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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修辞叙事学修辞效果的研究是修辞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效果研究是

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 ,作者通过文本在读者那里达到的效果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因此 ,这

种研究带有某种尝试性。对叙事修辞效果的研究首先是对产生效果的基础进行分析 ,探

讨影响效果的诸种因素 ,然后 ,对叙事修辞的各种效果再进行具体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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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辞叙事学修辞效果产生的基础

修辞叙事学主要是研究作者通过诉诸文本的一系列修辞策略达到最大限度地影响读者 ,取得理想的修

辞效果的。因此 ,研究修辞叙事学不但要研究作者 、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修辞性关系 ,关注一系列的修辞策略 ,

对修辞效果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效果 、修辞效果以及小说修辞效果(即叙事作品的修辞效果),李

建军在 《小说修辞研究 》中曾作过这样详尽的论述:

“概括地说 ,效果通常是对某种活动产生的结果的积极评价 ,是指这种活动将对人产生有益的影响。这

样 ,修辞效果就是指作者利用各种技巧手段 ,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并对读者所产生的积极的感染力和影响作

用。而小说修辞效果 ,就是小说家利用小说艺术的各种技巧手段 ,对读者发生的积极作用 ,即通过说服读者

接受作品所塑造的人物 ,认同作者在作品中宣达的价值观 ,从而最终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达成精神上的契合与

交流。”[ 1] 264

对叙事修辞的效果从理论上虽然可以做出这样的描述 ,但是 ,这里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就是效果的

产生必须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链条中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有了这样一个平台 ,效果才有显现之

地。那么 ,这个平台是什么呢 ?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

首先 ,对作者的考察中我们发现 ,作者的身份并非是一个天生的命定 ,而是经过了长期学习实践锻炼而

成。因此 ,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位优秀的读者 ,作为读者的作者对于前人作品的阅读 、消化 、吸收 、借鉴和创造

构成了任何一位作者必走的人生路线。作者的读者身份与阅读生涯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 、可资超

越的基本坐标 ,同时 ,也给了我们另外一种提示 ,即作者与读者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作者是从读者那里

走出来的。这种关系为叙事修辞的效果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 ,即作者和读者拥有共同的阅读经验 ,这就为作

者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并在读者那里产生阅读效果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其次 ,作者的创作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对前辈作品的继承与创新 ,继承是文学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 ,创新

是文学发展的生命所在。摆脱前人的束缚 ,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天空 ,从来都是历代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但是 ,与这种追求相伴而生的还有作家强烈的焦虑心境。美国著名学者布鲁姆提出的 “影响的焦虑 ”理论为

这种继承和创新的临界状态提供了一种准确的理论描述:“一个时代的反讽不能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反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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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的焦虑却牢牢地扎根于一切文学想像的基础。竞争———争夺审美制高点的比赛———在古希腊文学里

是非常明显的。在不同的文化中 ,竞争的形式有所差异 ,但那似乎只是程度的不同 ,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柏

拉图与荷马之间的竞争是西方文学的核心竞争。此后还有不少对手间的争斗 ,直到海明威与他的前驱们之

间的———以及他的追随者们与以及成为大师的海明威之间的———戏仿式对抗。”[ 2]
作家在继承和超越之间的

这种焦虑状态永远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所在 ,继承是每一位作家的宿命 ,超越是每一位作家的使命与生存之

本。正因为有了继承 ,作家才能够通过文本与读者找到共同的知识基础;正因为有了创新和超越 ,作家才能

够通过作品所提供的新的视域来培养读者(包括未来的作者)。

第三 ,文学的继承有着一系列的显在特征 ,这些特征为接受效果提供了参照 ,同时 ,也揭示了效果产生的

作者的 、文本的与读者的基本的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 ,作者才能创造与超越 、文学才能发展与更新 、读者才能

在原来视域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新的视界。比如文学的重复 、互文性 、原型 、母题等等 ,都为这种继承提供了理

论视域 ,同时 ,也提示了作者———文本———读者交流的基础与叙事修辞效果产生的基础。

二 、影响修辞效果的因素
(一)作者因素

作者作为文本的建构者 ,对作品修辞效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 ,长期以来 ,西方文论对作者采取

了 “放逐 ”的态度 ,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罗兰·巴特甚至宣布作者的死亡。巴特在 《作者的死亡 》一文中批判

