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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到行动：网络民粹主义的符号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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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网络民粹主义作为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其叙事方式具有底层化、大众化、对抗
性等特征。它通过“符号暴力”建构了具有二元论特征的叙事文本，并且具有强烈的指涉社会现实的意义潜能，
往往
“符号暴力”到“现实暴力”，
网络民粹主义落入了“符号 - 行为”的表意机制，
在现实中演变成具体的非理性行动。从
并且导致阐释主体在面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意义集合时能力元语言缺席，其根本原因是二元论的社会文化机
制，导致个体直接受到社会规范的强制制约。只有改变这种二元论的话语体系，才能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和
暴力化色彩。
社群
【关键词】网络民粹主义；文本；符号—行为；
民粹主义原本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随着互联网

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

时代的来临，近年来，民粹主义在互联网空间滋生和蔓

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
强调诸如平

延并成为互联网空间中一股喧嚣和躁动的潮流，极端

全民公决、
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从
民的统一、

化、非理性化、暴力化色彩日益浓厚。不少专家和学者

①
而对平民大众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从政治学、心理学角度对网络民粹主义展开研究。而在

３０

两者除了相似性之外，网络民粹主义还有许多新

笔者看来，网络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符号 - 行为”

的特质。可以说，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介与民粹主义由于

的表意机制，借助符号表达、话语实践、文本建构，网络

社会思潮的结合，使得民粹主义获得了比在社会现实

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起了一种具有话语霸权的

中广泛得多的影响力，互联网具有的开放性、自由表

二元叙事策略，但同时，网络民粹主义的叙事策略作为

达、挑战权威等特征，一旦某个社会热点事件在互联网

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能指，将网络空间之外的现实行

发酵，其超文本特征将使得该事件在网络空间中的传

动和叙事对象作为指涉对象。总体上而言，网络民粹主

播呈现出“无主体性”和“非中心化”
特征。

义的“符号 - 行为”表意机制属于索绪尔符号学意义上

传统民粹主义由于受到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的限

的二元运作机制，网络民粹主义的网络空间叙事建构

制，其影响力与网络民粹主义相比大打折扣。而网络民

了一个具有强大话语权的“意义集合”，具有极强的向

粹主义则不同，互联网的放大化效应加剧了社会热点

现实行动转化的意义潜能，并对叙事对象构成强大的

事件中的非理性表达色彩，当社会热点事件进入互联

舆论压制，要想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和现实暴力，

网的流通渠道，被置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叙事框架中，媒

无论在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社会，必须借助开放和多元

介文本就会出现叙述增殖或意义扩容，媒介文本意义

的言论表达，培养具有公共对话和意义阐释特质的社

的极其不确定性，加之网络空间中主体的无根性特征，

群意识。

就会引发网络舆论的极端化现象。
网络民粹主义所引发的舆论狂潮，从根本上，需要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建构策略

依靠经过编码后的媒介文本的意义表达。通常来说，网
络民粹主义对媒介文本进行符号编码，其符号资源来

网络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相比，两者有某种程度的

源于现实社会中的意义框架。换句话说，从形式上来

相似性，
例如，
关于民粹主义的特质，中国学者俞可平认

看，媒介叙述是一种纪实型叙述，其基础语义域位于实

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民粹主义强调平民的价值和理

在世界，但是在其传播和意义演变的过程中，要经历媒

想，反对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

介化再现，甚至是二次叙述化，媒介文本的意义要经历

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

一个符号衍义的过程才能传达到受众那里，但是媒介

【作者简介】冯月季，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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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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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衍义并非没有逻辑，它依据的是现实社会中存在
的意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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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并形成固定的话语模式。
抢占话语先机是网络民粹主义建构文本的首要策

框架研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

略，
“药家鑫事件”伊始阶段，药家鑫的父母在网络舆论

曼，框架分析的核心命题是人们如何理解并建构社会

场中处于缺席位置，而张妙的代理人张显利用微博，发

现实。在戈夫曼之前，哲学家舒茨和社会学家加芬克

布了大量有关药家鑫身份及其家庭背景的消息，其中

尔，从社会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角度阐释了日常生活

许多内容被媒体和网民证实属于虚假信息，但是对于

的意义来源。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贝特森为框架分析研

群情激奋的网民来说，这些信息极大地左右了公众的

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贝特森从一次在公园里发现猴

判断。此外，当网络民粹主义形成舆论热潮之后，不能

子嬉戏的情景得到启示，认为框架就是一种“元传播”，

容忍任何异见存在，将对任何反对言论给予打压，例

“是传播者提供给受传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
则。”从受众的角度来理解，框架就是受传者理解符号
②

如，
“ 药家鑫事件”中，法学专家李玫瑾提出“激情杀人
说”
，结果遭到网民的一致批判。
从叙述学角度来说，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建构策

