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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过并且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 当今应
该如何继续推进文学继续前行, 却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忽视的课题。王牧群、
李蓝玉和吴柏祥三位先生
从不同维度出发, 用自己的精神产品回答着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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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从体验哲学的视角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揭示外国诗歌审美 通感的认知机制, 探讨通感隐喻如 何调动读者

的感知进行跨域投射 , 引导读者的感知在不同的感知域流连、徘徊, 强化审美感知, 增强诗歌艺术魅力的作 用。研究发现
面对 / 有震撼力 0的审美对象, 审美主体倾向于将其 置于更多 感知域 玩味, 进行 感知与心 智互动, 这 是人类 的天性, 通感
隐喻是这一天性的表 征。诗人 利用人的这一天性, 唤起读者的童心, 营造真切感, 增加审美体 验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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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ysis of Cogn itiveM echan ism of Synaesth eticM etaphor in F or eign P oem s from
the P erspective of Em bodied Ph ilosophy
W angMu2qun
( Yanshan University, Q inhuangdao, 066004, Ch ina)
By inductive reasoning, th is artic le studies the ideas of em bodied ph ilosophy in the apprec iation of poetic beauty. It argues
tha t synaesthetic m e taphor expands the duration and dim ensions of the aesthe tic apprec ia tion by a llowing reader. s senses to linger
around d ifferent dom a ins. The repea ted cross dom a in projection of the reader. s senses is an in terac tion of senses wh ich repre2
sents sort of human na tura l instincts and enhances the beauty of the poe tic appea.l
K ey word s: synaesthetic m etaphor; embodied ph ilosophy; cross doma in projection; extension of aesthetic apprec iation

1 引言
人的一个感 官被 激活, 联 想或 和声 的 作用 使另 一感
官出现共鸣。这种感知 相互联 通的现 象为通感 。反映在

掘语言是如何通 过体验和 认知形 成的, 分析 语言 表达背
后的认知机制, 透析 出人们 认知 世界 的基本 方法 0 ( 王寅
2005: 6)。

语言表达上 , 就 是通 感 隐喻。对 诗歌 中的 通感 隐喻 现象

认知语言学 的研 究成 果证 明概 念是 通过 体 验, 特别

的研究发现, 通感有内在规 律。根据 赵艳芳 的归纳, 感觉

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 能力而 得到的。大 部分概 念都通

的移动方向是 由较 低级 到较 高级, 有 从简 单感 官到 复杂

过隐喻建构, 它们不是自治的, 不 可能独立 于身体 的心智

感官移动的趋势。其排 列顺序 为触觉, 味 觉, 嗅 觉, 听觉,

能力, 而是基 于身 体经 验。诗歌 语言 的交 流体 现人 类对

视觉 ( 赵艳芳 2001)。对较高级感官的刺激能引起较低级

大 千世界 种种 现象深 刻的 感悟, 有形 成创 造力、想 象力、

感官的反应。一个感官被 激活, 另一 个就出 现反应, 这是

丰富人类的概念系统和 情感表 达的功 用。诗词里 的通感

生理现象, 也是心理现象。

隐喻是诗人情 感体 验的 自然 流露, 而 且具 有极 其人 性化
的特征。王寅说, / 认知语言学 强调人在认 识客观 世界中

2 通感审美过程的体验性及其认知机制
王寅认为: / 认 知语 言学 强调 语言 的体 验性, 着 力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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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作 用。这样 就突 出了 语言 的人 文性, 因 为人 是体
验的主体。在 对客 观世 界体 验的 过程 中, 人始 终扮 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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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角色。认知语言 学要研 究语言背 后的人 性特点

可以 / 听 0, 于是审 美体验的维度扩展了, 在不 同感知域内

和人文精神 0 (王 寅 2005: 6)。从 这 个视 角看, 研究 诗歌

审美感知得以强 化, 主体的感 知在几 个感知 域流连 忘返,

语言背后的认 知机 制, 揭示 诗人 心智 的体 验性 和作 品意

陶醉在审美想象 之中, 让审美周期延长, 审美体验攀升。

象的体验性对认知语 言学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汉语中的通 感隐 喻比比 皆是, 如 宋祁 5玉楼 春 6中的
/ 红杏枝头春意闹 0是视觉感知引 起听觉感 知的反应。从
认知视角看, 通感隐喻不是修 辞手段, 是人 与客观 世界互