了古典主义批评站在作者一边的做法 ,认为 “古典主义的批评从未过问过读者;在这种批评看来 ,文学中没有

别人 ,而只有写作的那个人。现在我们已开始不再受这种颠倒的欺骗了 ,善心的社会正是借助于种种颠倒来

巧妙地非难它所明确地排斥 、无视 、扼杀或破坏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 ,为使写作有其未来 ,就必须把写作的

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 3]
在此 ,我们不能同意巴特武断的观点 ,文学批

评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不能站在一个角度而否定其他角度。文学批评更应该表现为一种兼容

并包的批评文化。

与巴特不同 ,韦恩·布斯则强调了作者对于修辞效果的影响。 “从作品中清除每一个看得出的个人色

彩 ,每一种特殊的文学典故或生动的比喻 ,每一种神话的或象征的形式 ,因为它们都明确地进行了评价。任

何一个有眼力的读者都能辨认出他们受到了作者的影响。”[ 4] 21

从创作论的角度看 ,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其人生阅历 、文化修养 、道德情操 、审美喜好等等都是创作的影

响因素 ,都关系到作者的选材 、取舍 ,关系到思想的宣达 、情感的宣泄 、主题的营造。此外 ,站在微观创作论的

角度来看 ,灵感 、际遇 、感觉 、想像 、情感 、顿悟等因素都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价值与接受效果。作者的创作理念

也是影响修辞效果的因素之一。纵观叙事作品的历史 ,从再现到表现 ,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 ,再到浪漫主

义 ,再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作者从不同的创作角度进行创作达到了不同的修辞效果。比如现实主义小

说 ,以 “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为目标 ,以真实反映生活为宗旨 ,带给人的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与感受;而现代

主义小说则描写现代人生活在荒诞世界中的异化 ,采用象征 、意识流等手法表现世界 ,从 “叙述一个冒险故

事 ”到 “一个故事的叙述冒险 ” ,这种写作方式给读者的影响显然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

站在叙事学的立场上 ,我们发现作者视点选择 、叙述方式选择的不同会产生不一样的叙事修辞效果。比

如侦探小说 ,它往往选择第三人称限制视角而不是全知视角。另外 ,它还采取预叙 、补叙 、倒叙等各种叙述方

式 ,还采用设置悬念 、故意加快或减缓叙述节奏等手段来吸引读者 ,使故事达到引人入胜的修辞效果。再如

中国的章回小说 ,用设置 “扣子 ”的方式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作者的人为因素对阅读

效果的影响。

因此 ,作者作为修辞效果的影响因素 ,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修辞叙事学理论对作者的重视正是基于作

者的客观存在性与不可忽视性。作者作为修辞效果的影响因素 ,其原因就在于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目的性。

正因为有了作者有目的的能动性创造 ,才使读者有阅读对象 ,从而产生修辞效果。

(二)读者因素

读者的阅读意味着叙事作品的最终完成。因此 ,作者想要达到预期的修辞效果 ,离开读者这一因素是无

法想像的。读者对于修辞效果的影响无疑与作者同等重要。站在接受主体———读者自身的立场上来看 ,首

先 ,其身世经历 、文化修养无疑是影响叙事修辞效果的重要因素。试想 ,一个与作品人物有相似经历的读者

和一个与作品人物经历不同的读者阅读作品产生的修辞效果肯定会有所不同。前者会引起共鸣 ,而后者则

可能对作品感到新鲜或者陌生。文化修养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接受效果 ,一个有诗词修养的读者读 《红楼

梦 》 ,会不时地为其中的诗词所倾倒 ,而对诗词毫无感觉的读者 ,反而会认为其中的诗词给他带来了阅读障

·69·



碍 ,会认为读 《红楼梦 》远远没有读武侠 、言情来得痛快。其次 ,修辞效果也受读者阅读目的的影响。正如我

在本文第二章第一节中对读者的分类:普通读者 、作者读者和批评家读者 ,这三类读者的阅读目的显然不同。

普通读者阅读作品或怡情或增智或只为打发时光;而作者读者除了普通读者具有的目的外 ,还可能为了借

鉴 、吸收别人的创作经验 、方法等;批评家读者更多地则是站在理论的高度对作品进行评判。很显然 ,在这三

类读者那里产生的阅读效果是不一样的。

读者对修辞效果的另一影响来源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个体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引起对同一事

物在理解上的偏差 ,作者所期望的 “理想读者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真实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

