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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论⽂文的选题以分析中国传统纹样中的符号构成与使⽤用规律律为出发
点，并结合符号学中的分析法来探讨图案语⾔言的延伸性，思考“图案思维”在
当今环境和艺术创作中的运⽤用，从⽽而为⼈人们使⽤用图案提供新的解读。
本篇论⽂文的研究⽅方法有观察法通过观察传统纹样进⼀一步总结图案语⾔言的

表达⽅方式。⽂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相关著述横向⽐比较符号学在图案语⾔言中的运
⽤用。个案分析法结合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分析“图案思维”如何被具体的案例例
使⽤用。研究的依据，⼀一是笔者在纹样创作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二是平⽇日着重
选读了了与图案相关知识的⽂文献，三是在艺术学习中研究分析过的艺术家。
本篇论⽂文的主题围绕纹样和符号学中的修辞观念展开，并结合笔者⾃自身

的艺术实践经验，提出了了“图案思维”的概念。论⽂文在参考相关图籍和出版物
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了图案语⾔言同符号表意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了图案语⾔言
延伸的可能性。在论⽂文的结尾部分，笔者还通过⼏几张具体的作品图⽚片论证
了了“图案思维”中的3点要素。
总之，“图案思维”是指关于怎样在创作中对可视化的表意符号⽂文本进⾏行行

再编辑的思维，同时“图案思维”也为我们理理解和分析作品提供了了新的⻆角度。



ABSTRACT 

Key words:  pattern、semiotics、environment、pattern expression、
pattern thinking 

Topic selected in the paper started with analyzing symbol composition and 
application ru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pattern language extensibility 
and utilization of ‘pattern thinking’ in current environment and art creation were 
discussed with analysis method in semiotics, thereby providing new interpretation 
for people to enjoy pattern.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paper includes observation method, namely expression 
mode of pattern language is further summarized through observing traditional 
pattern.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application of semiotics in pattern language is 
transversely compared through reading related writings. Case analysis method-art 
works of traditional and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art works are combined for 
analyzing concrete case application of ‘pattern thinking’. Study basis includes the 
follows: firstly, practical experience is accumulated by the writer in pattern creation, 
secondly, literature of pattern related knowledge is selected in daily life, thirdly, 
artists are studied and analyzed in art learning.  

Theme of the paper was extended around rhetorical concept in pattern and 
semiotics. ‘Pattern thinking’ concept was proposed through combining with art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himself. Relation between pattern language and 
symbol expression was mainly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referring related books and 
publications. Possibility of pattern language extension was proposed. The author 
also demonstrated three factors in ‘pattern thinking’ through several concrete work 
pictures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In short, pattern thinking refers to the thinking of reediting visual ideographic 
symbol text in creation. Meanwhile, pattern thinking also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 
for us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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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选题的意义

三年年前，笔者开始接触图案艺术，⼊入⼿手点是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传统纹样。
起初，我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对图像的临摹和表⾯面形式的模仿中，其⽬目的是希望
掌握⼀一套⾮非常图案化的，⼀一眼就能区别于常规造型的图式语⾔言。但是图案⽹网罗
之⼤大实在不不是某⼀一个朝代、⺠民族或地域可以概括的。随着研究过程的不不断深⼊入，
笔者逐渐在纹样形式的背后感受到⼀一个与图案在本质上联系更更紧密的纽带，它
指向了了图案化的符号在表意过程中所发挥的优势以及区别于传统再现性绘画的
修辞⽅方法。这个纽带隐藏在符号学与传统纹样之间的辩证法中。本⽂文试图通过
研究图案在不不同语境中的使⽤用，推演出图案艺术在表意⽅方法上的偏好和修辞特
征，并 终提出“图案思维”的概念。图案和“图案思维”的指称关系有点类似于
版画与版画思维。前者是具体的⼯工作和形式，⽽而后者则是思维的路路径，是在⼯工
作中养成的对事物认知的⽅方法。“图案思维”并⾮非完全区别于其他的认知⽅方法，
也不不仅仅适⽤用于传统⼯工艺美术中的纹样，⽽而是笔者在相关领域⾥里里⻓长期实践所体
察到的图案语⾔言在语法逻辑上的特殊性，也是笔者对这⻔门学科的新看法和新主
张。 
在这⾥里里，笔者想先着重强调“图案”这个概念，因为在⼯工艺美术史的常规讨

论中，图案⼀一词同纹样、花纹没有什什么差异，基本上就是指具有审美意义和装
饰功能的图式符号。这些符号由某⼀一特定的秩序构成，形成较鲜明的地域、⺠民
族或不不同历史时期的美术装饰⻛风格。这些名词在传统美术研究中是可以互换的，
在《中国纹样史》中关于纹样本质的定义便便写到：“纹样是装饰花纹的总称，⼜又
称花纹、花样，也有泛称纹饰或图案的。” 可⻅见在概念上没有什什么区别。作为1

传统艺术的分⽀支领域，图案在⼯工艺美术的讨论中时常依附于从属地位⽽而被认为
缺乏像绘画或雕塑等其它艺术⻔门类的独⽴立价值。在以往关于纹样的研究著述中，
论述者多把图案的功能和图式作为反映在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类器器形之上的意
识形态的表达，或者就是将图案描绘的内容进⾏行行分类梳理理。这样做可以把图案
所涉及的各类题材进⾏行行详实具体的收纳，以系谱学式的⽅方法把图案史的演变脉
络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是这种归纳的⽅方法容易易使⼈人们对图案的认知停留留在单纯
的⼯工艺美术范畴内⽽而错失了了跨学科研究的机会。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系统
的梳理理，对图案的范围与定义，以及图案语⾔言延伸的可能性进⾏行行⼀一番讨论。 
本论⽂文的第⼀一章，通过⼀一幅纹样与⼀一幅传统绘画的⽐比较，引申出图案表意

的特殊⽅方法。第⼆二章，结合巫鸿的《武梁梁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
书，讨论了了图案在表意上同⽂文字与再现性绘画的本质区别以及图案秩序的来源。
第三章，结合符号学中的⼏几个常规术语进⼀一步论述了了图案语⾔言的范围和属性。
第四章，在前⽂文基础上提出“图案思维”的定义和在创作中的具体运⽤用。笔者希
望“图案思维”能够为更更多愿意了了解图案、使⽤用图案的⼈人提供便便利利，同时也更更好
地指导⾃自⼰己今后的艺术创作，这就是我选题的意义。 

