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纬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与文化符号学
刘俐俐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 津 300071 ）

2018 年 6 月 15~17 日，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四

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上海《探索与争鸣》
杂志社联合主办，
南开大学文学院承办的“文艺评论
价值体系建设与文化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
开大学举行。会议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刘俐俐教授主
持，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沈立岩教授出席并致辞。
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瑞典隆德
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
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
以及《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的共 22 名专家学者，
其中
中方实到人数 20 名，
外方实到人数 2 名。会议共收
到论文全文 12 篇，论文摘要 10 篇。与会学者围绕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文化符号学的互鉴与互渗”这
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17 日上午，本次会议青年学

者论坛举行，
十余名青年教师及在读博士生参加。
从本次会议的研讨内容来看，所体现的学科动
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基础理论及其来源的高度重视
刘俐俐教授指出，
文艺学的概念来自苏俄，
长期
以来都是我国文学学科的基础理论，这决定了它的
最主要特点就是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继续推进文学
基础理论的发展。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是文艺学
面对当下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价值标准的建立对
整个文学艺术活动的未来发展都有很强的导向和制
约作用。会议上，学者们认识到文艺评论的价值标
准必然是多元的、
动态的，
单一的价值尺度永远无法
评价复杂的文学现象。
如何处理价值标准的多元性、
多层次性、综合性与主导性？这些构成了本次会议

!!!!!!!!!!!!!!!!!!!!!!!!!!!!!!!!!!!!!!!!!!!!!!
的影响，而且对男性影响更大。
陕西师范大学李莉莉教授的研究“Old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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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Better: Evidence from Five Randomized
Experiments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运用随
机实验的方法发现学生在健康和营养项目中的提升
效果在校长年龄更年轻的学校更好。
（9）其他
山东大学韦倩教授的报告“协调性惩罚与群体
合作的演进”
通过仿真分析，研究了惩罚机制的异质
性对人类群体中合作演进的影响，分析发现只有非
协调性惩罚很难维持较大规模群体中合作的演进，
而协调性惩罚则会显著提高群体的合作水平，特别
是在一致行动和权威惩罚的情景中，群体在大部分

时间内都可以实现较高程度的合作。
陕西师范大学王爱琴教授的研究“Rur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 China: Stat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基于 2016 年收集的四个省份 100 个村
庄的数据，发现富裕的村庄和新上任领导人的村庄
更愿意提供固体垃圾处理服务。
本次会议围绕着
“收入分配与发展政策”
这个大
的主题进行学术研讨。收入分配问题是当下中国经
济的热点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至关重要。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角
度对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加深了对于
该领域的学术认识，
为政策设计提供了建议，
为中国
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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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问题域。
另一方面，近年来由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

探求可资借鉴的资源

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带领的符号学研

理出发，以《诗大序》为个例探讨了中国古代典籍在

究团队继续深化了符号学基础理论，并将其拓展到
诸多文化领域。赵毅衡教授报告了其近期研究的“符

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中产生的价值与影响。
她指出，
传统中国文学并不重视理论框架的建立，
更没有“符

号基础悖论”，认为符号学是意义之学，而意义是意

号学”
的概念，
但我们如今通过包括符号学在内的当

识与事物世界的关联，意义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有待

代西方理论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遗产，可以更好地

于实现的世界。过去我们习惯地认为符号就是“一物
代一物”
，赵毅衡教授对此进行反驳，认为符号必然

把握其文艺价值所在，并以此来重建古代文艺的价
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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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迫使解释意义从不在场进入在场；
如果符号是
此刻的存在，解释意义就必然是未来性的，过去为组
成前理解的经验，这构成了意义世界的时间性存在
方式。
（2）从形式论向价值论的转化，
更加关注现实向
理论提出的要求
刘俐俐教授认为，符号学是一种形式命题，而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则属于积极命题，二者存
在实质性的区别。怎样从学理上弥合二者之间的鸿
沟？在赵毅衡教授看来，价值的发生在形式之上，
属
于哲学符号学领域的目的论和价值论，从意义世界
的形成来说，价值发生在思维活动的筹划部分。探寻
意义世界的价值发生可以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中展
开。
瑞典隆德大学迈克尔·兰塔副教授带来的话题
是图像叙事与意识形态建构，他介绍了欧洲艺术史
中大量的反犹太绘画作品，从叙事学和文化符号学
的角度分析了图像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化，这对
于我们如今理解当今多元文化中的意义与价值的关
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赵奎英教授则从现象学领域
分析了艺术符号意义的四个层面：
存在意义、概念意
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她借用海德格尔所说的
“让存在者存在”的观点，认为存在意义构成了符号
年 整体意义的基础，符号其他层面的意义都是建立在
第
符号的存在意义基础上的。总结过去对文学意义的
期
界定，赵奎英教授将它们概括为认识论层面、价值论
国 层面和存在论层面。参照文学艺术四个层面符号意
际 义，她认为现象学存在论将有助于建构一种既能切
学 近艺术作品的存在本身，又能够保持在与世界、与人
术 的内在而又深广的意义关联之中的文艺批评价值体
动 系。
态
（3）回到中国历史文化深厚渊源和传统脉络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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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亓婷婷教授从符号学原

