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位之思”与跨媒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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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谓“出位之思”，指的是一种表达媒介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试图模仿另一种媒介的表达优势或美学效

果。就叙事而言，“出位之思”就表现为跨媒介叙事。对于具有“跨媒介叙事”特征的小说，我们除了了解该作品本身

的媒介特性之外，对于它“跨”出自身媒介而追求的他种媒介的特性也必须有所了解;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完整地

欣赏其美学特色。最主要的跨媒介叙事发生在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相互模仿之中; 此外，跨媒介叙事还发生在空间

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以及时间艺术与时间艺术之间。跨媒介叙事往往会产生仅仅墨守媒介本位的文学艺术所无法

达到的神奇的艺术效果，表征出单一媒介所无法表征的丰盈的艺术内涵。“出位之思”及其相应的跨媒介叙事，构成

了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共同因素”和理论基础。小说的“空间叙事”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跨媒介

叙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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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存在着种种复杂的关

系，这本应该成为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但

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
等注重“内部研究”的文艺理论家们看来，这类问

题因属于“外部研究”而价值有限。如果考虑到

上述流派在 20 世纪以来的文艺理论中所占据的

支配性地位，那么，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这

一重要问题会受到有意无意地忽视、遮蔽或压制，

就是可以想见的了。由勒内·韦勒克和奥斯丁·
沃伦合作撰写的堪称“新批评”派理论宝典的《文

学理论》一书的第 11 章，其研究的对象就是“文

学和其他艺术”。在由勒内·韦勒克执笔的这一

章中，这位学识渊博的批评家这样写道: “迄今为

止，我们还没有进行各种艺术间比较的任何工具。
这里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 各种艺术可以进行比

较的共同因素是什么?”( 韦勒克 沃伦 121) 从

韦勒克的这种说法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对文学和

其他艺术进行比较研究的困难，以及研究者面对

这种状况时的无奈。
对于这个困难的问题，韦勒克在接下来的论

述中，认为从克罗齐、杜威、格林( T．M． Greene) 、伯
克霍夫( G．D． Birkhoff) 和施本格勒等人的理论中

“找不出什么答案”; 至于瓦尔泽尔把艺术史家沃

尔弗林《艺术史的原理》中的概念移用到文学研究

中来的做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留下了

不少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121—25) 。因此，韦勒

克就此得出结论:“艺术史家包括文学史家与音乐

史家的任务从广义上讲，就是以各种艺术的独特性

质为基础为每种艺术发展出一套描述性的术语来。
所以，今天的诗歌需要一种新的诗学、一种新的分

析技术，这种新的标准仅仅靠简单地移植和套用美

术的术语是不可能取得的。”( 126)

对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完善和自洽来说，韦勒

克的上述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文学艺术史上一

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文学确实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向各种其他艺术借鉴了创作原则和写作技巧。
远的且不说，就拿 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来

说，就是“通过对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获得了首

要地位”，而且，正如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乌·
维斯坦因所指出的: “这是由荷兰 17 世纪和英国

19 世纪初的绘画模式( 如 J．康士塔伯的画) 激发

出来的”( 163) 。至于 20 世纪的文学，同样也向

其他艺术借鉴了许多创作方法或写作技巧: “在

决定 20 世纪艺术的各个分支发展方向的先锋派

运动那几十年里，文学求助于造型艺术，从那里借

来了很多技巧，特别是电影艺术问世后。‘艺术

互通互释’在这种时候作为一门学问出现并非偶

然，人们虽然不是普遍，然而却已广泛地把它看作

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了”( 维斯坦因 163—64) 。
既然如此，文学理论研究者还有什么理由对文学

和其他艺术之间相互影响这一明显事实和重要问

题继续视而不见呢?

好在近些年来，随着视觉文化及各类图像研

究的日渐深入，文学( “诗”) 与图像( “画”) 的关

系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高度重视，①并成

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②这当然是

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对于那些对文学和

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感兴趣的人来

说，我们认为此类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目前我们看到的

各类比较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成果，在处理

“图像”问题时大都不区分“静态图像”( 绘画、雕
塑等) 与“动态图像”( 电影、电视、视频等) ，而且，

在处理“静态图像”问题时，也不区分二维平面图

像( 绘画) 与三维立体图像( 雕塑) ，而事实上，作

这样的区分对于此类研究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有

时候甚至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 其次，目前的研

究成果几乎都集中在文学与图像的相互关系方

面，③对于文学与音乐及其他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还难得一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于文学与图像

及音乐等其他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就像韦勒克半

个多世纪前所指出的，目前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理

论工具和可以“进行比较的共同因素”。
那么，在进行此类研究时，有没有可能找到在

文学和各门艺术之间“进行比较的共同因素”呢?