0.2研究现状和发现的问题

⽥田⾃自秉，《中国纹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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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案艺术的研究完全不不是冷⻔门，相关研究的著述和论⽂文也不不计其数。
其中 有代表性的如：吴⼭山编著的《中国纹样全集》，⽥田⾃自秉编著的《中国纹
样史》，郭廉夫编著的《中国纹样辞典》，⻢马未都编著的《瓷之纹》等。在知
⽹网上关于图案内容的论述更更是不不计其数，其中探讨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某⼀一
时期、地域、⺠民族或纹样的某类题材上，具有较强⼯工艺美术史研究的特征。笔
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已⾜足够充分，作为⼀一名实践型的美术⽣生更更应该从学科的语⾔言
特征和整体结构切⼊入，分析它的特点及⾏行行⽂文偏好，寻找图案及“图案思维”在当
下被转⽤用的可能。 

⼀一. 图案与表意

1.1绘画与纹样

  3

图1-1龚开，骏⻣骨图，⼤大阪市⽴立美术馆



通常当我们⾯面对⼀一张富有情节的绘画时，我们习惯性地便便会进⼊入作品提示
的空间⾥里里。我们的视线、思考和判断都在这个有进有出的空间⾥里里交换，即便便是
对某⼀一幅画的局部进⾏行行欣赏也依然是在整体空间的把握之上进⾏行行的。龚开的这
张《骏⻣骨图》（图1-1）已经是⾮非常简括，整幅画中只有⼀一匹⻣骨瘦嶙峋的⻢马俯⾸首
⻝⾷食草。作为⼀一幅绘画，我们相信这匹⻢马的背景⼀一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也
许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再或许是⼀一个废弃驿站的⻆角落，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个空
间是真实的是因为我们看到作者对于⻢马本身的刻画不不遗余⼒力力，因此它不不可能在
⼀一个不不匹配的环境⾥里里存在。对于细节的品读使画⾯面的意境愈发浓厚，如果这时
还能了了解艺术家创作的背景，我们也许还可以读出更更多的信息，⽐比如这幅《骏
⻣骨图》实则象征了了志⼠士仁⼈人的⽓气节和⼀一位宋末元初遗⺠民的⻛风⻣骨。  2

现在我们再来看明朝嘉靖时期的这个⻘青花云鹤纹盘（图1-2），嘉靖帝因笃
信道教，所以这⼀一时期的宫廷瓷盘上多有仙鹤纹样，这⼋八只仙鹤周围均匀地布
满云纹，并以缠枝做边饰。 从符号的使⽤用数量量和种类上都多于龚开的《骏⻣骨3

图》，但是很明显画⾯面产⽣生的效果和我们观看的状态已经完全不不同。⾸首先纹样
画⾯面的空间完全浮于表⾯面，这个烟云缭绕的场景就像我们看“烟云缭绕”这四个
字时⼀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对符号翻译基础上的想象。换句句话说，它是⼀一个理理念
的存在。和强化主体是“⻢马”的《骏⻣骨图》不不同，⻘青花云鹤纹盘中的对象好像都
被匠⼈人平等对待了了。在这个空间⾥里里，我们看不不到先后主次，平摆浮搁的图案，
很好地装饰了了光洁⽆无暇的盘⼦子，⼜又恰到好处地将⼈人们欣赏的⽬目光投注在瓷盘与
纹样营造的整体氛围中，但是我们⼜又很难像看⼀一幅画那样去看⼀一个盘⼦子上的纹

饰。⼈人们理理所当然地认为瓷盘上的图案⽆无法赶超⼀一幅独⽴立绘画的信息量量。这⾥里里，
笔者更更愿意把这种区分归因于体裁上的差异，这就好⽐比诗歌与散⽂文，不不同结构
决定了了⽂文本对待信息的态度与⽅方式不不同。笔者想从这两个简单的例例⼦子引出更更多
的讨论，即：图案作为⼀一种“装饰性”的表意符号，有哪些“深层”的组织⽅方式？
或者说被安排以某种秩序的图案在整个作品的符号表意中起到哪些作⽤用？图案
修辞⼿手法是否遵循⼀一个“隐藏”的系统？这⾥里里笔者并⾮非要向读者复述传统纹样的
造型法则，这样⽆无异于⼜又回到⼯工艺美术史的脉络⾥里里罗列列史实，⽽而是想通过和⼀一

【美】⾼高居翰，《隔江⼭山⾊色》，三联书店，第10⻚页。2

⻢马未都，《瓷之纹》，故宫出版社，第360⻚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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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独⽴立的再现性图像进⾏行行⽐比较，看看图案在表意的过程中能承担怎样的功能
与作⽤用。 

 

1.2图案表意的加减法
当我们翻开⼀一本传统纹样的介绍书籍，看到各种器器形表⾯面千⽂文万华的图案

装饰时，我们不不太可能像欣赏绘画那样仔细品读图像中的信息，这是因为图案
符号在各⾃自表意的基础上都被某种更更强⼤大的审美秩序整合起来了了，使这些图案
看起来是⾮非叙事的，然⽽而仔细观之，它们似乎⼜又在另⼀一种“叙事”的模式中循环
⽣生⻓长。笔者认为，图案的“叙事”同再现性绘画的叙事 ⼤大的区别即在于符号与
符号在信息交换⽅方式上的不不同，再现性绘画中的符号在表意时往往是相互参考
的，它们的表意会因为其它符号的进⼊入或离开受到影响。这⾥里里提到的符号不不光
是指某个可兹辨别的形象，还指任何可以承担意义的载体。⽐比如笔墨墨和肌理理可
以传递作者的情绪，⾊色彩的冷暖明暗可以左右空间氛围。只要表意，就是符号。
绘画的⽆无限可能正在于表意的⽆无限可能。⽽而图案间符号的联系就相对宽松，它
们并⾮非不不表意，⽽而是在表意过程中很少影响其他符号携带信息的成分。⽽而且还
有⼀一点就是，图案习惯将所有参与表意的符号明朗化、平等化。笔者在第三章
结合符号学的论述中，将图案符号的这种表意独⽴立性称为图案的符号⾃自指。 
那既然图案符号的表意与绘画不不同，图案⽣生成信息的⽅方式⼜又是什什么呢？这

⾥里里笔者将图案⽣生成信息的⽅方式称为表意的加减法。即：在⼀一组图案中，不不论是
单个符号⽂文本还是不不同符号⽂文本间，意义的⽣生发和量量度 终都是靠“计算”产⽣生
的。⽐比如我们 熟悉的⻰龙这个符号，⻰龙的出现缘于我们⺠民族的情感。想象⼒力力超
凡的祖先们将⻰龙总结为九似，取各家动物之⻓长，组合成这样⼀一个上天⼊入⽔水，翻
云覆⾬雨，能幽能明，能⼤大能⼩小，⽆无所不不能的“神”，其精神层⾯面对后世影响巨
⼤大。这⾥里里的九似指的是：头似⽜牛，⻆角似⿅鹿，眼似虾，⽿耳似⽜牛，颈似蛇，腹似蜃，
麟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虽九似说法不不⼀一，但九为阳数之尊，凡天上⻜飞禽，
⽔水中游⻥鱼，陆地⾛走兽，有⻆角⽆无⾜足结合为⼀一体，使⻰龙的形象千百年年来让国⼈人既熟
⼜又⽣生，既亲⼜又远，既凡⼜又神。 可⻅见，⻰龙的超⾃自然⼒力力和⾮非凡形象就在于不不同符号4

