和象征是规约性的，这很好理解； 但

生理经验和文化经验的混合，而认知是一个意义累积的过

艺术表现手法为什么是规约性的？ 难道西方油画本身对逼

程，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规约性调节着、影响着人所形成

真性的追求不足以证明它的像似性，还需要外部的约定？

的像似符的像似性。

卡罗尔（ Noel Carroll ） 在《艺术哲学》（ Philosophy of Art） 一

行文至此，可以对上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相应的答案：

书中提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 古埃及人在画人像时统一遵

为什么较之于古埃及的正面律绘画及中国的平面绘画，立

循正面律，即在侧面的画像上画上人的双眼，这种表现手法

体透视的油画的像似性更高？ 因为它较之于平面绘画而

和西方油画相比，哪一个与它的表现对象更相似？ 毫无疑

言，更为符合人类的基于生理特性而产生的模塑系统。为

问，
现今的观众都认为西方油画的逼真度更高，但卡罗尔却

什么蒙娜丽莎这种对象不明的油画、或者说人们已经无法

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都接受了油画表现手法之规约性的缘

看到对象的历史人物画像，以及宗教神话题材的绘画，也会

故： 如果让当时的埃及观众进行选择，他们更可能认为古埃

被认为有很高的像似程度？ 因为它们不仅符合人们生理性

及画像的像似程度更高。他因此总结道： “再现是由规约系

的模塑系统的视觉特征，而且受到规约性的影响： 油画这种

统建立了其指涉物的符号……一旦我们习惯了再现的某种

体裁的规约性，以及画中种种神话象征的规约性—而这些

既定形式，它就对我们显得很自然。” 照卡罗尔的说法，对

象征，已经是皮尔斯所说的、规约性的“比喻像似”。艺术作

于哪一种艺术手法更能逼真地再现对象，这取决于观众对

品必然是具有像似性的，但归根到底，正如苏珊· 朗格所

这种手法的熟悉和接受程度，归根结底是个规约性的问题。

说，艺术作品必定具有规约性。皮尔斯在描述某些像似符

④

然而，卡罗尔的说法是否能站得住脚？ 较之于东方的

号时曾写道，“各种规约性原则保障了这类像似符号中的相

平面画，立体透视的西方油画更接近于人的视觉规律，这是

似性关系之达成” ： 艺术的像似性正是如此—它是人类生

毋庸置疑的事实。清代的艺术评论家邹一桂赞扬西方油画

理感受的像似性与规约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类独有的

的透视法之逼真性时，说它“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令人

三重模塑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艺术的像似性是主体性

⑤
几欲走进。” 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又说其“笔法全无，虽

的： 它既是人类生理主体性的产物，也是规约性的文化主体

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胡易容对此评论道，“这段对西洋

性的产物—正因如此，像似性才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

画的评论表明，虽然对西洋画的精确透视所造成的‘逼真’

因为在所有人类共有的生理基础结构上，语言和文化如同

⑨

⑥

感到惊奇，但并不在艺术层面接受西洋画的这个特质。”

不同角度和聚焦的镜子一样，为自身范畴中的艺术形塑出

也就是说，其实西方油画的像似性是中国的画论家能够清

各自相异的像似性。

⑦

楚意识到的，不过这种技巧不符合中国传统国画的体裁“规

二

约性”，因此不被接受和肯定。但是，西方油画对于对象的
像似程度更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卡罗尔的论证在此并

艺术的指示性

什么是指示性？ 如同像似性是对像似符及其对象之间

不能成立。

关系的描述那样，指示性指的就是指示符与其对象之间的

要弄清这个问题，不得不求助于一个符号学的基本概

关系。前文已经提到，指示符就是直接“指出”对象所在的

念： 模塑系统（ Modelling System） 。所谓模塑，就是以物种特

符号，如皮尔斯所说的，“可以把指示符定义为这样一种符

有符号方式对世界的赋形。“模塑系统”这个概念是洛特

号，因为它能够真实地反映它的对象，所以它适合成为这样

曼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的初级模塑系统是语言，其上的则

一种符号……它可以实际上将解释者引到它所指示的每一

是文化。而这两种模塑系统，也就是决定人类如何去认知

⑩
个对象的经验之中。” 也就是说，指示符强调对象的呈现，

世界的符号系统，它其实是一种像似性和规约性的复合： 在

强调自身与对象之间的那种“实在的关系”。

人类的认知中，像似性和规约性的关联其实是非常密切而

斯科菲尔德（ Tom Schofield） 等人指出，指示符可分为

难以绝对区分的。生命符号学认为，人类和其他所有使用

两大类，一类的指示性是物理性的邻近或方向，是直接的连

符号的生物一样，都有人类的生理认知能力所决定的、对世

续性，而另一类指示符的指示性则在于指示的行为或形式

界的映现和认知系统。西比奥克（ Thomas A． Sebeok） 将由

本身。他们进而论证道，“指示性是和指示系统（ 由语境而

生理感性特征建立的模塑系称为“第一模塑系统”（ primary


瑡
瑏
来的意义） 和表演性（ performativity） 紧密相关的” 。为了

modelling system） ，而将指示性、延伸性的模塑系统和以规

区分这两种指示性，本文建议将第一种指示性称为“直接指

约性为基 础 建 立 的 模 塑 系 统 分 别 称 为“第 二 模 塑 系 统”