3 通感隐喻通过跨域投射 强化审美感知并
增加审美维度
首 先 看 英 国桂 冠 诗 人 约 翰 # 梅 斯 菲 尔 德 ( 1878 -

动过程中的 体 验, 是 一 种心 理和 生理 过程。人 类感 官有

1967) 5美 6中 的几 行 诗: / 我见 过 绿 野 风 丘 的 曙 光和 晚

共同的生理机制, 有共同的感 知体验, 所以 在通感 隐喻使

霞∕如古朴悠长 的西班牙乐曲肃 穆幽雅∕ 我见过 春姑娘

用方面东西方有许多 异曲同工之处。

捧出的水仙花 ∕陪 着芳 草萌 芽, 伴着 融融 的春 雨挥 洒∕

/ 吃墨看茶听香 读画, 餐花 卧酒 喝月担 风 0这副 对联

我听过春花吐蕊的欢唱和 大海古老的吟咏 , , 0 (王牧群

运用了 / 听声类形 0, / 感情挪 移 0。花 美可 餐, 画美可 读。

1998)诗人见到美丽的田园景色 ( 视觉域 ) , 犹 如听到肃穆

为什么不直言不讳地 说 / 画美 而瞩, 花美 可观 0 呢? 认知

幽雅的西班牙乐曲 (听觉域 )。由 于情感、联想的作 用, 诗

语言学者认为: 感官对于心智 是首位 的, 心 智有验 证感官

人陶醉在田园 美景时, 眼 前豁 然一 亮, 视觉 感官 (较 高级

的能力, 感官 与心 智 共同 作用 才 能 获得 正 确认 识 ( 王寅

感官 )受到强烈刺 激, 由于联 想或 和声 的作 用, 听觉 感官

2004)。这里 对联 作 者并 非 故 弄玄 虚, 而是 面 对 审 美对

( 较低级感官 )出现共鸣, 于是田园美景 奏出幽雅的 乐音。

象, 较高级感官与 较低 级感 官情 不自 禁地 进行 互动 造成

春天, 百花争艳, 给 人带 来 许多 视觉 享受。一 般 来说, 花

的。鲜花的美 刺激 审美 主体 的视 觉感 官后, 与 味觉 感官

开花 落不 会激 发人的 听觉 感知, 然而, 无 数妩 媚、嫣红的

产生共鸣, 是 感 官 与心 智 的互 动, 体 现 了审 美 主 体 的天

冲击让诗人情不 自禁, 感知挪 移, 于是耳畔 响起春 花初放

性。通感隐喻 / 吃墨 0、/ 餐花 0和成语 / 画饼充饥 0、/ 望梅

时的欢歌, 笔端 就流 溢出 / 春花 吐蕊 的欢唱 0。英国 诗人

止渴 0都可以说明通过心智与感官 互动, 审美主体 的物质

麦克尼斯在他的 5花园中的阳光 6中描写到: / 花园中的阳

欲可以得到 缓 解, 这 也 是生 存的 需要。生 命科 学的 研究

光渐渐硬了, 冷了 0。西班牙诗人洛尔加在他 的 5风 景 6中

成果表明: 人的 5 种感 官通 道是 生命 体与 周围 环境 进行

写道: / 灰色的 空气 起了皱 纹 0。 印度诗 人泰 戈尔在 他的

信息交换的 路 径。面对 残酷 的物 竞天 择, 这些 通道 能否

5黎明盛会 6中 咏叹: / 黎明 的景 色是 那么 甜美 0 (欧 阳友

互相作用, 对周围的一切做出 迅速而 有效的 反应, 直接影

权 1998)。可见, 面对 / 妙不可 言 0的 审美对 象, 审 美主体

响到生命体的生存和 繁衍 (朱永生 2007: 83)。众所周知,

会将其置于尽 可能 多的 感知 域进 行反 复把 玩, 这是 人类

婴儿在鉴别母乳 时均使 用嗅 觉和 味觉 (较 低级感 官 ), 而

的天性, 通感隐喻展现了这一 天性, 它可以 唤起读 者的童

不是使用听觉和 视觉 (较 高级感 官 ) , 随 着人 类认 知能力

心, 营造出诗歌语言的感染力。

的不断成熟, 人们越发依赖较 高级感 官, 但 并没有 摆脱对

我们再试 析 比利 时 象 征派 诗 人 爱弥 儿 # 维 尔 哈伦

较低级感官的依赖。面对天香国 色, 会 想到 / 秀色可餐 0,

( 1855- 1916) 5风 6里的 几行诗。这 首诗 曾被誉 为 / 风与

明知审美对象不是食 物, 却能 想到吃, 说明 在认知 过程中

万物的奏鸣 曲 0。 / 黄色 的风 呀, 是春天 了∕ 以明亮 的吻

较高级感官需 要与 较低 级感 官进 行互 动, 需要 得到 较低

吻到土地的唇上 ∕ 热烈的 风, 真 挚的 风呀∕ 是春 天了∕

级感官的验证。所以面 对娇好的 审美对 象, 要亲口 尝尝,

风唱着, 闲谈着∕和金丝黄 雀, 红 雀, 麻雀∕ 风闪耀 着, 闪

亲手摸一摸的 冲动 算是 审美 主体 的天 性, 通感 隐喻 的艺

耀着∕在长长的 芦苇的尖上 0 (欧阳友权 1998)。春风吹

术魅力在于它以语言 形式展示人类的这一天性。

向面颊, (触觉感知 向视 觉域 投射 ) 诗 人见到 风拂 过时闪

通常人们面对一道美 味佳肴, 尽 管垂涎 三尺, 并不急

出一束束白光, 那是风在亲吻着 大地 (视 觉感知又 被反射

于消受, 先要 / 赏心悦目 0, 将低级感 知域的审美 对象挪移

回触觉域 ) 。诗人又感触到春风的热情和 诚恳 ( 触觉再向

到高级感知 域把 玩, 讲求 / 色香 味俱 全 0。这 时就需 要感

听觉投射 ), 诗人 听到 风唱着 歌和 鸟儿 闲聊 着, 在长 长的

知通道相互作用, 需要感知在不 同的感知 域徘徊。 以 / 看

芦苇梢上浮荡 (听觉又向视觉投射 )。风掠过 的地方飘浮

茶 0, / 听香 0为例, / 看 茶 0是 嗅觉 感 知引 发视 觉 感知, 茶

着一道道光亮。触觉域 就像一 道回音壁, 不 断接受 投射,

的茗香激发出看茶的欲望。 / 听香 0是嗅觉感知 引发听觉

又不停地向高 级认 知域 投射, 奏 出通 感审 美的 回声 及共

感知, 芳香为何唤起了聆听的冲动? 为 什么只 / 看 0不饮?