意义的累积。⻰龙的意象全然来⾃自于表意的加法，是九种动物相加的结果。类似
做加法表意的图案还有很多，⽐比如邮票上的花蛇，蛇体拨转，百花丛聚，蛇嘴
衔灵芝，蛇身上还有对应⼀一年年四季的四种花。 再⽐比如受佛教美术影响的宝相5

花，是以牡丹丹或莲花为⺟母体⼜又经过艺术加⼯工后的装饰花纹。在清代的吉祥图案
中，富有吉祥意义的图案或⽂文字所组成的装饰纹样更更是将加法表意运⽤用到炉⽕火
纯⻘青的地步，表意的⼿手法虽然有象征、寓意、谐⾳音、⽐比拟、表号、⽂文字等等，6

但内在的逻辑没有变，都是祝颂之意的累加。在传统纹样语⾔言中，我们很少看
到减法表意的图案。除了了加法之外还有减法，减法⼀一般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马未都，《瓷之纹》，故宫出版社，第12⻚页。4

苏连第，《中国⺠民间艺术》，⼭山东教育出版社。5

⽥田⾃自秉，《中国纹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83⻚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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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明嘉靖，⻘青花云鹤纹，故宫博物院藏



的在表意成分中相反的符号，实际上依旧是加法，只不不过加了了⼀一个含义为“负”
的符号。但是请注意，这⾥里里所谓的加减法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在符号表意中
并不不存在零意义，因为只要是符号就⼀一定承载意义，没有意义就不不是符号。因
此在表意加减法的这条刻度尺上，数字不不是单位，“正项”和“异项”才是。下⼀一
节中笔者会专⻔门讨论这组概念。 

1.3图案的“正项”与“异项”

笔者想要借⽤用⼀一对符号学术语来解释图案表意的结果，即“正项”与“异
项”。在符号学中，正项被称为⾮非标出项，异项则是标出项， 这对衡量量符号意7

义的术语在⽂文化研究中本是⽤用来指称被社会主流接受或是被排斥的⽂文化群体，
正项就是被接受的，受迎合的，普遍认同的⽂文化。异项就是只受少数欢迎的，
缺乏整体认同的⽂文化。⽐比如流⾏行行⽂文化是正项，亚⽂文化就是异项，再⽐比如异性恋
是正项，同性恋则是异项。这⾥里里我们不不过多讨论正项与异项在原本符号学中的
含义，笔者借⽤用这对术语旨在⽤用来标注图案表意成分和倾向。笔者将具有相同
含义或近似含义的符号累加的结果，称为图案表意的“正项”，管不不具备同向或
近似含义的符号累加的结果，称为“异项”。“正项”是加法表意的结果，“异项”
是减法表意的结果，“正项”的意义不不⼀一定就⼤大于“异项”。下⾯面我们通过三张图
来具体说明。 
第⼀一张图（1-3）是⼀一个清代宫廷中的瓷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里⾯面的符号有

如意纹、蝙蝠、寿桃、宝相花、缠枝花、荷花以及双喜，这些符号依据情绪和
画⾯面空间的需要重复出现，在圆形造型的瓷盘⾥里里各⾃自摆放的恰如其所。这些符
号都是明清吉祥纹样中的图案，表达的含义和情绪也⼤大致相似，因此这组图案
是典型的加法表意。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84⻚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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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图（1-4）是达利利的经典摄影《骷髅头》。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减法
表意，光滑性感的⼥女女⼈人体组成象征死亡和堕落的头⻣骨，两个含义完全相反的符
号⽣生成⼀一个怪诞的图案，是⼀一个完全“异项”的表意符号。 
第三张图（1-5）是⼀一个叫Nyberg的艺术家的纹身作品。据作者⾃自⼰己介绍，

这些图案包括⼀一些⺠民间故事元素以及传统纹身图案，总共20多种，但是具体讲
了了什什么事，反映出什什么情绪，我们不不得⽽而知，这⾥里里，作者⽤用⼀一句句短语概括了了⾃自
⼰己的作品，叫“Beautiful ugly（美好的丑陋陋）”。Nyberg作品⾥里里的符号构成其实

代表了了图案表意的加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使⽤用状况，即：既不不是乌托邦式的
加法，也⾮非纯然对⽴立⽂文本的并置，Nyberg的纹身作品，我们不不能说是“正项”，
也不不能说是“异项”，但是它⼀一定在图案表意这把刻度尺上的某个点，偏向“异
项”⼀一点的位置。 

1.4图案与图案载体

在这篇论⽂文的第四章，笔者会专⻔门阐释图案与图案载体的关系。这⾥里里，笔
者先要强调的是符号表意可不不仅仅只在图案之间发⽣生，图案与图案载体之间也
会产⽣生表意结果，此⼆二者的⽂文本关系才是影响图案语⾔言结构的关键。如果图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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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与之匹配的⽂文本环境，那么图案的表意就⽆无法在⼀一个明确的“情境”中
找到参考，这⼀一点也是构成“图案思维”特征的要素之⼀一，笔者会在第四章继续
探讨。 

第⼆二章 “宇宙图案”下的⽂文本秩序

2.1形式即意义

在上⼀一章⾥里里，笔者着重论述了了图案⽣生成信息的⽅方式，介绍了了图案⽂文本和表
意的关系。本章笔者想引⽤用巫鸿在《武梁梁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
中对武梁梁⽯石刻的介绍来探讨图案⼀一词的原始含义及其延伸意义。  8

东汉时期的墓室⽯石刻武梁梁祠是⾄至今保存较完好的纪念碑碑艺术，它是武⽒氏祠
堂中 有名的建筑单元，其内部的画像被分为三部分：屋顶、⼭山墙和墙壁，分
别对应了了汉代⼈人⼼心中宇宙的三个组成部分：天界、神界和⼈人界，其实就是从不不
同的三个层⾯面论述了了汉代儒家政治伦理理和社会规范以及国家运⾏行行的⼤大理理想。这
三部分墙体因为刻画了了代表各⾃自等级秩序的符号⽽而使整个祠堂内的画像被后⼈人
称为“宇宙图案”。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里，图案完整地反映了了汉⼈人对整
个世界的看法。 
祠堂屋顶这部分的图像囊括了了各种独⽴立的表意符号，⽐比如动植物、器器物及