我们认 为 答 案 是 肯 定 的，而 这 一 因 素 就 是“媒

介”。而 且，尤 为 重 要 的 是，从“媒 介”( “跨 媒

介”) 这一“共同因素”出发，我们可以建立起分析

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关系的有效的理论工具。事

实上，无论是像文学、音乐这样的时间艺术，还是

像绘画、雕塑这样的空间艺术，抑或是像戏剧这样

的综合艺术，都必须使用某种媒介作为表达或书

写的“符号”。对于表达媒介在文学或艺术创作

中的重要性，韦勒克其实就有很好的论述: “一件

艺术品的‘媒介’不仅是艺术家要表现自己的个

性必须克服的一个技术障碍，而且是由传统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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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一个因素，具有强大而有决定性的作用，可

以形成和调节艺术家个人的创作方式和表现手

法。艺术家在创作想象中不是采用一般抽象的方

式，而是要采用具体的材料; 这个具体的媒介有它

自己的历史，与别的任何媒介的历史往往有很大

的差别”( 韦勒克 沃伦 120) 。当然，韦勒克这

里所强调的是具体媒介自身的本质特色，也就是

各类媒介在“本位”方面的差异性，但这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媒介在保持自身表达特色的

同时，往往还具有跨出自身去追求他种媒介表达

长处的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表达

媒介跨出自身界限的所谓“出位之思”及其相应

的跨媒介叙事，构成了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进行

比较研究的“共同因素”和理论基础。事实上，也

正是这种“出位之思”和跨媒介叙事，构成了文学

或艺术创作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一个方面。

一、从绘画与雕塑之争说起

考虑到文学( “诗”) 与图像( “画”) 的关系问

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已经产生了堪称汗牛

充栋的大量研究成果，所以为了避免重复，更为了

凸显本论题的普适性，下面我们拟从不太被一般人

所关注的绘画与雕塑之争来开始我们的论述。
众所周知，绘画与雕塑都属于空间艺术或造

型艺术，那么，它们在表征事物时孰优孰劣呢? 从

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来说，这是造型艺术家或研究

造型艺术的学者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意大利文

艺复兴 时 期 威 尼 斯 画 派 的 一 代 宗 师 乔 尔 乔 内

( Giorgione，1477—1510 年，亦译乔尔乔涅) 就曾

经与一些雕塑家发生过争论，争论的内容恰恰是

绘画与雕塑这两种造型艺术在表达方面的优劣问

题。对于这一争论，著名的艺术史家乔治·瓦萨

里在其《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一书中有

比较完整的记载:“雕塑家们认为，一个人绕着一

尊雕塑走一圈，可以看到雕塑的不同方面和姿态，

因此，雕塑优于绘画，绘画只向人显示一个面。乔

尔乔内却认为，不必绕着走，一眼便能看到一幅图

画中的各种姿态所表现的变化，而雕塑却不是这

样，观者得改变角度和着眼点才能看到，所以绘画

不是只显示一个面，而是显示许多面。再者，他设

法在描绘一个人的时候，同时表现其正面、背面和

两个侧面，那是对感觉的挑战; 他用以下方法来

画。他画一个背过身来的裸体男子，站在清澈见

底的水池中，水映出他的正面。在身体的一侧，是

他已脱下的铮亮的胸甲，胸甲显示他的左侧，在盔

甲光亮的表面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 另一侧是

一面镜子，反映出裸体人像的另一侧。这是异想

天开的极为美丽的一张画，他想借此证明: 事实

上，从一个视角看一个活生生的人，优秀的绘画比

雕塑更全面。此作广受赞誉，被视为破天荒的妙

作”( 瓦萨里 246—47) 。显然，在乔尔乔内看来，

绘画与雕塑比较起来更具有表达方面的优势，因

为雕塑所表现事物的四面需要观者“改变角度和

着眼点才能看到”，而优秀的画家通过特殊的处

理“从一个视角”就可以看到事物的四面或全貌。
其实，对于绘画与雕塑孰优孰劣的问题，从文

艺复兴时期开始，就已经成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且，还不限于创作实践，这个

问题在当时还上升到了理论和思想的高度。正如

英国思想史研究者彼得·沃森在《思想史: 从火

到弗洛伊德》一书中所指出的: “到底是绘画高于

雕塑，还是雕塑高于绘画? 这是 15 世纪的一个重

大思想问题，也是阿尔贝蒂、安东尼奥·费拉莱特

和列奥纳多等人著述中的中心话题。阿尔贝蒂主

张绘画优越论。绘画有色彩，能够描绘雕刻无法

描述的许多事物( 云、雨、山) ，并且运用了自由七

艺( 例如透视法中的数学) 。列奥纳多认为浅浮

雕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也许比二者更优越。提

倡雕塑优越论的人则认为雕塑的三维空间更真

实，而画家从雕刻的人物中获得灵感。费拉莱特

争辩说，雕塑永远不能逃避这一事实，即它用石头

或木头做成，而绘画能够展现皮肤的色彩和金黄

色的头发，可以描绘烈火中的城市、美丽的晚霞和

波光粼粼的大海。所有这些都优于雕塑。为了说

服那些主张雕塑优越论的人，曼提尼亚和提香等

画家创作了错视画。绘画能够模仿雕塑，而雕塑

不能模仿绘画。”( 沃森 582—83) 正如彼得·沃

森在这里所谈及的，无论是主张雕塑优越论的人

还是主张绘画优越论的人，都可以找出很多很多

的理由来试图说服对方; 但艺术史上一个不容忽

视的事实是: 画家正是通过模仿雕塑而发明了透

视的规律，从而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了具有三维

立体效果的错视画。
当然，绝对的雕塑优越论和绝对的绘画优越

论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作为艺术类型或模仿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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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和绘画有着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它们并不能