修辞效果与作者想要达到的修辞效果是有距离的。读者在阅读作品时 ,总是根据个人的情况理解作品 ,就会

与作者意图出现偏差 ,这样在阅读时就会出现矛盾与张力。这就需要读者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 ,既不为作者

某些错误思想所左右 ,又要对作品进行合理的 “误读 ” ;既不随意阐释作品 、歪曲作者原意 ,又不盲从作者成为

毫无主见的 “应声虫 ” 。

接受美学把读者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认为读者才是作品的创造者 ,才是作品的真正作者。这种说法

显然有些过激 ,但是 ,它指出了读者之于作品的重要地位却是值得肯定的。接受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 ,如 “期

待视野 ” 、“前理解 ”等等 ,无不说明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储存器 ,而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者。因此 ,

修辞效果的实现离不开读者的能动创造 ,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才不难理解读者其实是站在与作者平等的位

置 ,以作品为媒介进行一种修辞性交流 ,交流的结果就是修辞效果的实现。

(三)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虽然是外在于文本的因素 ,但它对修辞效果的影响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社会因素作为一

种间接的 、潜在的因素对作者的修辞行为 、读者的接受行为构成影响。社会的政治制度 ,民主程度 、思想潮流

等等都会影响作家的创作。战乱时代的作家作品往往与多灾多难的时代 、民族相联系。如中国抗战时期 ,很

多作家写出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作品 ,起到了影响读者(观众)、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 ,起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时期 ,则涌现了很多先锋作家 ,他们把人生的不确定性 、思想的波动 、转型的焦虑

等等用不同于传统的小说形式 、语言 、故事叙述方式表现出来 ,在读者那里激起各种各样的反应 ,达到了彰显

先锋姿态的修辞效果。

社会风气对作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有的作家声称自己不是社会风气的随声附和者 ,但只要他

还是一个社会中的人 ,那么 ,他就无法逃脱社会对他的影响。丹纳指出:

“必须有某种气候 ,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 ,气候改变 ,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

变成相反 ,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多种才干中作着 `选择 ' ,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

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 ,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 ,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 ,忽而发展

写实的精神 ,有时以素描为主 ,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向发展的才干

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 ,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 ,不是压制艺术家 ,就是逼他改弦

易辙。”[ 5]

社会风气不但影响作家 ,而且会影响读者。一个时代的阅读趣味 、风尚会直接对读者的阅读选择产生影

响 ,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抛弃旧的阅读风尚而对新的时尚阅读趋之若鹜。当革命题材小说成为流行的阅读

时尚时 ,言情 、武侠小说肯定不为多数读者所青睐;相反 ,当更多的年轻人去阅读韩寒 、郭敬明的作品时 ,革命

题材的作品在他们那里肯定没有市场。革命时代需要革命式阅读风尚 ,消费时代则更多的是消费文化。

由此可见 ,社会因素对修辞效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它往往作为一种文化背景对文化发展起支配作

用。修辞叙事学不同于以往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 ,也不同于将社会排斥在外的经典叙事学理论。修辞叙事

学关注的是任何对修辞及其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因为 ,一种理论只有采取了开放的兼容态度 ,才能够眼界

宽阔而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

三 、修辞叙事的各种效果

叙事作品的修辞效果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 ,由于影响修辞效果的因素多种多样 ,构成小说的因素也有

很多 ,那么 ,每一种因素都会产生不一样的修辞效果。李建军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

“小说的修辞效果主要体现为与读者和写作相关的可读效果与可写效果 ,与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的持久

性相关的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 ,与再现和表现相关的客观真实效果与主观真诚效果 ,与读者的伦理观念和道

德行为相关的道德净化效果 ,以及与作品的核心理念及写作主旨相关的主题效果。”[ 1] 277 -278

李建军从作者 、读者 、文本等方面总结了各种修辞效果。在此 ,我并不想面面俱到地进行论述 ,我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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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本只是构成修辞效果的基础 ,因为 ,没有作者修辞行为创造下的文本就谈不上在读者那里形成什么

修辞效果 ,更谈不上效果的各种形态。要谈具体的修辞效果必须从读者的角度切入 ,即读者在作者创造的文

本基础上 ,在文本接受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当然 ,在从读者角度论述修辞效果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

回避作者与文本的作用。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1.怡情增智效果;2.意识形态效果;3.道德效果;

4.文化传播效果。当然 ,这些也只是修辞效果的一部分 ,不能涵盖所有的修辞效果。

(一)怡情增智效果

作家采用一系列修辞策略形成的作品 ,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审美情操 、知识阅历 、人生感悟 、思想观念准确