各路路神仙。这些图像因为被⼈人们视为灾异或祥瑞的征兆⽽而被称为揭示天意的图
谶，图谶精确地反映出了了作为知识分⼦子的儒⽣生在学术上的倾向以及他们治世的
态度。这些图像往往是互不不相⼲干地排成⼀一列列，浮于空⽩白的背景之上。这样的表
现⼿手法是图解式的和概念化的。在《中国绘画原则》⼀一书中，罗利利（George 
Rowley）专⻔门使⽤用了了“理理念⻛风格”⼀一词来形容唐以前的中国绘画艺术，他指出： 

在唐代以前的绘画中，由于艺术家关⼼心的是事物的本质，其结果是表意的
图像⽽而⾮非描述性的形似。这种视觉表现的⼼心理理学基础乃是⼈人们试图把理理念形象
化时都会体会到的。就像在脑海海⾥里里唤起任何⼀一件东⻄西，⽐比如⼀一匹⻢马，那个东⻄西
⽴立刻会以平⾯面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心眼”前：正⾯面⽽而孤⽴立，浮现于空⽩白⽆无物的背
景之上。形状⾃自身⾜足以使⼈人们确定客体的概念。9

从上⾯面的这段引⽂文中，我们发现，当⼀一个图像以表意为中⼼心⽽而忽略略描述性
的形似时，它在⼈人们脑海海⾥里里便便⽣生成⼀一个概念中的形，只要观者对概念中的这个

本章较多援引了了《武梁梁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中的史料料，因为零星散在，考虑到⽂文章的8

连贯性就没有⼀一⼀一标注，在此特意声明。

【美】巫鸿,《武梁梁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第102⻚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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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认知是准确的，那么这个形的使命就达到了了。换句句话说，这个形不不以完善
⾃自身为⽬目的，它只作为⼀一个信息的载体。这个形既然是以承载意义为⽬目的的，
那么意义本身就成了了形的主⼈人，我们在古代画像中看到的那些不不太写实的，不不
是⾮非常讲究的、甚⾄至是被创作者“任意”组合摆弄弄的图形，正是意义获得话语权
的结果。当然笔者并不不是说写实的图像就不不好表达意义，按理理说越是清晰可辨
的图像，它的指向性越明确。但是这⾥里里⾯面就牵扯到⼀一个表意成本的问题：同样
是表现天地秩序的《 后的审判》需要⼀一座教堂，⽽而我们在⼀一座祠堂内就可以
完成另⼀一类表意。图案就是这样，它不不惜⼀一切⼿手段为意义调整形态。从象形到
结体，这是汉字的发展过程，到今天很多汉字还保留留了了图案特有的对称性，⽐比
如：“⾦金金”、“⽊木”、“⽔水”、“⽕火”、“⼟土”，汉字就是超级进化后的图案。所以没有
任何图像可以像⽂文字语⾔言那样快速准确地传递信息。笔者可以画⼀一条直线，如
果说左端是汉字，右端是完全再现性的图像，那么图案应该就是处于这条线段
中间区域的表意符号，图案的灵活性就在于它可以在这条线的两端来回滑动。
（图2-1） 

 

下⽂文是笔者引⽤用巫鸿的另⼀一本著作《重屏》中对中国绘画空间处理理的⼀一段
总体性描述，这⾥里里他借⽤用了了汉代朱鲔⽯石刻的造型布局同⻄西洋美术的透视法做了了
⽐比较：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洋美术是普遍使⽤用了了焦点透视的法则，焦点透视的两个
基本原则是向后倾斜的绘画平⾯面以及和远近距离相互对应的⼤大⼩小关系。朱鮪⽯石
刻中的“深度”感则基本上是由某些物体主要是屏榻的排列列布局和描绘⼿手法⽽而创
造出来的……在朱鲔时刻中，除屏⻛风外，画⾯面中的形象都和连贯性的空间表现关
系不不⼤大。这种不不⼀一致性暗示出中国绘画进⼀一步发展的两个可能⽅方向。第⼀一种可
能是，这种不不⼀一致性会被看做不不成熟……还有第⼆二种可能，即这种不不⼀一致性会被
⼤大家所接受……汉代以后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进程并没有沿着前⼀一种道路路⾛走下
去，⽽而是选择了了后⼀一条道路路，将透视上的不不⼀一致合法化。10

同是这本书，巫鸿还提到： 

中国传统画家在组织画⾯面时可能更更多依靠的是⼀一些特殊的图像，它们的作
品中既没有平⾏行行空间、线性空间、抽象空间和统⼀一空间等概念，也没有运⽤用阿

【美】巫鸿，《重屏》，上海海⼈人⺠民出版社，第41⾄至45⻚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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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贝蒂（Alberti）在画布上复制空间时所采⽤用的“透视线”。11

从上⾯面的两段⽂文字的引述中，笔者⼤大致可以感受到，巫鸿指出的“透视上的
不不⼀一致”还有“各种绘画空间概念的不不在场”，和笔者谈到的符号图案化的组织⽅方
式以及表意图像的“单摆浮搁”是有内在联系的。虽然这些图像⼀一定程度上都放
弃了了“形”的标准，但却使整幅作品的表意达到了了精略略、通畅。 

2.2图案秩序

在⼭山墙⼀一章的讨论中，作者以⼀一位受众⼈人崇戴的⼥女女神⻄西王⺟母在图像配置中
的演变为例例，详细介绍了了汉代祠堂⼭山墙部分的画像是如何以艺术形象表现阴阳
的。⼀一位代表“阴”的⻄西王⺟母，⼀一旦被放⼊入⼀一个以阴阳统辖的图案系统时，就亟
需找到⼀一个同她对⽴立平等的符号，以求整个图案系统的稳定。于是代表“阳”的
东王公便便产⽣生了了。此外，随着整套阴阳系统的不不断丰富，近似表意的符号获得
了了彼此的认同，⼀一些形象可以在同⼀一系统中相互替换⽽而不不改变表意的成分，⽐比
如昆仑⼭山就是⼀一个可以替换⻄西王⺟母位置的符号，这是因为昆仑⼭山和⻄西王⺟母在地
理理⽅方位上的趋同，还有⼆二者在神仙观念上的共同联系。此⼆二者不不仅可以分开表
意，也可以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图案，但是反映的信息是⼀一样的。 
武梁梁祠中的画像布局被后世的学者们称为“宇宙图案”，这⾥里里的宇宙代表的

是儒家“天覆⽆无外”的世界观，是指向⼈人间政治伦理理、祭祀征兆的总原则，其后
缀的图案则代表了了描述此种原则的⼤大秩序，“宇宙图案”的书写⽅方式成为儒家美
术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归根结底是因为图案化的语⾔言符合儒家宇宙论的阐述模
式。儒家美术在追求⼤大同平衡的宇宙观中，将⼀一个微观的宇宙模块通过图案⼀一
⼀一呈现，艺术家正是通过这种修辞，使“意义”在象征性和再现性艺术的微妙交
接处显露露出来。  12