示性”（ direct indexicality） ，它的作用主要在于指出对象； 而

（ secondary modelling system） 和“第 三 模 塑 系 统”（ tertiary

将第二种指示性称为“自反指示性”（ Self － reflexive indexi-

modelling system） 。⑧ 这意味着，人类的模塑是三个层次的，

cality） ，它主要指向的是自身的指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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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示符的作用就是指出对象，如果对象不存在，指

这个问题？

示符就不可能形成： 它的建立基础就不成立。按照这个看

对于现成品艺术的指示性，克劳斯（ Ｒosalind Krauss） 在

艺术符号就不是典型的指示符，因为它并非意在指出对
法，

《指示符注 解： 美 国 七 十 年 代 艺 术》（ “Notes on the Index：

象，而是重在表达意味： 如赵毅衡所说，艺术意指具有非外

Seventies Art in America”） 一文中 的 讨 论 值 得 借 鉴。她 指

延性，它往往会跳过对象： “艺术符号把指称对象推开，与实

出，有一类指示符和雅柯布森所说的“转换词”（ shifter） 类

瑢
瑏


用意义保持距离，也就获得了一定的表现自由度。” 赵毅

似，也就是像“你”、“我”、“这里”、“那里”这样的代词，它

衡举了大量艺术批评的例子，尤其是钱锺书关于艺术表意

本身没有确定的意思，作用索引式地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

特征乃“貌言”、“华言”的论述，来论证艺术的这种跳过对

个对象，因此，它的意义完全靠语境来输入。她认为，杜尚

象、脱离外延的姿态。

的作品具有的批判姿态就在于，它让人们看到了艺术的意

对于艺术经常跳过对象、或者说隐藏对象的这种特征，

义是由体制决定的，是由已有的文化和艺术法则规约的。

不少符号学者都有过论述。盖尔（ Alfred Gell） 认为，艺术都

通过将艺术品作为如同“转换词”那样的指示符来呈现，可

是人造物，是人所引起的，就像火引发烟那样； 因此，在考察

以为艺术品的意义加上“极大的任意武断性”（ tremendous

艺术创作的主体性时，如果将艺术视为一个指示符（ index）

arbitrariness） ，从而挑战艺术的边界。她认为，自 20 世纪 70

的，它应当指向的不是自身的对象，而是自己的来源，也就

年代以来的大量艺术作品都是这样的“空指示符”（ empty

是其创作者及意图

indexical sign） ，它们被艺术家从日常生活中挑选出来，作为

这就如同烟这个指示符指向了火的

瑥
瑏


方向。然而，由于人们对创作者（ 作为人的艺术家） 及其意

艺术品进行展示或再创作，用以表达不同的意义。

图的误读，在现实中，这个清楚的指示符却起不到作用： “艺

克劳斯的话说对了一半： 现成品艺术的确是“空指示

术人造物的来源被忘记或者说被遮蔽了，从这个物质性的

符”，但“空”的并不是“意义”： 大量艺术符号的意义都是待

瑣
瑏


指示符到艺术家主体性的试推被阻断了。”

在的，需要靠外在语境输入的，如未来主义、极少主义的绘

盖尔将艺术品作为指示符的指向从自身对象移到解释

画，如果不依靠艺术家自己的说明或评论家的意见，恐怕一

项，即创作者及其意图，也就是艺术品的意义，这恐怕违背

般观众都不容易弄懂。现成品艺术作为“空指示符”，“空”

