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事文本的“间离”:陌生化与生活化之间

———析洛特曼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研究

张　杰　康　澄 Ξ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 ,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已习惯于把文学创作看成是生活的文本化。然

而 ,20 世纪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则在分析普希金的诗体小说

《叶甫盖尼·奥涅金》时 ,明确提出文学创作不仅不是生活的文本化 ,而恰恰是文本的生活化。

洛特曼运用了布莱希特提出的叙事剧的“间离效果”,具体揭示了文本生活化的实现过程。

洛特曼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文学文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 　《叶甫盖尼·奥涅金》　间离效果

外国文学批评与欣赏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 :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谈论较多的

文学作品往往读者面很窄 ,读者很难读懂 ,而读者面很宽的作品 ,文学批评界又不屑于过多

地谈论。

20 世纪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 (1922 —1993)

在具体分析 19 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 ,曾非常准确地揭

示了普希金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既能够达到创作文本的“陌生化”,又可以给读者以简单而

朴实的阅读感觉。洛特曼指出 ,普希金正确地处理了文学文本结构的复杂性与广大读者阅

读效果之间的矛盾 ,不再把作品结构的“文学性”与读者从该文本中获取的“生活感”对立起

来 ,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我们看来 ,普希金创作的这一特点 ,非常类似于 20 世纪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提

出的叙事剧的“间离效果”。洛特曼把叙事剧的“间离”方法 ,成功地运用到对小说的叙事文

本的分析之中 ,这仿佛是在文学文本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创作

与文学接受、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一、“文学性”与“陌生化”:从生活的文本化走向文本的生活化

“文学性”与“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两个概念 ,早已为文学理论界普遍运用。

“陌生化”是达到“文学性”的必要过程 ,而“文学性”又是“陌生化”的必然结果。然而 ,无论是

“陌生化”还是“文学性”,其基础都是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生活的文本化”。因为文学“陌生

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而“文学性”也只是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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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无论是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创作 ,还是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传统文学

创作 ,他们的基点都是把文学视为对社会生活的语言文本化 ,文学也就是语言文本反映社会

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不同的是 ,前者尽可能通过语言文本来真实地呈现社会生活 ,减少语

言自身在读者与生活之间形成的障碍 ,让读者能够更多获得感受生活的真实感 ;后者则恰恰

相反 ,千方百计在读者与生活之间设置障碍 ,力图通过“陌生化”过程 ,让读者感受到文学语

言自身的存在 ,以此来延长读者的审美欣赏过程 ,达到增强作品“文学性”的目的。

我们认为 ,文学创作既不是在把社会生活文本化 ,也不是在进行语言文字的游戏 ,而更

主要的是在把语言文本转化成另外一些具有认识功能和欣赏价值的艺术产品。因此 ,如果

我们还坚持认为作品的“文学性”取决于“生活的文本化”或者单纯的语言文本式转换 ,肯定

会产生对“文学性”的误解 :似乎越远离生活 ,越文本化 ,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就越强。

洛特曼深受西方语言符号学的影响 ,认为文学创作的基础是语言文本 ,但是他没有走向

纯粹的语言文本的研究 ,而是把语言文本看成是一种语言现实 ,一种生活本身。洛特曼在分

析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指出 ,普希金的创作原则“不是将生活变成文本 ,而是

将文本变成生活 ,不是让生活在文学中得到表现 ,而是使文学本身成为生活”(《普希金》

453) 。显然 ,在洛特曼的研究视野中 ,普希金没有把文学作为对生活的一种反映 ,而就是生

活本身 ;文学创作不是生活的文本化 ,而是文本的生活化。

如果从洛特曼的理论来看 ,“陌生化”不仅不是把生活文本化 ,而恰恰是把文本生活化的

过程 ;“文学性”也不是生活文本化的结果 ,而是文本生活化的产物。正如他在“结构诗学讲

义”一文中指出的 ,文学的材料是语言 ,语言结构除了能够综合各种符号信息代码和传递信

息以外 ,还具有重大的认识功能。洛特曼把语言结构看成是认识活动的总和。他明确指出 ,

语言本身就是第二现实。①

在“艺术本文的结构”一文中 ,洛特曼把语言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是指直接表示

生活或科学现象的符号体系 ,这种符号体系是尽可能接近所描述对象的元语言 ,如俄语、英

语、汉语等自然语言和人工的科学语言 ;第二层次就是建筑在自然语言之上的交际结构与符

号系统 ,洛特曼称之为第二性语言 (或曰第二模拟系统) 。文学作品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

本文。②洛特曼进一步指出 ,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是由特殊的语言来构成的。这种特殊的语