通过解读武⽒氏祠堂⾥里里的“宇宙图案”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图案的符号组织与它
内在秩序的联系是何等重要。笔者特别想强调图案秩序和“深层信息”连接的重
要性，因为这⼀一点是构成“图案思维”特征的重要环节。在⼀一般纹样的理理解中，
我们所谓的布局和⻣骨式都是从纯粹审美经验出发的，⽐比如：⼆二⽅方连续、喜相逢、
⼋八答晕，这些屡试不不爽的装饰法则已经成为图案布局的常规套路路，但是这样⽆无
异于使图案放弃了了⼀一个绝好的表达层。笔者希望以“宇宙图案”同儒家美学之间
的联系为鉴，把符号的组织与布局视为⼀一个⽂文本性框架的结构，给图案语⾔言搭
建⼀一个新的表意平台。 

第三章 图案与符号学

3.1为什什么参考符号学

【美】巫鸿，《重屏》，上海海⼈人⺠民出版社，第15⻚页。11

【美】巫鸿,《武梁梁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第249⻚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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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对于图案构成的分析，须放⼊入符号学的范畴内审视才更更清晰。
⾸首先，符号学中的“符号”⼀一词并⾮非指经过审美加⼯工或概括的图像，⽽而是指任何
携带意义并等待被解释的⽂文本。符号即意义的载体，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
学说。没有符号，就没有⼈人化的世界。因此符号学也被认为是“⼀一切⼈人⽂文和社会
科学的总⽅方法论”，它已被细分出不不同的学科⻔门类，例例如：伯明翰学派的⼤大众传
媒研究、⻨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纳梯艾兹的⾳音乐符号学等。  13

我们要对图案符号的表意进⾏行行分析，就不不能离开符号⽂文本的讨论。在符号
学中，控制⽂文本形成时意义植⼊入的规则，被称为符码，对符码的编辑即为编码，
通过编码，意义就被编⼊入符号⽂文本中，符号接收者通过解码使信息转换成意
义。  14

图案之所以有它语⾔言的独特性，取决于图案⾃自身的编码⽅方式不不同。索绪尔
曾在他的符号理理论中提出了了⼀一个观念叫“系统论”，所谓系统论就是指⼀一套符号
⽂文本按照某⼀一特定的规律律或逻辑运转，整个符号系统在它的显现层可能是⽐比较
混乱的，⽆无规律律可循的，但是这并不不妨碍系统按照其深层结构进⾏行行运作，这就
好⽐比⼀一场竞技⽐比赛，在表层结构上可能每⼀一轮路路数都不不⼀一样，但是作为深层结
构的⽐比赛规则和竞技套路路是始终不不变的。图案语⾔言的组织⽅方法也正是由其深层
结构的系统所决定。 
下⾯面我们就借⽤用符号学中经常使⽤用的⼏几个⼆二元对⽴立的术语来分析图案同传

统绘画在符号组织上的区别。 

3.2能指|所指

能指和所指是符号学中 基本的⼀一对术语，也是 容易易产⽣生歧义的，总体
上说，能指是符号可感知的部分，所指是指符号的意义，两者有前后关系，没
有能指，所指就不不会出现。在绘画中，⼀一个能指的图像要依据整幅作品的脚本
（符号学中指的语境）来寻找其对应的所指。语境分为两种，⼀一种是符号⽂文本
⾃自带的内部语境，它伴随在符号本身，但⼜又和符号区别。另⼀一种语境则是符号
⽂文本之外的语境，是符号所处的上下⽂文。 
我们继续⽤用龚开的《骏⻣骨图》来说明，“⻢马”是这张画⾥里里出现的 主要符

号，⻣骨瘦嶙峋则是主体“⻢马”的伴随⽂文本，它是“⻢马”这个能指的内部语境。空旷
萧索的背景是“⻢马”的外部语境，整个图像符号的所指暗示出遗⺠民的孤愤和⾼高
格。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7⻚页。13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24⻚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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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张清代织锦上的童⼦子花⻦鸟纹（图3-1），整幅图案呈现出
⼀一⽚片⽥田园般纯真欢快的⽓气氛，图案由卷草，童⼦子，⽺羊，⻦鸟以及花朵构成，这些
符号虽然各⾃自能指不不同，但是因为拥有相似的内部语境⽽而 终将图案的所指端
引向统⼀一，这种所谓内部语境的统⼀一是由这些符号作为吉祥祝颂之意的⼤大前提
⽽而决定的。这些符号在所指端的统⼀一使他们在表意活动中不不会互相消损，就像
上⽂文中提到的⻄西王⺟母与昆仑⼭山的关系，是⼀一组“正项”的表意过程。如果我们把
绘画与图案分成两种体裁就会发现，绘画中对符号的使⽤用是⼀一种有机的，化学
式的反应⽅方式。简单说，表意的加减法在绘画中同样适⽤用，但是细分析，绘画
中的表意就远不不是单纯意义的叠加或消减那样直接的了了，⼀一朵花在⼀一百个⼈人笔
下可能就有⼀一百种解读，不不论是显现还是隐藏的伴随⽂文本都会左右符号接收者
在阅读时的判断，⽽而图案⽂文本在意义的阐释上则⾃自律律得多。图案符号的外部语
境同绘画的外部语境不不同，图案的外部语境是图案符号的载体，是图案符号的
媒介，⽽而绘画的外部语境往往指的是与表意主体处在同⼀一媒介中且共享同⼀一时
空的对⽴立性存在。 

3.3展⾯面|刺刺点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展⾯面与刺刺
点。刺刺点指⽂文化“正常性”的断裂，就是⽇日常状态的破坏，刺刺点是艺术⽂文本刺刺激
“读者性”解读，要求读者介⼊入以求得狂喜或共鸣的段落。  15

展⾯面呈现的⾯面貌往往是全盘皆“⼯工”，意义的输出既“平静”⼜又“稳固”，被使
⽤用的符号就像是“匀质化汤料料”（Homogenizing Soup）。图案的表意形态明显具
有展⾯面的特质，这⼀一点从东⻄西⽅方建筑的布局上也许可以说明。⽐比如中国皇家古
建筑群的分布被⼀一些学者称为“宇宙图案”，因为中国 重要的建筑群都是反映
“礼”和“等级制度”的机器器（图3-2），这⾥里里，“天”的意志再⼀一次被⽆无限强化，
“宇宙图案”的描述在皇家宫院中⼜又⼀一次被使⽤用，我们看今天的北北京故宫，所有
的建筑以展⾯面的⽅方式展开，就可以理理解“图案”背后的秩序是怎样指导⼈人的活动
了了。反观⻄西⽅方建筑的核⼼心则是教堂，同样是对天的向往，前者作为⼈人间秩序的
反射，⽽而后者则指向对上帝的信仰，因此教堂是⼀一座城市中刺刺点的隐喻（图3-
3）。 