鸣。感知在几 个感 知域 跨域 投射 并往 复, 使审 美想 象的

怜香惜玉吗? 试想, 一 旦几 杯茶 下肚, 茗 香的 诱 惑力、尝

维度倍增, 审 美感 知的 程度 得以 强化。诗 人通 过对 切身

鲜的迫 切感、强烈 的 消受 欲 势 必 在一 瞬 间 消 逝。相 反,

体验的再现, 营造了文学语言 呼之欲 出的实 感, 提 高了文

/ 看茶 0使欲望处 于得不 到满 足的状 态, 可让 欲念 保持鲜

本的艺术价值。

活, 调动审美主体 更多 的感 官的参 与, 既然能 / 看 0, 也就

法国象征主 义诗人阿尔图尔 # 兰波 ( 1854- 1891)的

133

2009年

王牧群

第 4期

外国诗歌审美通感的认知机制与体验哲学

5元音 6以法语中的五个元音字母 为描写对象, 寓声 于色,

达崭新的感受、独特体验的 需要。上 述分析 说明, 审美主

寓色于形, 引起听觉与视觉 的交响, 音色 互通, 声形 挪移,

体较高级的感官受到刺激 , 较 低级感 官出现 了反应, 这是

可谓登峰造 极, 被誉 为 波德 莱尔 交 感理 论实 践 的典 范。

一种自然的 生理 现象。面 对 / 有震撼 力 0的审 美对象, 审

兰波曾自诩为 / 通灵者 0, 他意欲 发明一种 可以涵 盖一切

美主体倾向于 将其 置于 更多 感知 域玩 味, 进行 感知 与心

气味、声音和色彩的通感语言, 5元音 6堪称是这 一理论的

智 互动, 这是 人类 的天性, 通 感隐 喻是这 一天 性的 表征。

实践。 / A 黑, E白, I红, U 绿, O蓝: 元音们∕有 一天我要

诗人利用了人 的这 一天 性, 引导 读者 的感 知在 不同 感知

泄露你们隐秘的起源 ∕ A, 闪亮的苍蝇身穿毛茸茸的 黑背

域投射是引导 读者 尝试 新体 验的 过程, 通 感隐 喻让 读者

心∕追腥逐臭, 围着阴暗 的海湾 嗡嗡旋 转∕ E, 迷 雾和帐

步入想象的世界 , 去亲耳聆听 一缕暗 香的忧 伤, 去 拥抱一

幕的纯洁心胸, 冰川的长枪∕ 白色的 帝王, 繁星似 的小白

丝月光甜蜜的温 柔, 它可唤起 读者的 童心, 可以营 造真切

花在 颤动∕ I, 殷红的 吐出的 血, 美 丽的朱 唇上∕ 在盛怒

感, 增加语言的艺术魅力。调 动读者 诸多感 官参与, 在不

中或忏悔 的 醉态 中 的 笑 容∕ U, 碧 蓝 的周 期 和 神 奇振

同感知域之间 流连 的过 程是 强化 审美 感知 的过 程, 是增

幅∕布满牲畜的 牧场 的和平, 那 炼金 术 / 刻在 勤奋 的额

加审美维度的过 程。

头上的皱纹中的和平 ∕ O, 崇高的号角, 充满奇 异刺耳的
音波∕击穿尘 世的 寂静 和天 使们 的沉 默∕ 哦, 澳美 加她

参考文献

明亮紫色的眼睛 0 (欧阳友权 1998)。

欧阳友权. 艺术的绝响 [M ]. 长沙: 中南工业大学出 版社,

首先诗人将 5个元音全涂上了颜色 (色觉 ) , / A黑, E
白, I红, U 绿, O 蓝 0, 如 五光 十色 的彩 虹 ( 视觉 感知 投射

1998.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 M ]. 上 海: 上 海外语 教育出 版社,

到听觉及味觉 域 )。 颜色 迸发 出音 响, 散发 出气 味, 苍蝇
嗡嗡 的叫 声伴随 着臭 气, 神奇 的颤鸣, 激 昂的 号角, 刺耳

2000.
王

