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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br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ancestor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words such as "yellow", 
"concubine", "female", "first" and "qiu",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image 
of the ancestors, combs the synchronicity of context, hoping to inspire creativity for IP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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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先民的“烙印”意识，结合相关文字如“黄”、“妾”、“女”、“先”、“湫”解读先民

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意象，梳理语境的共时性，希望能为 IP文化赋能激发创意点。 
关键词：画说汉字,审美意象,“烙印”意识 

1.前言 

汉字的造字伊始是缘于记录的需要，先民记录人文

景观、社会事务、家庭琐事开始从打绳记“字”开始，

后来发展到刻印到固定的载体如石器、龟甲等等，这是

记录载体的雏形。造字的伊始是依托人文景观或社会现

象，因而它寄予了造字者的审美意识，而使用者使用过

程也会赋予它本身特定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识与审美意

象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符号的产生有可能是即时

性的，属于当下的思维，但是使用过程发生了变化，演

绎变化是历时性。而当前使用者能够将其历时性和共时

性二者统一，且要比较准确地把握语义，这势必要涉及

语境，语境虽然是即时性的，但是通过还原造字的审美

意识与审美意象，可以将语境的共时性梳理出来，这就

是“画说”汉字的奇妙之处。本文以“烙印”意识为依

托点来进行说明。 

 

2.“烙印”与符号标识关联 

说起“烙印”，可能会想起跟刑罚有关系。实际上，

烙印的伊始是跟刑罚没直接关系，动物的活动轨迹与汉

字的巧妙结合就可以告诉后人们:先民的生活方式和活

动轨迹与及思维方式，也就是还原其生活的原貌。当前

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先民伊始的生存方式有赖于采摘花

果和狩猎，后来慢慢拥有种植技术。《诗经·先民》比

较详实记载先民种植技能的变化演绎。先民的“烙印”

意识跟生存有关，从吃喝用穿都留下了痕迹。随着生存

技能的提高，人群的能力也随着出现分化，这时出现了

家养的牲畜，为了进行区别，打绳记字到动物身上打标

记，这是烙印的标识的伊始。“黄”字是此时烙印标志

相对明显的代表之一。黄字是一支箭穿过一片田，是狩

猎范围的标识。随着劳动力的分层，狩猎的物品的多与

少也随着能力的大小而分化出来，慢慢地就形成了部落

的分配，开始是食物的分配，随着就是狩猎范围的分配，

用什么来区别，狩猎能力来标识，弓箭所到的地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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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范围的界分，于是“黄”字的伊始并非是当今意义

上的性别，而是地标的识别，“黄帝”作为部落的首领

应该是与其狩猎能力有关，以战绩来界定部落的主要领

导者，“黄”字就随之出现。黄字，可以反映当时的狩

猎情形，弓箭所达到的地方即是“黄”的部落地域，民

以食为天，要果腹，猎物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

能力好的自然被推选为部落首领，这直观地反映中华民

族先民对地域与自我能力的认知，这是地标的最早识

别。 

“黄”与“帝”的结合作为中华民族先祖的代称之

一，并非偶然与随机。“帝”者在《尚书· 尧典序》

记载道“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
［1］

。疏注

“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谛也。言天荡然

无心，忘于物我，公平通远，举事审谛，故谓之帝也。

五帝道同于此，亦能审谛，故取其名”
［2］

。《吕氏春

秋》载：“帝者，天下之所适。王者，天下之所往。”
［3］

“帝”者，光宅天下，如光普照天下，犹如光，大

公无私者为“帝”。“黄帝”的称谓是地域与人文两者

结合而成。“黄”字是地标的识别，这是先民关于地域

的范围较早认知。 

后来金文根据地标将字形造成“田”与“光”的组

合，如金文“从田，从炗”，《说文·黃部》注：“黄，

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声。炗，古文光。凡黄之

属皆从黃。（黄，土地的颜色。由田、由炗会意，炗也

表声。炗，古文“光”字。大凡黄的部属都从黄。）”
［4］

“黄帝”的组合皆与“光”有关，相互会意与呼应。 

 