 
 

 

3.4图案系统中的刺刺点

我们再来看这个瓶⼦子上的花纹（图3-4），开光中的景物构成了了⼀一块独特的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68⻚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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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区域，这部分的图像在整个花瓶中只占据了了⼀一⼩小部分，虽然它的构图是纯
绘画性的，但是这⾥里里的⻛风景已变成了了⼀一个“优雅享逸”的能指符号，它不不以笔墨墨
为重，⽽而纯粹作为⼀一个表示世外桃源的代码。在这个开光⻛风景之外，整个彩瓶
布以各种象征吉祥和美好的图案，实则是以另⼀一种编码的⽅方式呼应开光中的景
物，图案部分基本上被两部分符号占据，⼀一个是宝相花与缠枝，这是被符号化
过的⾃自然之物，强调了了符号⾃自指的诗性，是能指向所指的倾斜。图案的上下边
饰饰以如意，如意是⼀一个完全为所指服务的能指，是⼀一个概念的指称物。在图
案的整套表述中，⾃自然物与美好的意境被平等地表现，并且和开光中偏向写实
⻛风格的绘画形成了了明确的互⽂文。纹样在这⾥里里起到的是⼀一个同义转换和概念量量化
的作⽤用，开光中的⻛风景就好⽐比是⼀一个真空中的温室， 被压缩进⼀一个孤⽴立的表意
单元⾥里里，实际上它已经脱离了了作为⼀一张独⽴立绘画的语境，成为⼀一组符号表意中
的刺刺点。 

3.5图案与诗化

在第⼀一章⾥里里笔者就提出图案的信息是靠图案符号的表意加减来完成的，如
果我们把符号⽂文本的意义⽐比作⼀一个图层，我们⼀一定清楚《骏⻣骨图》的背景虽然
是不不可⻅见的，但作为容纳主体存在的空间，它⼀一定不不是透明的。但是在纹样中，
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空⽩白”实则是透明的。纹样布局中有⼀一种图案叫适合纹样，
这类纹样的特点是把表现对象压缩在⼀一个有规律律的⼏几何形边界内，被表现的对
象从造型到布局都要随总体形状的轮廓进⾏行行调整。还有⼀一种图案的布局叫“开
光”，是指在⼀一个相对规律律的图案中划开⼀一⽚片区域，区域内贴近⾃自然主义⻛风格的
图像被⾼高度压缩，相当于在⼀一个语意悬浮的环境中加⼊入⼀一个有时空向度的叙事
⽂文本。语⾔言的结构往往决定修辞的⽅方式，不不同修辞法在组织⾔言语时的逻辑当然
不不同。⽐比如当我们以⽂文字或⼝口头的⽅方式来解释⼀一幅画时，我们就是在借⽤用语⾔言
的修辞来描述⾮非语⾔言符号，这就难免有信息丢失或不不准确的情况。笔者举此例例
是想说明图案的符号修辞法同绘画语⾔言的修辞法也是有区别的，这⾥里里笔者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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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图3-3图3-4 清乾隆隆，粉彩开光⼭山⽔水纹镂空盖瓶，故宫博物院藏



案的修辞法称为“诗性”的修辞法。 
语⾔言学家雅克布森（Jakobson）指出：诗性⼀一词并⾮非只出现在诗歌中，或

⽂文学艺术中，实际出现在很多表意场合，⽐比如：顺⼝口溜溜、⼴广告、诗体的中世纪
法律律、梵语中⽤用韵⽂文写的论著、竞选⼝口号、⼉儿童给⼈人起的绰号等等。这些符号
并⾮非没有其他功能，并⾮非不不表达意义，只不不过符号⾃自身的品质占了了主导地位，
符号⽂文本的形式成为意义所在。图案的修辞法中，符号通过对⾃自身的“复现”实
现意义的循环（但⾮非强化）。雅克布森引⽤用诗⼈人霍普⾦金金斯的话说诗歌就是全部
或部分地重复声⾳音形象的语⾔言，同时让这些重复之间出现有趣的对⽐比。今天我
们在街上的⼀一些⼴广告中也能⻅见到类似的例例⼦子，⽐比如“⾯面爱⾯面拉⾯面”，“王⼦子饺⼦子
王”，奥迪⼴广告“⽤用⻛风的速度，解释⻛风度”。 
雅克布森还认为：“诗性”与“元语⾔言性”恰好相反，元语⾔言性是运⽤用组合建

⽴立⼀一种相当关系，⽽而在诗中，则使⽤用相当关系来建⽴立⼀一种组合。
按照学者赵毅衡的解释是：元语⾔言性帮助⽂文本指向意义，重点是解释，⽽而

诗性让⽂文本回向⾃自身，重点停留留在⽂文本上，不不求解释（图案的符号⾃自指）。  16

从以上引⽂文我们不不难看出图案的修辞⽅方式和“诗性”语⾔言有异曲同⼯工之处。
⾸首先，图案符号的复现使图案符号的意义不不断循环，其次，图案的修辞法使阅
读者的思维在符号间“跳跃”并促成了了符号信息的洄游。其三，图案符号的表意
可以不不受具象时空的限制。 
我们再看下⾯面⼀一⾸首⽊木⼼心的诗： 

早上扒了了两碗稀饭
到⼗十点中下课
肚⼦子饿得咕噜噜
派听差去学校⻔门⼝口买侉饼
加⼀一个铜元麻油辣酱醋
蘸着吃得⼜又⾹香⼜又辣⼜又酸
⽐比⼭山珍海海味还鲜美点饥
是在特别好吃
未必出于饿极了了的缘故吧。
⽊木⼼心的这⾸首《好吃》 如果没有折⾏行行⽆无⽆无异于⼀一段平铺直叙的⽂文字，折⾏行行17

使完整连贯的语意拆分成各⾃自独⽴立的短语，这个转变就加强了了符号⾃自指，使读
者把注意⼒力力放在了了短语与短语衔接处的微妙关系中，⽽而这个关系所处的空间是
头脑中的。折⾏行行就如同图案中符号与符号间的空隙，观者从⼀一个语境跳跃到另
⼀一个语境上。思维活动在所指层进⾏行行。 

3.6冷媒介|热媒介

⻨麦克卢汉将媒介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顾名思义，热媒介相⽐比较于冷媒介在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79⾄至180⻚页。16