意义的理念图式。
从网络民粹主义所置于的文化语境和文化传统来

略属于一种符号叙述行为，依据社会现实中的意义框

二
看，
这个理念图式是二元论的。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

架，对卷入网络的社会事件进行二元化的意义“锚定”
，

元论是一种理解符号意义的思维结构，根据索绪尔的符

并形成了固定的叙述原型。根据有些学者的总结，
网络

号学观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有着明确的区隔，符号有

民粹主义的叙述原型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英雄叙事、

意义必须要置入到系统中，系统是符号意义的来源，
因

悲情叙事与复仇叙事。”⑤
“药家鑫事件”就属于悲情叙

为系统具有自足性，
因此系统赋予符号个体的意义是恒

事和复仇叙事的混合体，不管是哪种叙事方式，都会引

一旦符
定的，
符号能指与所指也有着严格的定位。因此，

发“群体极化”现象。

号在系统中生成某种意义，就具有了稳定性，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会成为人们理解符号意义的框架。

美国学者桑斯坦指出：借助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
手段，团体成员的意见偏向得到了强化。桑斯坦还认

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生成策略就基于这种二元论

为，网络的“协同过滤现象”是造成“群体极化”的诱因，

思维基础之上，以“药家鑫事件”为例，事件被网络曝

因为网络的“协同过滤现象”在提供信息方便的同时，

光后，迅速引发了网络舆论狂潮。与大多类似案例相

也造成了信息的“窄幅化”现象，群体成员接受的信息

似，事件在互联网空间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发酵依然离

是单一的，这无疑会助长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特征。

不开社会现实的叙述框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二元

二、
网络民粹主义的
“符号 － 行为”
表意机制

论思维主导经历了叙述增殖。
媒介叙述与文学或故事叙述并没有本质不同，叙述
的主要内容都包含人物和物品，
“故事世界里的这些个体

网络民粹主义通过文本建构在互联网空间建立起了

经常从语义学的角度被描述为‘各种特征的一个范

一个强大的
“意义集合”
，
然而，
这个
“意义集合”
不仅仅局

③
。”
故事中的人物或物品的特征
“可以是物理的、
心理
式’

限于网络空间的虚拟聚集，
而是有着指涉社会现实，
并向

的、行动的或道德的，因此这个语义集合实际上是无限

现实行动转化的意义潜能。因此，
从宏观上来说，
网络民

的。在任何叙述中，
赋予人物特征要动用随历史而不同的

“符号 - 行为”
的表意机制。
粹主义遵循的是一种

参考框架，
每个文化就用这些框架来建构身份观念。”

④

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是“符号 - 行为”理论的提出

在“药家鑫案”的媒介叙述中，残暴冷血的药家鑫

“如果某个东西 A 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控制
者，他认为：

与无辜悲惨的张妙构成了媒介故事中相互对立的人物

了指向某个目标的行为，而这种方式类似于（但不必等

主体，其次是药家鑫所驾驶的汽车与张妙所骑电动车

同于） 另一个东西乃在它被观察到的情况下用以控制

构成了媒介故事中相互对立的物品主体。在当前中国

指向这个目标的行为的那种方式，那么，A 就是一个符

文化语境下，这两组对立自然地就将媒介故事纳入一

号……符号在其中产生控制的那种追求目标的行为，

个身份或阶层对立的叙述框架之下。

⑥
就叫作‘符号 - 行为’。”

沿着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不少人通过互联

莫里斯站在行为主义的立场上来阐释符号的意义，

网开始搜集资料，构筑药家鑫的“权贵身份”与张妙的

他指出：
某物能够被当作符号的前提是该物所引发的行

“底层身份”。当“药家鑫事件”由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

为对象不在场。因此“符号 - 行为”
并不是一种简单直接

被置换成两种社会身份的对立之后，很容易在受众的

的
“刺激 - 反应”
行为，
“符号 - 行为”
更强调符号引发行

认知中生成戏剧性的突现意义，即权贵阶层的骄横跋

为的过程。根据莫里斯的表述，
这个符号过程分为四个

扈与平民阶层的命运凄惨。网民的愤怒情绪被调动起

阶段：
预备 - 刺激、
反应倾向、
反应 - 序列、
行为 - 族。

来，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成为网络舆论中的主导声音。

“预备 - 刺激”指符号传达到受众后，符号意义对

“药家鑫事件”属于典型的网络民粹主义现象，依据二

受众产生的影响；
“反应倾向”指受众对符号意义解读

元论思维，将媒介事件中的主体塑造成两个身份阶层

表达出来的立场或态度；
“反应 - 序列”指的是受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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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或态度的意义集合；
“行为 - 族”指的是受众根据符

⑧
有与现实中的民粹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冲动。”