 
图 1  黄帝 

汉字的出现伊始或象形或假音，皆凝聚先民的审美

意识。“烙印”意识的出现与家养的牲畜有关。随着地

域的标识与部落的固定，迁徙不成常态后，家养牲畜变

成一种常态，于是家养的牲畜为便于被识别，先民在牲

畜身上做记号就是“烙印”的雏形。此时关于牲畜的识

别，也在文字上得以反映。例如将野猪驯养成家猪，“猪”

的文字原型是“豕”，“豕”字加上房屋就是“家”，

有驯养的猪便是“家”。豕字在《说文解字》里注“彘

也。.竭其尾，故谓之豕。象毛足而后有尾。读与豨同。

凡豕之属皆从豕。”之后有成语“封豕长蛇”（《后汉

书·张皓传》）
［5］

与“狼奔 豕突”
［6］

（清·归庄《击

筑余音·重调》），前者以“贪婪如大猪，残暴如大蛇”

来形容比喻贪暴者、侵略者；后者以“像狼那样奔跑，

像猪那样冲撞”形容成群的坏人乱冲乱撞，到处搔扰。

豕与蛇、狼组合成语，从组合的词义看“豕”并非家用

或经过驯养的猪，而是野猪。猪者：豕而三毛丛居者。

从豕者声。一岁猪为豵，二岁猪为豝，三岁猪为豜，四

岁猪为特。先民还从“猪”的性别角度进行造字，《说

文解字》注：“豝：牝豕也。从豕巴声。一曰一岁，能

相把拏也。《诗》曰：'一发五豝’。”
［7］

而公猪则是

“豭”，《说文解字》注：“牡豕也。从豕叚声。”
［8］

先民的思维慢慢趋于缜密，牲畜的岁龄与公母的识别在

文字上得以体现。 

3.“烙印”符号的文化意象萌芽 

其实没有造字之前，动物的辨认或标记或绑系绳索

加以识别，这一识别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慢慢转移到奴

隶身上。这就有刑罚之说。例如“妾”字，现代汉语的

解析是：“旧时男人娶的小老婆。谦辞，旧时女人自称：

妾身。贱妾。”但是从甲骨文看造字伊始的意象，是女

字上加枷，是刑罚女性的一种标志。甲骨文时代从妾字

的造字结构已经看出对女性的惩罚轨迹。往身体上打烙

印的伊始并不是往人体上打记号，而是最先在牲畜上做

标记。随着社会分工，出现家用牲畜，为了区别而进行

标志。原始社会母系血缘的先民以狩猎为生存，慢慢地

人的能力出现了分化，狩猎的物品开始出现了多与少的

区别，加上劳动的分工慢慢分化出。因为私有制的出现，

贫富悬殊的出现才慢慢显示出人的地位的高低，奴隶社

会奴隶主慢慢地将此种标志方式运用到区分人群的身

上。“妾”并非指婚姻里地位低下的女性，而是因为被

标志为地位低下的女性无法成为婚姻里的主婚对象，而

是成为婚姻里的附属品。正因为这种刑罚的处理导致地

位的下降进而成为婚姻的附属品，才会产生当前关于

“妾”——小老婆的称谓解释，也关联了在春秋战国时

代以后女性的谦称与卑称。现代汉语的解释只是代表当

前的一种社会现象，通过解读字源的演绎变化，还原造

字当初的场景现象，更主要是关注了先民造字的审美意

象。 

 
图 2 妾 

例如“女”字，从造字的结构可以看出开始是“跪

着”，金文是“半蹲”，金文大篆是“倾斜着身体”，

到了小篆是“弓着身躯”，字体的造型结构反馈的不仅

是女性的地位，还可以反馈出当时的坐姿与坐具。从席

地而跪，到半蹲（胡人的矮凳），再到倾斜着身体（高

脚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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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女 