⽊木⼼心，《云雀叫了了⼀一整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8⻚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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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传递频率上更更⾼高，意思也更更明确，热媒介整体上偏重信息的有机性，冷
媒介的信息相对内化，偏重暧昧性的内容，冷媒介整体上呈现⽆无机的状态。显
然，图案是典型的冷媒介。 

第四章 “图案思维”

4.1图案与载体

在前三章的论述中，笔者着重讨论了了图案本身的修辞习惯和表意⽅方法。本
章笔者还要再补充⼀一个参与图案语⾔言构成的重要条件，即图案的环境⽂文本（外
部⽂文本），或者叫图案的伴随⽂文本。所谓伴随⽂文本就是指伴随在符号⽂文本表意
过程中并对该符号的解释产⽣生影响的⽂文本。⽐比如观众到美术馆看作品，展厅空
间就是所有作品的伴随⽂文本。伴随⽂文本就是符号表意所造成的特殊语境。笔者
管这个语境叫“环境”是因为笔者希望将图案与载体所涵盖的逻辑关系从传统纹
样与器器形的单⼀一关系中抽离出来，笔者在这⾥里里要探讨的不不是载体与图案孰轻孰
重，⽽而是要把他们从固有的“主从”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二者在表意过程中扮演
同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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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明穆宗像》，台北北故宫博物院藏



这幅创作于16世纪的《明穆宗》画像中（图4-1），⽆无论是屏⻛风、⻰龙椅、织
毯还是皇帝本⼈人的⻰龙袍上都精⼼心刻画了了布满⻰龙纹的图案。这样的布置在皇室空
间内屡⻅见不不鲜，⽽而纹样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仪轨分明的官⽅方语境中不不断消除
着个体与环境的间隔，使画⾯面中所有的⼈人和物被裹挟在⼀一个统⼀一的秩序中，从
⽽而稀释了了单个实体间的距离。这⾥里里建筑性界框表现为⼀一种强烈烈的等级感，⽽而装
饰性纹样则表现出强烈烈的连贯感。 从这个案例例中我们可以看到图案作为⼀一种18

物质空间的填充物发挥了了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抛开⻩黄帝的身份和纹样的
具体指向⽽而把注意⼒力力放在更更本质的符号修辞法上，这张画中的主体有⻩黄帝、屏
⻛风、⻰龙椅、织毯，它们是⽀支撑画⾯面空间的实体，也是图案的环境。图案在这⾥里里
作为装饰性的“画中画”，暗示出⼈人物与环境的更更多关系，将作品表意的中⼼心同
整幅画的空间紧密联系起来。 

4.2图案的“出位之思”

英国艺术哲学家佩特在1877年年出版的⽂文集《⽂文艺复兴》⼀一书⾸首先介绍了了
“出位之思”，他指出“出位之思”是艺术部分摆脱⾃自身局限性的倾向，佩特说
“建筑尽管⾃自有规则……却似乎追求达到图画效果。” 这⾥里里我们正好可以举出两19

例例，⼀一个是位于河北北省三河市的天⼦子⼤大酒店(图4-2)，另⼀一个是位于泰国的这栋
盘⻰龙建筑（图4-3），我们暂且忽略略公众对于这类建筑的批评。这两栋建筑的共
同特点即是作为装饰的图案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出现了了较为明显的“僭越”，福禄
寿三星和⻰龙本是对传统纹样彩画的模仿，但是由于使⽤用上过于张扬以⾄至于使图
案的载体成了了图案的陪衬，图案在这两栋楼上显露露出过分的表现欲，从⽽而产⽣生
了了表意刺刺点。笔者将这种借载体强化⾃自身表意的图案称为“出位之思”。 

 

 

【美】巫鸿，《重屏》，上海海⼈人⺠民出版社，第7⻚页。18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5⻚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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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佐藤健寿，《奇界遗产2》图4-2佐藤健寿，《奇界遗产2》



4.3“图案思维”的定义及具体应⽤用

顾名思义，“图案思维”是笔者在针对图案语⾔言研究的基础上推演出的⼀一套
关于符号表意的思维⽅方式，“图案思维”的研究以中国传统纹样语⾔言的分析为起
点，进⽽而逐渐扩展到对各种图案表意原理理的推敲和相关概念的摸索中， 终形
成⼀一套特有的对意义世界的认知⽅方法。 

“图案思维”中的图案⼀一词是⼀一个泛化的概念，这个概念不不是⽤用来描述传统纹
样中的花纹，⽽而是⽤用来归纳掌握了了⼀一类修辞办法的视觉化符号的代称，这些符
号在被称为图案表意的系统中呈现出以下3点要素： 
1、 符号的结体以参考表意⽬目的为先（⽽而不不是时空）。 
2、 符号组合的秩序是意义的秩序。 
3、 符号与符号载体互为意义。 
如果⼀一个作品或表意系统同时满⾜足以上3点条件，那么就可以说，这个系统

使⽤用到了了“图案思维”，下⾯面笔者将罗列列⼏几个实例例并依照3点要素的顺序进⼀一步加
以论证。 
我们先看上⽂文中提到过的武梁梁祠画像艺术： 
 

 

祠堂中的画像分为三个部分：屋顶、⼭山墙以及墙壁，分别对应了了天界、仙
界和⼈人界，天界部分的图案刻画了了图谶的部分，这些图案平摆浮搁，像系谱图
录⼀一样罗列列了了代表祥瑞和灾异的符号，这些符号同当时的政治理理论联系紧密。
⼭山墙的仙界部分以阴阳平衡的秩序罗列列出各种流⾏行行的神仙精怪，“⻄西为⻄西王⺟母，
东为东王公，⽇日中有⾦金金⻦鸟，⽉月中间蟾蜍”，这些符号显示出当时⼈人们对异域的兴
趣及对⻓长⽣生的追求。墙壁部分反映了了先古⾄至今的⼈人类历史，从三皇五帝到列列⼥女女
义⼠士，所有动态较⼤大的⼈人物和动物⽆无⼀一例例外向右运动，符号的朝向似乎暗示了了
时空的存在，不不过其意义也正是让我们在“君权感召下经历历史”（图4-4）。 
这三组图像 终合并成汉⼈人⼼心中的理理想天地，宇宙图案的布局始终跟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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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巫鸿,《武梁梁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造者的⽬目的，符号组合的秩序正是宇宙秩序的缩影，这些刻画在祠堂⾥里里的图案
终暗示了了⼀一位儒⽣生怀揣⼀一⽣生的理理想。 

《明穆宗像》： 
⾸首先，符号的构成以⻰龙纹为主，这是代表⼀一朝天⼦子独有的纹样。其次，从

皇帝的⻰龙袍到背后的屏⻛风再到⻰龙椅，织毯，繁⽂文缛节的装饰纹样⽆无不不显露露出咄
咄逼⼈人的皇室⽓气派。其三，皇帝乃⼈人中之⻰龙，⻰龙纹与皇帝互为意义。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图案思维”如何在当代的艺术作品中出现： 
图4-5是⼀一个美国艺术家杰森⽶米德布鲁克（Jason Middelbrook）的作品，这