地传达给读者。因此 ,作家的这些努力便会形成读者接受效果的基础。而文本在读者那里产生的怡情增智

效果则正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在 《谈读书 》一文中非常生动地论述了读书带给人的怡

情增智效果:

“读书足以怡情 ,足以傅彩 ,足以长才。其怡情也 ,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 ,最见于高谈阔论之

中;其长才也 ,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 …读书补天然之不足 ,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 ,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

草 ,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 ,如不以经验范之 ,则又大而无当。”[ 6]

修辞的怡情增智效果虽然与作家的修辞性努力分不开 ,但是 ,读者的审美与求知动机也是产生怡情增智

效果的重要因素。很多读者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陶冶性情 、增长知识 ,因此 ,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心中总是

充满期待。而 “优秀文学作品中潜在的无限想像空间 ,真挚的情感境界 ,美妙的人生理想 ,正可以满足读者的

这种期待心理。因此 ,人们在忧郁不安 、悲伤失意之际 ,在繁忙工作之余 ,总喜欢阅读文学作品 ,以期进入一

个超越自身 ,超越现实的想像境界 ,使情感得以调节 ,使精神得以舒张;以期领略人间的真情 ,体味人生的价

值 ,使心灵得以振奋和净化 ,使人格得以提升。”[ 7]
在怡情的同时 ,文学作品还向读者开启了了解另外一个世

界的窗口 ,从而 ,增长知识。

(二)意识形态效果

作者的立场是作品非常重要的修辞策略 ,无论是作者有意识的表现还是无意识流露 ,立场总是在起修辞

作用并在作品被接受的过程中显现其修辞效果。立场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杰姆逊在谈到意识形态时

说 , “阿尔图塞认为实践(如作者的创作———引者)就已经是意识形态 ,没有什么真理与错误意识的区别 ,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 ,都有实践 ,因此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杰姆逊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虽然是一些

观点 、思维方法 、思想 、甚至包括错误的认识 ,但又是处处体现在行为实践上的 ,这也就是叙事分析的基础。

文化从来就不是哲学性的 ,文化其实是讲故事。观念性的东西能取得效果是很弱的 ,而文化中的叙事却有很

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小说是叙事 ,电影是叙事 ,甚至广告也是叙事 ,也含有小故事。假如文化中没有这样一

些构成成分 ,我们便无法展开分析。”[ 8]
由此可见 ,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文学作品

其实是一种 “意识形态模式 ” (ideologicalforms), “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各个作品 (电视小说 、流行歌

曲 、小说 、故事片等)表现世界特定表象的方式 ” ,因为 “社会充满了冲突 ,而不是一片和谐。在这种冲突中 ,

作品会有意地或无意地倾向于某一方 ”[ 9] 。

既然意识形态是作品的 “特定表象方式 ” ,是一种非技术性的修辞策略 ,那么 ,研究这种修辞策略所引发

的修辞效果就十分必要。叙事作品的意识形态效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首先表现为作品本身意识形态的

复杂性;其次 ,是由于作者与读者的立场不同导致的意识形态差异;其三 ,则是接受语境 (文本语境 、社会语

境)的不同 ,带来了接受效果的偏差等等。所有这些都会为研究叙事作品的意识形态效果带来难度。杰姆逊

曾有过这样的疑虑:“能不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谈文学作品的效果 ,这样做的结果令人满意到什么程

度 ?”[ 8] 28
这其实也是笔者所顾虑的。詹姆斯·费伦教授从观察者 (读者 )的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 “是什么

使特定的观察者选择一种阐释而非另一种… …回答是意识形态的信念 ”, “任何真正的判断都是不可能的 ,

因为任何判断都简单地依据自身的意识形态信念 ” , “因此 ,意识形态信念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对事实的阐

释 ,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信念有助于以一种而非另一种方式构筑事实 ”[ 10] 138 -140 。在此 , “构筑事实 ”可以被看

作意识形态的效果 ,但这和源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事实构筑 ,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创造任何事实的 、想

像性的理论假设 ,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质疑。费伦很清楚这一点 ,他说:“由于意识形态信念影响阐释 ,反

过来又构筑但不创造事实 ,因此 ,我们关于这些事实的叙事便合情合理地提出了真理假说 ,但这些假说完全

可能引起激烈争论。”[ 10] 140

由于意识形态效果的复杂性 ,我们只是坐而论道是很难说清的。我们以余华的小说 《活着 》和张艺谋的

电影 《活着 》两个版本为例 ,通过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同处理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余华小说 《活着 》中 ,作者