“女”字造字关联的不只是女性地位的变化，还关

联了坐具的变化。虽然春秋战国时候比以往多了床榻的

坐具（图 4）。虽然和现代的床不一样，可以坐高点了，

但是在正式场合人们依然是跪坐。此时“女”字仍然是

跪姿。 

 
图 4 跪席 

 
图 5 交床 

三国魏晋南北朝比春秋战国时期多了坐具胡床（图

5）亦称“交床”、“交椅”、“绳床”，是古时一种

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马扎功能类似的小板凳，但人所

坐的面板并非木板，而是可卷折的布或类似物，两边的

凳腿可合起来。交椅可以折叠，携带和存放十分方便，

它们不仅在室内使用，外出时还可以携带。此时“女”

字在金文里双膝是“半弓着”，近似于“半蹲”，与胡

人的坐具的高度相当吻合。 

隋唐的交床（图 6），也通常所说的“交椅”，可

折叠，它最初是一种便于携带的休息用具，后来被引申

为一种地位的象征。 盛唐的月牙凳（图 7），又称“腰

凳”，凳面为半圆形，四条雕花腿，腿间还坠以彩穗装

饰，与身着华丽服饰的丰满仕女形象协调一致。此时

“女”字是一脚直立一脚与臀部形成坐姿，非常生动。 

 
图 6 交椅 

 
图 7 月牙凳 

“女”字与坐具的演绎变化几乎是同步的，可以看

出古人所造得文字变化会“说话”，能从字形解读出当

时的相关信息，文字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

等等息息相关。这种同步个别字体至今仍然保留原貌。

例如“先生”这个词组，在《诗经·先民》中“先”与

“生”几乎同义，“先”【xin】与“新”【xin】是在

潮汕方言是同音，“生”是“新生命”的简称，潮汕方

言至今仍然保留着“先生”的称谓原貌，对“先知”和

“先哲”这类人物的尊称。虽然社会发展了与古文进行

了白话文的改革，但是“先生”两字至今保留其中的古

义，今义是缩小了其称谓的内涵，只用其来称谓“医生”。

其保留的称谓也是跟医生的救死扶伤与给予新生命有

关。 

4.“烙印”符号的审美意象萌芽 

还原“文字”的原貌不仅能读出民俗文化的变化，

还更贴近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即审美意识，从审美意识入

手解读审美意象更有审美意味。2018 年电影《大鱼海棠》

通过“椿”、“湫”与“鲲”的“报恩”主题发掘中华

传统文化审美元素，其中“湫”这个人物最后的结局是

接替了灵婆的“职位”，把爱空置出来，留给了“椿”

与“湫”，关于影视的创作意图解读，当前比较流行的

是“湫”注定孤独的，因为“春去秋来”，他们中间隔

着“夏”，近似于“夏虫不可语冰”的状态，但是这还

是解析不了“湫”为何是继承灵婆的职位。于是还得从

字体溯源角度来解读“湫”这个人物的塑造初衷，其解

读方式应该比谐音释义的审美方式更贴近影视所塑造

的审美意象。其实“湫”本义就是“水潭”。说文解字

注:“隘。下也。一曰有湫水，在周地。《春秋传》曰：

‘晏子之宅秋隘。’安定朝，有湫泉。从水秋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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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文解字的注释看，此水潭是在周地，是护城河，具

有战事防御功能——安定朝，从此功能看，就是“守护”。

从人物名字的代入看，“湫”在影片中更加贴近传统文

化元素的塑造应是“守护”，灵婆的使命也是守护，由

接替灵婆的位置是理所当然。至于他与“椿”的偶遇与

无缘只是影视的插曲而已。 

还原“文字”的原貌可以解读出民俗文化、历史文

化、地域文化、战事文化等等。从语言到文字到文化到

文创，文字的演绎承载了先民的思维认知、情感认知、

理性认知、审美认知、心理认知等多方位的融合，当前

的文字溯源解读，不仅可以还原当时造字的原貌，还能

感知当时的民俗、文化、礼仪、政治、历史、经济、教

育等等的风貌，还能为当前的 IP 文化赋能，从溯源到

赋能，集结于教育、审美与社会三位一体功能，更主要

的是通过解读字源变化，将先民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意象

有机结合，发掘其融合的契机，进而为当前的 IP 文化

赋能提供创意激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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