号的意义集合确定行为对象并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

莫里斯认为，符号在社会现实中有四种功能：说服

性。比如，在 2012 年因中日钓鱼岛争端而爆发的反日

功能、评价功能、鼓动功能以及系统化功能。这些功能

大游行中，使用日系汽车的用户就被狂热的爱国主义

指涉现实的方式也有四种：指称的、评价的、规定的以

者定义为反对的对象。

及形式的。符号的四种功能以及指涉现实的四种方式，

根据莫里斯的表述，网络民粹主义就属于典型的
“符号 - 行为”表意机制。网络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这

共生成十六个意义论域，囊括了社会现实的全部范畴，
这十六个意义论域（见表 1）：

个虚拟空间，根据社会现实中的叙事原型建构了具有
二元论倾向的符号文本，从网络表达的观点来看，网络
民粹主义所生成的舆论喧嚣比在现实社会场景中得到
了更强烈的意见表达。但显然，网络民粹主义不满足于
其影响力仅仅局限在虚拟空间，它所建构的符号文本
特征具有强烈的指涉现实的功能。
符号与群体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但是符

表 1 十六个意义论域
方式
功能
指称的

说服的

评价的

鼓动的

系统化的

科学的

虚构的

法律的

宇宙论的

评价的

神话的

诗的

道德的

批评的

规定的

技术的

政治的

宗教的

宣传的

形式的

逻辑的

修辞的

语法的

形而上学的

号在传播的过程中既有社会认知、达成共识这样的正

这些意义论域在社会现实中构成了人们思维和行

功能，也因为受到文本操控从而形成偏见，导致暴力现

为的深层文本结构，社会个体因其活动的时间、空间以

象的负功能。基于此，莫里斯提出了“符号的社会病理

及身份多元化，需要来自不同层面的意义作为其思考

学”概念，符号传播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有可能

“我们并不是在同一个
和行为的依据。保罗·利科指出：

是健康的，也有可能是病态的。

语言游戏里谈论在自然界发生的事件和人类进行的行

在一个规范的社会中，那些具有不同意义指涉对

动。因为，为了谈论事件我们会进入包含着诸如原因、

象的符号，在不同意义论域各司其职，符号意义在现实

法则、事实、说明等概念的语言游戏里。不应该混淆各

社会中所发挥的评价、影响或规定等功能，就会使得社

种语言游戏，
而应该区分它们。”⑨

会的运转处在良性范畴之内；反之，在失范的社会中，

然而，能够明晰地对社会现实中各个意义论域进

符号意义的接收和传达是不充分的，病态的符号“给予

行界定和区分是理论家才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一般的

某一群人的社会行为以部分的满足，它们就被人们以

社会个体来说，由于其认知的世界有限，必然会存在视

一些拒绝纠正的方式坚执着。”例如，当社会中某些掌

觉和思维上的盲点，而网络社会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

握了权力的群体，出于个人的目的对符号结构进行操

知识的扩容，并造成社会个体认知的严重不对等。而当

作时，就会出现符号的社会病理学症状。

网络民粹主义将社会中的意义论域转移到互联网空

⑦

从网络民粹主义操纵文本以及指涉社会现实的现

间，并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具有二元论特征的场域中

象来看，具有明显的符号社会病理学特征。网络空间虽

时，其所产生的意义集合必然会催生极端的非理性主

然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特征，但是当网络民粹主义通

义思维和行动。

过文本掠夺和话语强占生成文本意义集合之后，该意

３２

义集合所存在的特定场域却具有封闭性特征，在这个

三、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符号学路径

封闭的场域中，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意义集合具有最
强大的符号资本，足以压制该场域中任何反对者的声

网络民粹主义通过文本建构所生成的意义集合之

音。并且在极端的情况下，该场域中意义集合所持有的

所以属于“符号社会病理学”范畴，是因为符号文本意

符号资本，会由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的社会领域，引发

义的建构要素是残缺的。一般来说，
符号文本表意的背

社会暴力。

后都有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释义元语言集合在支

2012 年中日钓鱼岛之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具有民

撑，
“这些因素的源头来自很多方面：实际上表意过程

粹主义性质的舆论狂潮，
其实质是一种具有道德专断主

的所有环节都为阐释提供各种元语言因素，参与构筑

义性质的话语霸权，
许多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阐释需要的元语言集合可以把这些元语言因素大致分

情绪充斥头脑的网民，
并不满足于在网络空间上的表达

成三类：
（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
（社会文化的）语境

意见，在全国各地爆发的反日大游行中，不少极端网民

（阐释主体的）能力元语言。”⑩
元语言、

将网络空间中的愤怒情绪转移到社会现实中，
发生了诸

通过网络民粹主义建构的符号文本表意机制在上

如打砸日系车，
攻击日系车主等暴力行为。在许多类似

述三种元语言因素中，文本自携元语言和社会文化语

的社会事件中，
“民意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虚拟世界的

境元语言（主要是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主导了表意过

表达、
声讨和抗议，
而是通过网络来联络、煽动、组织，使

程，而阐述主体的能力元语言在此过程中处于缺席状

诉求和意愿得到具体化，
以此来推动公共事件在现实中

态。一个理想的文本表意，需要在阐释过程中由三种元

的蔓延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民粹主义天然地具

语言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符号文本意义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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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网络民粹主义所建构的文本中，阐释主体