的音波, 天使的缄 默, 牧 场的 恬静 (声 音又 被反 射回 视觉
域 ) 。于是字母变幻 出形 体, E, 冰川 下一 片银白 世界, 满
天的雪花如繁星抖动 (视觉再向听觉域投射 )。 I红 色的、
灼热的朱唇诉说爱情 的絮语。U 如大海潮起潮落, 涛声起
伏, 又如宁静的 牧场 (声音 又被 反射 回视觉 域 )。牧 场荡
漾起绿色的涟 漪, 想到 多年 的劳 作在 人额 头上 刻下 的褶
皱 ( 视觉再一次 投射到 声觉 )。 O 是号 角, 它发 出奇 妙高
昂的声波, 唤醒寂静的尘寰和沉默 的天使 ( 声觉又 被反射
回视觉域 )。 O 的外 形 恰似 少女 明亮 高贵 的眸 子。在这

寅. 语言的体验 性 ) ) ) 从体 验哲 学和认 知语 言学看
语言体验观 [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1).

王

寅. 再论 语言 的体 验性 ) ) ) 认 知语 言学 的 语言 体验
观 [ J] . 山东外语教学, 2005( 2).

王牧 群. / 颂 美 0 英 诗 翻 译 赏 析 [ J] . 英 语 知 识,

1998

( 9).
王牧群. 通感隐喻与文学语言的翻译 [ J] . 燕 山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6( 1).
吴中 杰. 文 艺 学 导 论 [ M ]. 上 海: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2002.

里五个元音反复投射到声 觉域, 又被 反射回 来, 于 是感官

袁明光等. 写作辞林 [M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3.

在不同的感知域间跳 跃, 形、色、声交 汇在一 起, 回 声在不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同感知域间 激 荡。造成 意象 变化 莫测, 感 知与 心智 交互
作用, 奏出通感 审美 的 绝响。诗 人利 用了 通感 隐喻 这一
特征, 感 染读 者, 营造反 复跨 越感知 域的 审美 混响, 让读
者陶醉在 / 满汉全席 0般的精神大餐中。

社, 2001.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 方法 [ J]. 外
语学刊, 2007( 5).
Johnson, M. The B ody in the M ind) The B odily B a sis of
M eaning, Im agina tion and Rea son [M ]. Chicago: Un i2

4 结束语
文学家至今不断 运用新的隐 喻语言, 包 括通感 隐喻,
并不是缺乏清 楚地 描写 周围 事物 的能 力, 而是 艺术 家表
收稿日期: 2008- 03- 20

134

ve rsity of Ch icago P ress, 1987.
Lakoff, G. & M. Johnson. M etaphorsWe Live By [ M ]. Ch i2
cago: Un iversity of Chicago P ress, 1980.
=责任编辑

王松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