彼此取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

家中，持绝对观念的当然不在少数，但也有一些持

辩证看法的通达之士，比如莱昂·巴蒂斯塔·阿

尔贝蒂就是这样一位见识卓绝者。总体而言，阿

尔贝蒂是主张绘画优越论的，但他认为雕塑也自

有其长处。阿尔贝蒂之所以认为绘画要比雕塑优

越，是因为平面的绘画在再现立体的外在事物时

难度更大:“雕塑和绘画这两种艺术是相连的，而

且出自同一种才智。但我总是给予画家的才智以

更高 的 地 位，因 为 他 的 难 度 更 大”( 阿 尔 贝 蒂

31) 。是的，阿尔贝蒂确实认为在再现立体事物

时难度更大的绘画更为优越; 但雕塑和绘画毕竟

“出自同一种才智”，而且雕塑在体现明暗、创造

立体感等方面也确实有绘画所不及之处，所以阿

尔贝蒂也认为绘画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胜过雕

塑———正因为如此，所以阿尔贝蒂也主张画家应

该“学一点雕塑”: “先贤的杰作其实与我们纱屏

中的景象一样，皆是大自然美妙而精准的影像。
倘若你对人比对天工更有耐心，一定要模仿他人

的作品，我宁愿你描摹一座平庸的雕塑，而不是一

幅杰出的画作。从画中，你只能学会临摹; 而描摹

雕塑不仅有助于学习造型，而且有助于掌握明暗。
［……］对于画家，也许学一点雕塑比单练素描更

有效，因为雕塑比绘画更容易精准。一个不知如

何描绘对象立体感的人，鲜能画出好画。而雕塑

比绘画的立体感容易把握。我们看到，几乎每个

时代都有一些平庸的雕塑家，但笨拙、甚至荒唐的

画家总是更为常见”( 68—69) 。总之，在阿尔贝

蒂看来，画家首先需要的当然是好好地向大自然

学习，因为一切艺术杰作“皆是大自然美妙而精

准的影像”; 如果一定要模仿他人所创造的艺术

作品，那他宁愿画家去“描摹一座平庸的雕塑，而

不是一幅杰出的画作”，因为这更有利于他学习

造型、掌握明暗，更能够从中学习精准地描摹外在

事物并在画面上创造立体感。
可事实上，不管怎么说，自然中的事物毕竟是

立体的、三维的，它们不限于观者所能看到的一

面，而雕塑作为模仿媒介也是立体的、三维的，所

以就模仿媒介与被模仿事物的符合度和适应性而

言，雕塑确实更适合于表征具有多面性、多维度的

自然事物本身，因为这正是雕塑作为模仿媒介的

“本位”和长处; 而平面的、二维的绘画，如果仅仅

表现自然事物的某一面当然没有问题，也更具有

优势，但如果要同时表现出事物的前后左右等四

个面，则会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这种表现对于绘画

这种平面媒介来说正是其短处，而且这种表现已

经属于媒介模仿规律中的“越位”现象了———这

种跨越本位的高难度表现属于艺术家发挥创造性

的特例，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才可能真正做

到，也只有像乔尔乔内这样的具有高超技艺的大

画家才能真正做到得心应手。也就是说，作为一

种表现媒介的雕塑在表征事物的立体性、三维性

方面确实具有毋庸置疑的天然优势，而绘画作为

平面性的表现媒介在这方面则具有难以否认的天

然劣势，但如果画家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则可以化

劣势为优势，利用平面的、二维的画面来达到雕塑

般的立体的、三维的艺术效果。乔尔乔内正是因

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他才能够打破

“雕塑优于绘画”的成见，从而充分地证明“优秀

的绘画比雕塑更全面”。

二、“出位之思”

乔尔乔内的做法其实涉及“跨媒介 ( 体) ”问

题。所谓“跨媒介”，就是一种表达媒介在保持自

身表达媒介特性或本质的同时，也不安分地去追

求另一种表达媒介的“艺术境界”或美学效果( 如

著名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说的就是这种情

况) 。对于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跨媒介”现象，著

名的比 较 文 学 研 究 者 叶 维 廉 先 生 曾 经 撰 写 了