了指示符原有的定义和作用： 指示符是指向对象的符号，它

的是对象： 它索引式地指向在艺术展示场所和体制之外的

的作用就是指出对象所在，或者指出自身的指示形式。这

任何日常制成品，从而揭示出： 一件日常物品是否能成为艺

一论述正好证明： 艺术作品在很多时候是“非指示性”的，

术品，完全取决于语境。诸如代词等转换词的“空指示符”，

因为它主要是引向对其意义的解释，而非对象本身。即使

其对象依靠的是语境，而非意义依靠语境； 作为现成品艺术

是遭遇现代性压力之前的西方油画，虽然它长期维持着追

的指示符也是如此。杜尚的《泉》指向的并非某个固定的

求与对象高度相似的传统，其主要的目的也不是让观众辨

小便池，而是展场之外任意的日常用品，指向的是自身作为

认出对象是谁、将他们的注意引向对象，而是让人感受到其

艺术作品的展示形式，那个原本透明的框架。

技巧和形式上的像似程度，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宗教文化

这样的指示符，和前文提到的、斯科菲尔德（ Tom Scho-

意义。艺术的非指示性的确是普遍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

field） 等人所说的具有“自反指示性”的指示符其实是同一

要拉远表意距离、让人不能即刻明白而长久回味的符号。

类： 它着重指向的并非对象本身，而是本身的艺术符号形

由于剧烈的物象变形，当代视觉艺术的对象变得难以

式。在“泛艺术化”的当代，这样的艺术指示符可谓遍地皆

辨认，胡易容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象物的离场和动力对象

是： 废旧建筑材料、家具、电器、儿童玩具、甚至身体的排泄

瑤
瑏


的凸显” 。他认为，现当代的大量艺术作品有意识地化解

物……一切已经存在的现成之物都只要被放在艺术的语境

了由人类的生理模塑系统所认知的对象，使对象的形式变

中来展示，就必须将其视为艺术。艺术的这种“自反指示

得陌生，从而使它要表现的动力对象，也就是文化意义、规

性”，是它的现代性使命造成的： 在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

约意义上的对象得以凸显。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现当代艺术

求下，每一种存在都必须“自我立法”，艺术也概莫能外。柏

作品的表意距离延长的原因： 一眼可见的直接对象形式，也

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 认为，艺术进入现代时期以来就

就是即刻的像似性被消解了，艺术符号不着眼于将观众的

是以“自我定义”为驱动力，以各种方式实现自我的“纯粹

注意力引向对象，而是将其引向自身的解释项，引导观众去

化”，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正是这种“自我定义”、“自我确

寻找意义。由此可见，在现当代艺术中，非指示性是表现得

证”的动力，促使艺术越来越淡化自身的“直接指示性”，不

相当明显的。

以具体地指向某个对象为要义，而强化其“自反指示性”，

对象的直接可见形式的变形和消解，这的确是现当代

强调突出自身作为艺术的形式。现当代艺术的“直接指示

艺术的一个重大特征，可以将其视为艺术非指示性加强的

性”持续降低，而“自反指示性”不断加强，其原因在此。

例证。然而，在面对现成品艺术时，艺术的非指示性却遭遇

当然，现当代艺术的这种“自我确证”，这种从其他任

了强劲的挑战： 日常的器物被放进艺术展厅，明确地宣称自

务中解放出来的特征，并不意味着艺术只指向形式，而一定

己就是艺术作品，对象就在眼前突显出自身，此时，还能说

要和意义剥离： 波普艺术明确地赞扬商业文明，超现实主

它作为艺术符号是非指示的吗？ 艺术符号学应当如何解决

义、达达主义都表达了强烈的文化批判，未来主义歌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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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但这些并不妨碍它们作为指示符，始终保持指向自