言是作为第二模拟系统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意味着各种文学创作都拥有自

己的、固有的符号系统和自身的连接方式。这些符号系统和连接方式是为传达特殊的、依靠

其他的手段所不能传达的信息而服务的。③

显然 ,在洛特曼看来 ,文学创作是把语言文本转换成语言现实 ,转换成生活本身。这种

文本的生活化是否会导致创作文本的“文学性”丧失呢 ? 读者是否会把作品与生活等同起来

呢 ? 文学创作是否会回到写实的老路上去呢 ? 洛特曼在对《叶甫盖尼 ·奥涅金》的具体分

析之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二、叙事文本的“间离”:陌生化与生活化之间

在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时 ,洛特曼敏锐地发现 ,普希金为了既使得创作文本生活化 ,

又能够达到艺术的“陌生化”效果 ,采用了独特的叙事“交谈”方法。普希金本人说过 :“小说

需要交谈”。洛特曼以此为基础 ,采取了与布莱希特构建叙事剧理论的类似方法 ,深刻揭示

出普希金怎样通过小说的戏剧化表现形式 ,把文学创作的生活化与“陌生化”有机地结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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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起。

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理论中 ,戏剧表演的主要目的是反映“真实”,

演员必须生活在舞台上 ,真实地体验和表现生活。因此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 ,在舞台与

观众席之间 ,存在着一堵看不见的“第四堵墙”。然而 ,以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为代表的现

代叙事剧理论 ,强调要打破“第四堵墙”,演员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演戏 ,观众也应该认识到

自己是在看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布莱希特提出了表演的一个重要手段 ,即“间离效果”。

这一表现手段就是要通过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不断提醒观众保持与剧情的距离 ,来达到把戏

剧表演的“生活化”与“陌生化”结合起来的艺术效果。

洛特曼指出 ,普希金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强调 :“创作这部作品的立场是放弃

任何的文学形式”(转引自“艺术本文的结构”434) 。因为普希金认为 ,任何诗歌或小说的创

作原则都只会使文学文本远离生活真谛 ,所以他要千方百计打破小说和诗歌的创作原则 ,来

建构一个诗体小说文本。在洛特曼看来 ,解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就不能够按照分析诗歌

或小说的途径来进行 ,而要采取“间离效果”这种戏剧化的分析视角 ,才能揭示《叶甫盖尼·奥

涅金》的创作特征。

洛特曼认为 ,普希金一方面极力使作品接近生活本身 ,让本文模仿生活的“非艺术性”和

“无结构性”;另一方面 ,他却又好像生怕读者忘记了他们是在阅读文学作品似的 ,在本文中

插入了大量的对小说本文结构的设想和评价 ,用以不断提醒着读者 ,他只“是个杜撰者 ,小说

中的主人公完全是他想象的结果”(《普希金》451) 。这些内容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不是

偶然出现的点缀 ,而是大量和普遍的现象 ,如第一章的第 56 节、第二章第 60 节、第三章的第

11、12、13、28、41 节、第四章的第 32、33 节、第七章的第 24、55 节以及第八章的第 49、50、51

节等。这表明它们是作家刻意和精心安排的 ,目的是让读者始终清醒地处于本文之外 ,时刻

意识到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其中 ,普希金设想了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类

型会如何构建这部作品 ,并将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欧洲文学作品中的许多文学原型人物进行

了比照 ,目的都是为了突出文学人物的虚构性。于是 ,小说人物形象在种种比照中不断地被

否定。

普希金不仅将自己构建本文的方法和思路告诉读者 ,还让读者也参加到这场如何构建

本文叙事的讨论中来。他将小说中人物形象发展的不同轨迹和种种可能性一一列举 ,呈现

在读者面前。洛特曼精辟地指出 ,普希金将作品和人物发展的种种可能加以列举 ,其目的并

不是要从中选取任何一种。事实上 ,作品也并未依照这些道路中的任何一条发展下去。普

希金这样做不是为了选择 ,而恰恰是为了避开它们。普希金使读者确信 ,主人公不属于大量

列举出来的文学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 ,他绝不是一般的文学人物 ,因此也就不服从任何以往

的文学创作规范。这样 ,普希金在塑造奥涅金时就既达到了文本生活化的创作目的 ,同时又

可以让读者感觉到艺术欣赏的“陌生化”效果。

我们认为 ,洛特曼深入揭示了普希金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文本时的两个特征 :一是

要使作品在最大限度上贴近生活 ,远离文学条规 ;二是又要时刻提醒读者 ,他们正在从事文

学作品的阅读活动 ,避免陷入阅读所产生的现实幻象之中 ,使读者始终能清醒地对作品中的

一切进行评论和判断。洛特曼认为 ,虽然这两种构建本文的方式是反向的、对立的 ,但它们

的矛盾与冲突只是表面的、外在的 ,实际上它们相互作用 ,共同构筑了作品的结构大厦 ,成功

地实现了普希金的诗学思想 ,即 ,不再是把生活文本化 ,而是把本文生活化 ;不是让文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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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而是让文学本身生活化。