位艺术家将⼤大树切成扁⻓长的剖⾯面，再⽤用鲜艳的⼯工业颜料料在剖⾯面表层绘以硬边的
⼏几何图案。这⾥里里，我们不不妨⽤用图案思维来审视他的作品：上层硬边⼏几何形是图
案，底层是作为现实之物的⽊木板，前者是符号主体，后者是符号载体，绚丽硬
边的⼏几何图形构成了了作品对⼯工业化、⼈人⼯工美学和⽆无机物的暗示，同时⼜又和树⽊木
本身的纹理理形成了了⽭矛盾的交点，树⽊木的⾃自然属性和有机性同硬边⼏几何化的图案
产⽣生了了表意的冲突，杰森通过并置树⽪皮与⼏几何图案使作品呈现出⼀一个“异项”的
表意。 

 
 

 
 

安迪⾼高兹沃斯（Andy Goldsworthy）是⼀一位使⽤用⾃自然元素做作品的⼤大地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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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术家（图4-6），他以⼿手⼯工艺⼈人的眼睛来看待⾃自然中细微的转变以及⽣生态循环。
它的作品甚⾄至⼏几乎不不创造什什么，⽐比如在空⽓气中被⻛风吹散的粉尘，⽤用树叶编织的
⾐衣服，某⼀一处悬挂的树枝，挑选出有明显裂痕的栗栗⼦子⽪皮。他把这些都排列列成重
复的或是并置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在⾃自然中⼜又是不不可能主动出现的。他的创作
中经常伴随着转瞬即逝的，有仪式感的形式。⽯石冢，拱桥，墙壁，还有⽺羊圈等
能够指涉⾃自然⽣生⻓长的前⼯工业时代的标志物也常出现在其中。艺术家的头脑⾥里里对
当下环境和条件有着直觉性的判断。同时，他对作品也习惯保持适当的距离，
让这些材料料按照他们固有的运转⽅方式⽣生存，⽽而尽可能的不不去触碰。安迪作品⾥里里
的图案符号就是他⾃自⼰己本⼈人主观挑选后的⾃自然之物，正取⾃自于他表意的环境。
这些⾃自然物被从新组合为⼀一个⼈人化的痕迹，是符号结体的⽅方式，表现了了⼈人在⾃自
然中的意愿，符号的组合秩序在⼈人的巧妙的抒情中形成，被重组的⾃自然物（符
号）与真实的⼤大⾃自然（符号载体）互为意义。与杰森的“异项”表意不不同，安迪
的作品折射出作者对⾃自然的认同，这种交换关系正是建⽴立在⼀一个“正项”的表意
之中的。 

 
 

    史蒂芬多伊诺夫（Stephan Doitschinoff）是⼀一位巴⻄西的涂鸦艺术家（图4-
7），他的涂鸦作品围绕⼀一个叫Lencois的⼩小镇展开，从史蒂夫的创作背景中，
我们能够读出全球资本扩张和当地政府资助的钻⽯石开采⾏行行业对⼩小镇⼈人⺠民的盘剥
以及⼩小镇⼈人⺠民被抛弃之后的边缘化。这些背后的故事都隐藏在艺术家创⽴立的符
号⽂文本中，⽐比如炽热的教堂，罗盘玫瑰，⿊黑天鹅，俄国⿊黑⼿手党暗语以及拉丁⽂文
字谜。钻⽯石从矿⼯工腹中被取出象征苦⼒力力们悲惨的境遇，⽽而戴⾼高帽⼦子的冒着烟的
钻⽯石则暗示了了资本主义疯狂的掠夺，这是典型的“图案思维”下的艺术语汇。艺

  19

图4-6



术家计较的不不是笔墨墨的变换，⽽而是对每⼀一个参与表意的符号⽂文本进⾏行行严格的把
控，按照表意加减法的⽅方式将⼀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向度的叙事，压缩成⼀一个个
类似“商标”的图案，我们通过⽐比较图3-4和图4-8就能感受到这种修辞法的存
在。这是笔者在上⽂文提到的诗性⽂文本的特征，是图案表现出来的符号⾃自指。这
⾥里里既没有⻄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完全凝固的时空），也没有东⽅方⼿手卷中使⽤用的“移
步换形”或“隔物换时”（暗示的时空），⽽而是完全抛弃时空的秩序，观者⾃自在⼀一
个逻辑中观看，换⾔言之，⼈人们在观看他的作品时眼睛是跟随信息的选择跳跃式
地观看的。画中单个图案的组合是作者意图的组合，整体上是图案化的叙事⽬目
的对符号排列列秩序的指导，史蒂夫的符号系统以涂鸦的⽅方式依附于整个故事的
承担者Lencois⼩小镇（符号与符号载体互为意义）。在这位艺术家的作品⾥里里，我
们还能看到⼀一个符号系统在不不同环境中的切换和转型，但⼆二者间的纽带却是不不
变的（图4-9），⼀一个涂鸦⼈人的态度就这样随着“图案”融⼊入进整个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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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C R A S，gestalten



 
 

 
 

结语

笔者在参考中国传统纹样和符号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提出
了了“图案思维”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出于3点⽬目的：1、实践图案语⾔言延伸的可
能性。2、通过观察和思考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梳理理出⼀一套有意义的语⾔言转换⽅方
法。3通过这套⽅方法培养⾃自⼰己对意义世界的分析能⼒力力。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纹样都是构成⼈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巨⼤大分⽀支，不不同⺠民族，

不不同地域和不不同时期的纹样可谓千⽂文万华，⽽而符号学作为各种⼈人⽂文和社会学科
的公分⺟母，更更是⼀一个信息量量⽆无⽐比庞⼤大知识库，要想在这两⻔门学科之间建⽴立有效
的联系，开辟新的视⻆角，没有充⾜足的阅读和严谨的讨论是难成⽓气候的，笔者在
执笔的过程中也时常感到有论述不不够清晰，逻辑还有待推敲的地⽅方，很多图案
语⾔言的修辞⽅方式放在符号学术语中解释起来也颇感费⼒力力。笔者在这个过程中深
感⾃自⼰己在知识的储备上还太浅显，实在不不敢肆意宣扬，整个论述的过程⾃自当是
对⾃自⼰己创作认知的⼀一次检查。 
此外，“图案思维”中的某些引论可能还有不不够充分的地⽅方，再往后的实践

中，笔者还会继续调整并丰富这个新的观点，如果能在此过程中继续收获，并
且为更更多的⼈人所认同就更更好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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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C R A S，gestalten

图4-9 C R A S，gest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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