者间中介环节的缺失使得社会的结构强制力直接作用

能力元语言缺席主要是因为阐释主体落入了一个封闭

于个体，并调节其行为，从而成为无可缓冲的强制性制

的阐释结构中，阐释主体处于失语状态。维特根斯坦在

约；
第二，
由于社会与个体直接遭遇，
必然导致个体最后

《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元语言的存在是层级结构的，每

成为社会规则的被动容器，
或以惰性方式实现或体现社

一层的元语言结构无法单独进行符号表意，只能依靠

会规则。推而言之，这样的理论设计将导致在认知、表

上一层级的元语言结构，这样“元语言之间就不会有冲

訛
輱
輥
形塑客观外界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缺失。”
现、

突：它们并不处于同一层次，而且它们本来就是为解决

因此，必须在社会与个体之间寻找一个对话和阐

下一层语言中可能的意义冲突而生成的。” 按照维特

释的空间，可以说，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弥补了索绪尔

根斯坦的表述，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文本意义集合相

符号学的缺陷，皮尔斯在符号与对象之间设立了一个

对于该文本的阐释主体来说，就属于上一层级的元语

解释项，解释项的设置大大增加了阐释主体在符号表

言，阐释主体缺乏解释文本意义的能力，只能被动地接

意过程中的能动性。转换到社会理论层面，皮尔斯强调

受文本的意义。

要用社群来作为缓解社会与个体冲突的中介，皮尔斯

訛
輯
輥

要化解这种矛盾，必须设法让阐释主体参与到文

特别推崇社群在连接社会与个体，达成社会共识中的

本意义集合的建构中。而在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文本

功能，
“在皮尔斯的早期思想中，社群的功能作为一种

意义集合中，其主要的意义资源来自于社会文化语境

认识论的典范：社群意见的一致明确了真理与实在，社

元语言，这对于阐释主体形成了极强的阐释压力。斯图

訛
輲
輥
群是思想进程到达顶峰的所在之处。”

亚特·霍尔曾提出受众解读文本的三种方式：霸权式、

由社会、社群与个体构成了三元互动对话结构，当

协商式和对抗式。从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阐释来看，无

个体与社会发生冲突，个体不必对来自社会的道德规

疑属于霸权式的解读方式。

范或舆论压力默默忍受，而是可以选择通过社群意见

究其根本原因，网络民粹主义所生成的文本意义

进行自我表达。因此，社群是个体就社会规范进行论争

集合受制于二元论的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机制。另外

和辩论的场所，类似于洛特曼的“符号域”，
“符号域”作

“文本
从文本本身来说，由于其表意的动态衍义特征，

为一个开放的符号系统，内部符号的二元对立性和差

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制造了双重的遮蔽；正是通过这种

异性构成了内部结构的不对称性。

方式，文本取代了把一方的声音与另一方的听觉直接

社群的出现为阐释主体的能力元语言提供了符号

訛
輰
輥
从符号学的层面而言，
索绪
连接在一起的对话关系。”

资源，如此，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意义集合就不会直接

尔的语言符号思想成为这种文本表意的理论渊源，索

面向阐释主体，
从而造成阐释主体失语的现象。网络民

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做了明确的区分，从语言学角度将

粹主义的文本意义集合必须进入到社群中接受公共意见

语言定义为语法规则，将言语定义为具体的言语行为。

的讨论，
阐释主体可以接受也有权利否定，
阐释主体经过

索绪尔认为，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十分必要，这样我们

公共意见讨论然后做出的判断，
必然更合乎理性。■

就能十分清楚的区分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
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这对应用于语言学范畴
的概念，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结构。沿着索绪尔的思路，
语言对应于社会规范或社会事实，言语对应于个体行
为。如此，从社会学层面看，社会与个体就成为一对具
有二元对立特征的概念组合。正如语言规则制约着言
语行为一样，社会对于个体同样具有制约功能，个体在
社会现实中不得不直接面临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或社
会道德的束缚。
从两者的力量对比看，社会是强大的，个体是弱小
的。因此面对社会的权威，个体没有任何平等对话的权
利或自由，个体的意见没有表达的渠道，只能处在被压
制的地位。这种状况与网络民粹主义所生成的文本意
义集合具有相同的表意机制，阐释主体直接面对来自
网络民粹主义宣扬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根本没有回应
或者对话的余地。
这是索绪尔符号学理论转换应用于社会结构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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