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田淑晶副研究员就“空
空如也”
一词的思想越界和意义变迁进行了研讨。在
当下这一词汇佛教意味浓厚的背后，
她考证出
“空空
如也”其实源于儒家经典，从宋朝开始，这一词汇儒
家色彩消泯、
佛教意味增强。她认为，
语词的思想越
界即便只是思想的迁移，
没有新的思想的创生，但也
有助于民族的思维思想保持活力，
走向更加深刻。思
想史的资源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资
源，无论结论是意义的变迁、增加，还是遗失、阙如，
都有利于审视当下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增强学理
性品质。
（4）更加开放的体系建设思路与不断接受外界
质疑与修正的反思精神，体现出自觉的学科交叉意
识
本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国内几个重点大学依托
各自重大项目构建的开阔的、
长远的交流平台，这不
仅在文艺学界不多见，于承办方南开大学文学院来
说也属首次。南开大学文学院刘俐俐教授负责的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整合了国内数
十所高校、
科研院所的学术资源，
集中到文艺评论价
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少
数民族文艺及中国儿童文艺领域，发表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
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依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大学符号学—
传媒学研究所，在符号学理论与学科建设、消费文
化、
信息文化、
生态文化及伦理研究等方面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借助这个平台，
学者们从治学理
念的互渗、治学方法的反思和研究材料的发掘考据
等方面展开交流。刘俐俐教授介绍了自己研究符号
学的经历，并在会上作了题为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
设视野的正项美感与异项艺术之关系”
的主题演讲，
以符号方阵的形式解释了
“正项艺术”
“异项艺术”
、
、

社科经纬
“正项美感”及
“异项美感”
的关系与转化。刘俐俐教
授认为，
“异项艺术”与“正项艺术”的区别不是本质

入以其基础理论和具体对象研究为文艺批评的价值
发生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研究理路和研究领域的

性的，仅在
“兴寄”方面可能会有差异，
异项艺术转化

打开注入了活力。

为正项艺术需要以感觉为基础发现、细化和确认，
即
符号学所说的标出性翻转。最后，刘俐俐教授认为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本次会议所体现的
差距与问题。段炼副教授谈到了目前在中国文艺理

“正项美感”
存在语境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具有“弘

论领域所普遍存在的
“前沿焦虑症”
问题。所谓
“前沿

扬”、
“继承”和“发展”的特质，
“异项艺术”也有置于

焦虑症”
，就是不假思索地将非新近出现的理论当作

“正项美感”
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段炼副教授以米克·巴尔

非前沿理论，
而一味追赶所谓
“国际学术潮流”
，
这会
造成将许多问题简单化的趋势。段炼副教授坦言，
这
种现象在国外也很普遍，今后跨学科的研究不应该
只是致力于学科叠加的薄弱环节，
“以已所长、相轻
所短”
。他以米克·巴尔在中国学术界往往被
“误读”
为经典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为例，认为我们需要回
到理论原典，从全面译介开始重新了解那些被认为
过时的经典理论。此外，
还应该看到一些会议提交的
论文和主题发言中存在着理论储备的针对性准备不
足、
对凝聚点问题的讨论集中性、
对学科交叉的认识
依然不够全面等问题，这些都是今后在学术研究中
值得吸取的宝贵经验教训。
总之，依托各高校的课题项目建设展开的交流
使得本次会议别具一格，
问题针对性、
对话性强。会
议最后，上海《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叶祝弟博士作
了闭幕致辞，
感谢所有与会专家的到来。哈尔滨师范
大学冯毓云教授宣布本次会议圆满闭幕。
翌日，在借助本次会议的平台延伸出的青年学
者论坛上，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在读研究生也分
别进行了与会议议题相关问题的发言和陈述，并与
部分专家继续展开交流。
本次会议的举办被多家媒体预告与报道。南开
大学文学院官网、
《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官网与《符号
与传媒》 杂志社官网以及相关微信公众号在会议前
均发布了会讯。会后，
中国社会科学网、
南开新闻中
心、
南开大学文学院官网、
《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官网
与《符号与传媒》杂志社官网及相关微信公众号均发 年
第
布了会议报道，在学术圈产生了广泛且积极的影响。
期
据了解，上海《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将对本次会
议的论文集进行选择性刊登，南开大学文学院与四 国
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今后也将开展不同形 际
式的人才交流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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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分析研究为个例，阐述了巴尔的图像解读方
法，聚焦于其符号叙事的概念。巴尔的图像解读贯通
了文学叙事学和艺术符号学，但这种贯通实际上连
接了内在的视觉形式分析和外在的意识形态批评。
段炼副教授试图为巴尔的视觉分析理论和图像
解读方法勾画出一个开放的结构模式，同时也为文
化符号学视野下价值的发生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
南开大学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课题团队和
四川大学
“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
课题团队各自承担了不同的建设任务，
在研究对象、
视野和理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两者互补性
也很强，这次跨学科对话正好起到互补和互渗的作
用。此次会议举行的基础是两个重大项目搭建的平
台，因此，既有研究基础很好，都已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并且双方的首席专家都是国内各个领域有一定
成就和影响的专家，这就为会议达到较高的水平提
供了基本条件。
会议联合举办方代表、
《探索与争鸣》 杂志主编
叶祝弟在闭幕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是他参与主办
的国际会议中水平较高的会议。所谓水平高的具体
体现：首先，重要参会学者的论文选题均处于本领域
的学术前沿；其次，
学科交叉特点凸显；
第三，
具有自
觉的范式转换意识，通过转换提出固守传统学科之
内无法提出的问题，发现了一些以往没有注意到的
重要理论突破口，这最可能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
“范式”
作为本次会议的关键词和纳入到学科交
叉的关节点，有以下几点值得继续深入思考：
使用对
方的研究范式给自身的研究范式提出新问题；对对
方的研究范式提出新的挑战与修正；重建自身范式
所处的概念网，发掘更多共通性，
发现更多有价值的
设想与可能。以上具体体现在文化符号学视野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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