那么 ,这两种逆向的构建方式是如何实现这一诗学思想的呢 ? 洛特曼从本文、作者和读

者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联系着手展开分析 ,尤其是对读者接受的维度进行了很有独创性的阐

释。

三、认知模式与诗学思想 :文学与生活之间

洛特曼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读者认知模式。一是普通本文的读者认知模式。洛特曼

认为 ,我们在阅读普通的本文时 ,首先是完全沉浸于本文有组织的、封闭的世界中 ,将小说本

文的世界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加以等同。此时 ,本文中的人物和事件与我们头脑中以往

经验的人物和事件共同作用 ,产生一种现实的幻象。不同的读者对本文的理解不同 ,正是因

为每个人的经验意象和感受力是有差别的 ;其次 ,在阅读该小说本文的同时 ,我们不仅沉浸

于小说的世界中 ,同时也处于本文的世界之外 ,是现实活动的参与者与实践者。因此 ,我们

又会站在这个立场上对本文做出评价 ,将小说的本文与我们实际参与的世界进行各个方面

的比较。这时 ,小说的本文对我们来说只是现实的一个部分 ,处于相对于生活的某种中间层

上。在这个立场上 ,我们在本文中获得的已不是生活本身的片断 ,而是一种认知模式。

然而 ,洛特曼认为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作品

认知模式。首先 ,我们在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时 ,由于大量中间层的存在 ,在阅读的过程

中不能完全沉浸于假想的艺术本文世界之中。作家不仅向我们传达了某种事物发展的进

程 ,而且还一直在展示该事物向其他方向 ,甚至是逆向发展的场景 ,并将我们吸引到能否用

其他方式来构建本文的讨论中 ,我们因此无法产生身处现实的幻觉 ;其次 ,当我们处于本文

的立场之外来审视这部作品时 ,却惊讶地发现《叶甫盖尼·奥涅金》已完全脱离了文学的行列

而真正进入到了现实世界中。因为普希金将生活流的真实、自然、矛盾、偶然、意外、非典型

性、简单感和朴实感全部通过本文结构的复杂化体现了出来 ,读者觉得普希金笔下的人物已

经不再是文学人物了 ,而是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用任何一种固有的文学类型和文学规则来

阐释主人公都显得可笑和多余 ,奥涅金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普希金描写的恰恰是生活本身。

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强调文学描写的真实性 ,主张“按生活本来的面目”

再现生活。普希金被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已经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但是 ,

洛特曼认为 ,俄国 19 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他

写道 ,“从 19 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点看 ,文学创作比生活更加真实 ,生活 ,在成为了艺

术之后 ,就好像被提高了等级 ,变得更加真实 ,更加饱含意义了”(《普希金》458) 。他认为 ,

19 世纪中叶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描写人物和事件发展的典型性和规律性 ,塑造人物形象强调

的是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往往将典型作为观念的产物。而普希金的现实主义是在

文学中表现真实的生活流 ,而不是总结生活中的规律性和典型性。

因此 ,洛特曼认为 :“奥涅金不是‘多余人’———这本身只是一个概念 ,因为赫尔岑的‘聪

明的无用人’是在他 (奥涅金) 之后出现的 ,只是对奥涅金做出的某种解释 ⋯⋯”(《普希金》

456)普希金的小说不是将生活规律化和典型化 ,而是努力接近生活本身 ,不同的读者可以在

他的小说中找到不同的东西 ,做出不同的解释。洛特曼认为 ,正是因为普希金这种独特的作

品构建方法才使《叶甫盖尼·奥涅金》自身包含了潜在的、俄罗斯整个后来小说历史的“浓缩

的”状态。后来的文学作品用不同的艺术视角展示着客观地存在于这部作品中的内容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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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俄罗斯小说从根本上进入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之中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诠释

着它。洛特曼说 ,普希金不仅是创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小说 ,而是创造了俄国小说

的公式。

洛特曼通过对《叶甫盖尼·奥涅金》本文的分析做出的这一论断是极为深刻的 ,它使我们

重新审视和思考许多文学史上似乎已有定论的重大问题 ,而且揭示了普希金关于艺术与生

活关系的诗学观点 ,为我们重新认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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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reading of the European authoritative writers , and on the other hand , it has been unceas2
ingly reconstructed 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by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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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Irony in ″Country Doctor″
Abstract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Kafka’s story ″Country Doctor″, focusing on the verbal

irony , situational irony and romantic irony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ork. It ai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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