性哲学对神性的贬抑中，人的身体作为主体获得了无限性，

身表现形式的姿态。在现当代艺术“自我确证”的过程中，

取代了神性的无限，而线性透视法所表现出的身体和空间

由于各个门类的艺术都力图穷尽一切可能来确立自身，因

的连续统一，正好是这种哲学观的形式象征。 正是基于这

此，它们在材料、技巧、题材上不断挑战艺术的边界，不停地

种哲学观，线性透视法才得以成为了西方绘画的基本法则

将新的元素吸收到艺术创作中来，不仅艺术的对象变得越

之一： 它的规约性获得有着深刻的文化缘由。由此可以看

来越难以辨认，已经确立的艺术界限也不停被打破，因此，

到，
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是浑然一体的，不能截然分开，它们

艺术必须保持指向自身作为艺术这种形式的姿态，保持这

作为整体的象征符号，是文化规约性的产物。

瑩
瑏


种“自反指示性”，才能够使自己能够作为艺术被接纳。可

在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哲学理论中，艺术作为整体

以说，艺术的这种“自反指示性”，已然成为判定现当代艺

象征符号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晰。朗格认为，艺术作品是

术作品是否能够被视为艺术的标准，因此是它的一个重要

形式和性质的各个要素所共同构成的整体符号，它在整体

特征。

上的象征性是无法被拆解的。对于艺术符号的这种整体

三

性，朗格用“有机性”来进行概括，将艺术品比喻为生命性

艺术的规约性

瑠
瑐


的存在，艺术符号如有机体一样是不可分割和侵犯的。 而

什么是规约性？ 皮尔斯是用“规约符“（ symbol） 来定义

在《音乐符号》一书中，著名的音乐符号学家塔拉斯蒂（ Eero

规约性的，所谓规约性，就是规约符与其对象之间所具有的

Tarasti） 则指出，尽管音乐在很多时候是像似符—如贝多芬

一般法则，尤其是社会性的约定关系。他说，“规约符（ sym-

奏鸣曲《告别》一开始的钢琴号角声，模仿的就是 18 世纪狩

bol） 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借助法则

常是一种一般观念

猎者的号角，但它的整体意蕴却是规约性的，因为听众必须

去指示它的对象，而这种法则使得这个规约符

了解调性音乐语言这一套规约性的符码系统，才能够理解

被解释为它可以去指示那个对象。因此，它自身就是一种

瑡
瑐

它的意义，“否则，除了声学唤起的感受什么也没有。” 塔

一般类型（ general type） 或法则，也即 它 是 一 种 型 符 （ legi-

拉斯蒂举的这个例子，的确是艺术作品之规约性的极好证

的联想

sign） 。” 由于法则、观念都必然是文化性的，规约性也是社

明： 门类艺术、各时期各流派的艺术、以及每位艺术家自己

会文化性的，是按照社会文化习俗或已有规则建立起来的

的艺术创作，都是以背后一整套的艺术语言为基础，而这套

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人类使用的符号具有普遍规约

艺术语言就是规约性的符码系统。

瑦
瑏


性，
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任何符号与对象的联结，最

然而，艺术固然是遵循已有的编码和解码系统的整体

瑧
瑏


后还是需要社会约定……符号表意的确切保证是规约。”

符号，另一方面，如艾柯所说，它却是“弱编码”的，也就是

艺术作为“人造”的符号，必然具有规约性： 就如上文所讨

说，艺术的受众在对这个符号进行解码时，尽管要遵循规约

论的那样，无论是像似性，还是艺术“指向自身形式”的指

性的符码系统规则，但另一方面也有较大的变动自由。这

示性，都离不开规约性这个基础。

意味着，艺术其实是一个多义性的符号，对它的解读是随着

关于艺术的规约性，相关讨论不少。潘诺夫斯基（ Er-

符码系统规约性的改变而有所不同的。当印象派油画家们

win Panofsky） 把西方绘画中的透视作为一种象征形式（ sym-

于 1874 年举办第一次画展时，由于他们的作品违反了已有

blolic form） ，而象征形式正是规约性的产物。他指出，自文

的绘画法则，被批评家们讽刺为形如草图，凌乱不堪，因而

艺复兴时期以来的透视法，其实并不符合真正的人类视觉

不被接受。然而，由于印象派画家们逐渐建立起了系统的、

规律，因为在弧形视网膜上投射而成的真实影像中，线条和

新的绘画法则，其艺术创作逐渐被观众接受，成为了西方绘

形象产生的是曲度变化，而非像线性透视法那样产生近大

画现代性转折的起点。艺术这种打破旧有的规约性、建立

远小的纵深距离。相比之下，古希腊艺术中的球面透视才

新的规约性的趋势，是它自我发展和更新的前进动力。

是更加符合人类视觉规律的做法。然而，现在的观众认为

艺术这种不断打破已有的规约性、建立新的规约性的

线性透视法的作品才更为真实，这是因为摄影技术以平面

趋势，其表现多种多样。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艺术的

照片呈现影像的影响，以及长期以来线性透视法技巧已经

“出位之思”（ Anders Streben） ，即艺术“在一种体裁内模仿

成为美术教育的一部分，也就是规约性使然。 由此可见，

瑢
瑐

另一种体裁效果的努力” 。赵毅衡曾引佩特（ Walter Pa-

固然前文中所说的、卡罗尔认为古埃及正面律绘画和线性

ter） 的论述来说明这一术语在艺术批评中得以运用的由来：

透视法绘画的像似性强弱是纯然规约性结果的说法有误，

“建筑尽管自有规律……却似乎追求达到图画的效果，而雕


瑏
瑨

瑣
瑐

塑企图跳出自身的行事的条件而追求色彩。” 建筑不管其

但规约性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视觉艺术的像似性，决

“自有规律”，雕塑要跳出“自身的形式的条件”，也就是对

定着艺术技巧和形式的接受度，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不仅如此，潘诺夫斯基还指出，艺术的形式还是文化意

原有的规约性的逆反，在这种逆反中，新的风格得以出现：

义上的象征。线性透视法何以成为西方绘画的基本技巧之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尝试只是偶尔的尝试或点缀。四川著

一？ 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自中世纪开始，世界就被构想为

名的女子乐团天姿国乐的演出，就曾经使用互动艺术的种

了统一的连续体，身体和空间因此不再是分割的，而是连续

种设备，试图在歌舞表演中塑造出互动艺术式的虚拟空间，

的、浑成的，这种连续性在神性中得到了统一的体现。在理

但这些表演并不试图将自身变成互动艺术来展示，仍然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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