采取了作者 “引退 ”的叙事策略 ,把叙述者福贵推向前台 ,以此完成了由作者视觉到人物视觉的结构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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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叙述者的福贵 ,由于其阔少到贫民的身世背景以及对政治的特殊理解状况 ,很自然地便把政治推向远方

背景的位置。政治 ,在此成了福贵眼中的政治 ,而福贵自然不理解作者处理政治修辞功能时所采取的叙述策

略。在福贵眼中 ,政治是他生命中脱身而外的存在 ,是验证祸福 、幸运的实验场;而在作者那里 ,政治被刻意

推向远景 ,从而突显一种平民化意识形态的叙事立场 ,透露出浓重的 “祛政治 ”色彩。而张艺谋的 《活着 》则

恰好相反 ,用文字说明形式 ,用政治色彩十分强烈的几个时间段 ,如:“1940年代 ” 、“1950年代 ” 、“1960年代 ”

等来叙事 ,从而突显了政治。这种文字说明为每一时代的时代特征作了实际的预设 ,这样有利于从政治层面

展示人物 ,突出了政治在人物 、故事进展中的作用 ,突显了意识形态对人物塑造的效果。

总之 ,意识形态效果虽然复杂 ,但却是研究修辞效果的重要内容 ,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效果多种多样 ,它

为研究带来挑战也带来阐释的乐趣。

(三)道德效果

文学是人学 ,是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段写人的艺术。叙事作品更是与人的生活 、命运相连 ,它记录人的生

老病死 、悲欢离合 、人情冷暖 、酸甜苦辣 ,描写人的伦理关系与道德情操 ,展示高尚与邪恶 、伟大与渺小 、磊落

与庸俗等等。正如韦恩·布斯所说 , “当给予人类活动以形式来创造一部作品时 ,创造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

类意义相分离 ,包括道德判断 ,只要有人类活动 ,它就隐含在其中。” [ 4] 441 “艺术家具有一种道德义务 ,就像他

想要 `写好 ' 、把尽可能在一个给定距离上实现他的世界作为自己审美义务的一个实质部分一样。”[ 4] 433
正因

为道德之于叙事作品的文本价值的重要性 ,所以 ,对文本道德效果的关注才成为修辞叙事学效果研究的一项

重要内容。

经典叙事学对叙事作品话语 、结构的研究 ,从叙事的 “技术性 ”问题上揭示了作品存在的意义。这种话语

与结构分析作为一种叙事分析模式也许适用于对任何叙事作品的分析 ,但是 ,与道德伦理 、情感立场等 “非技

术 ”因素毫不相干 ,因此 ,也无法对叙事作品进行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一部在 “技术性 ”方面运作娴熟的

叙事作品 ,如果缺乏高尚的道德力量 ,无论如何也不是一部好的制作。伟大的作品总是隐含了震动人心的道

德力量 ,高尚的道德情操总是作品最动人的元素。正如梅内尔所说:“具有多样统一性 、或者对个人或社会各

方面进行准确描写的出色的文学作品 ,并不具有第一流的价值 ,除非它对人生某个问题表现出或表达了一种

强烈的道德关注。”[ 11]
因此 , “具有第一流的价值 ”的作品必然是高尚的作品 ,是具有道德影响力的作品。 “艺

术的力量在于吸引和掌握观众 、读者和听众。与艺术的多种极为重要的功能相比 ,这绝不是某种次要的 、附

属的东西。任何重要的艺术作品都包含着 、或者更准确地说 ,实现着自己的 `最高任务 ' ———激起人们的情感

和思想 ,给他们以感情和道德上的影响。” [ 12]

与经典叙事学不同 ,修辞叙事学不仅关注修辞的 “技术性 ”因素 ,同时也关注包括道德在内的 “非技术 ”

因素。道德作为优秀作品的必备元素 ,其修辞效果也是修辞叙事学研究不容忽视的。但是 ,道德效果和意识

形态效果一样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只有借助作品才能把握其存在形态。例如张洁的 《爱 ,是不能忘记的 》就是

一个典型 ,它的发表引发了关于道德与爱情的热烈争论。小说描写了 “母亲 ”与一个干部刻骨铭心的精神之

恋 ,放在今天这好像并没有什么 ,而在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 ,它所带来的道德冲击却是相当强烈的。刘恒 《伏

羲伏羲 》中的婶侄之恋与追求自由解放形成的道德冲突 ,在更多人看来 ,应当冲毁封建伦理道德去追求自由。

余华的 《现实一种 》 ,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兄弟之间存在的手足亲情的道德标尺 ,如何在一个接一个的杀人

场面面前被彻底瓦解。张承志的 《黑骏马 》中 ,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由于当初无情地抛弃女友 ,而带给自己内

心的道德折磨与心灵忏悔。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 ,作者的道德修辞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道德思考与冲

击。作家正是把作品中对道德问题的一遍遍追问放在人生 、人性的天平上来彰显 ,才使作品充满对人类终极

关怀的道德力量 ,从而在读者中引起回旋不尽的道德效果。

(四)文化传播效果

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自古就有 ,但是 ,从来没有像近代以来发展得这样快捷。现代交通 、通讯

的迅猛发展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 ,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的发展 ,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信息在鼠

标点击的瞬间便出现在人们面前。文学作品的情形同样如此 ,搜索一位作家的作品只是瞬间之事 ,而且 ,有

时还会出现成千上万条可供选择的各类信息。因此 ,研究信息化社会给叙事作品带来的文化传播效果 ,对于

修辞叙事学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文坛受国外文学作品 、文学潮流影响之深之广是近代以来值得关注的事情。 “五四 ”新文化革命以

来 ,中国作家受国外小说影响 ,其创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叙事方式 、语言方式 、思想 、意识形态到各种文

学流派的创作理念都对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就承认自己写 《狂人日记 》是仰仗

了自己的医学知识以及所读的一些外国小说。而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各个流派的学习借鉴虽然有些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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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种 “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繁荣局面的确让人看到文化传播所带来的修辞效果。这种效果不但培养了一

批中国的现代作家 ,而且 ,培养了一批现代小说的读者 ,对中国整个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

作用。

另一次让人注目的国外文学作品引发的文化传播是上世纪 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 ,国外现代派 、后

现代派作品再次在中国文坛掀起冲击波。很多先锋作家都承认他们的创作是受了这次文化传播的影响。余

华曾说自己的作品受卡夫卡 、川端康成的影响;格非也说他读了国外现代派的作品后明白了原来小说可以那

样写。马原 、洪峰 、残雪 、刘索拉等作家的叙述革命很明显受了国外现代派作品的熏陶。所有这些无不是文

化传播给包括叙事作品在内的文学作品带来的修辞效果。

以上例证使我们更多地看到文化传播对作家式 “读者 ”产生的影响效果 ,而对其他读者而言 ,这种效果

的产生也不比作家更弱。虽然 ,他们不能像作家那样把这种效果以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作家的成长离不

开读者 ,从中国当代作家的繁荣程度来看 ,可以判断中国的读者群对于他们的创作并不陌生 ,因为 ,他们也同

样受了国外文学作品传播的影响 ,其效果在阅读中国的当代作家作品时便显露出来。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文化传播日常化 、泛化 ,使人在这种泛化时代对文化传播效果毫不觉察。互联网使

世界变小 ,使文化传播产生效果的周期缩短 ,从原来的 “批发 ”变成了现在的 “零售 ” ,从原来的 “单向 ” (对中

国人而言)输入变成了 “双向 ”交流。网络作为一种 “文本外 ”修辞策略正在发挥其文化传播的快速优势 ,其

日常性 、及时性使文化传播成为一种 “无意识 ”的存在。修辞叙事学效果研究对文化传播效果的关注是适应

时代发展的需要 ,也是修辞叙事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因为 ,这符合修辞叙事学研究作者 、文本 、读者之间的修

辞性关系的学科要求以及当前文学发展的实际。

总之 ,叙事作品的修辞效果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范畴 ,可以这样理解 ,叙事作品给读者带来的种种效果都

可以看做叙事修辞效果。因此 ,以上提到的只是修辞效果中的几个典型的例子 ,不能涵盖所有的修辞效果 ,

对修辞效果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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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tudyofrhetoricaleffectisoneoftheimportantresearchesofrhetoricalnarratology.Theeffect

researchisanopenfieldofstudy.Theeffectisacomplexexistencethattheauthorwanttogetfrom reader' s

readingthetext, sothestudyeffectisanattempt.Inordertostudyrhetoricaleffect, thefirstthingwemustdo

istofinditsbase, andthenanalyzetheinfluencethingstoit, atlastanalyzethevarious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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