《“出位之思”: 媒体及超媒体的美学》一文予以

专门探讨。在该文中，叶维廉这样写道: “现代

诗、现代画，甚至现代音乐、舞蹈里有大量的作品，

在表现上，往往要求我们除了从其媒体本身的表

现性能去看之外，还要求我们从另一媒体表现角

度去欣赏，才可以明了其艺术活动的全部意义。
事实上，要求达到不同艺术间‘互相认同的质素’
的作品太多了。迫使读者或观者，在欣赏的过程

中要不断地求助于其他媒体艺术表现的美学知

识。换言之，一个作品的整体美学经验，如果缺乏

了其他媒体的‘观赏眼光’，便不得其全。”( 200)

也就是说，对于在美学效果上具有“跨媒介”特征

的文学艺术作品，作为读者的我们除了需要了解

该作品本身的媒介特性之外，对于它“跨”出自身

媒介的本位去追求的他种媒介的美学特性也必须

·187·



文艺理论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有所了解;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更完整地欣

赏此类文艺作品的美学特色或艺术追求。这里所

谓的“出 位 之 思”，其 实 源 出 德 国 美 学 术 语

Andersstreben，指的是一种艺术媒介欲超越其自

身的表现性能或局限，而追求另一种艺术媒介所

具有的表达长处或美学特色。其实，在著名的

《中国画与中国诗》一文中，钱锺书先生对于这种

特殊的美学现象也有很好的论述: “一切艺术，要

用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材料固有的性质，一

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

碍，予表现以限制。于是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限

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

容许表现的境界。譬如画的媒介材料是颜色和线

条，可以表现具体的迹象，大画家偏不刻划迹象而

用画来‘写意’。诗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抒情

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言志’，而用诗兼图画的

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

图。”④可见，“跳出本位”，超出媒介或材料固有性

质之限制或束缚，强使它们“去表现它性质所不

容许表现的境界”，正是“出位之思”这个美学概

念的真正本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

“出位之思”可以被视为跨媒介叙事的美学基础

( 龙迪勇，“空间叙事”87) 。
说起“出位之思”，我们当然不会也不应该忘

记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沃尔

特·佩特。事实上，佩特对于“出位之思”这一美

学问题的真知灼见，也正是在其著名的《文艺复

兴》一书中论及威尼斯画派的著名画家乔尔乔内

时提出来的。⑤在《乔尔乔涅画派》一文中，沃尔

特·佩特这样写道: “虽然每门艺术都有着各自

特殊的印象风格和无法转换的魅力，而对这些艺

术最终区别的正确理解是美学批评的起点;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其对给定材料

的特殊处理方式中，每种艺术都会进入到某种其

他艺术的状态里。这用德国批评家的术语说就是

‘出位之思’———从自身原本的界限中部分偏离

出来; 通过它，两种艺术其实不是取代彼此，而是

为彼此提供新的力量。”( 佩特 169) 其实，正因为

“出位之思”可以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固守单一

表达媒介时所不可能具有的新的力量，所以我们

在文艺的百花园中，才可以发现那么多因杂交或

越位而培育出来的具有别样风姿的动人的艺术花

朵。对于这种迷人的美学现象，沃尔特·佩特有

非常精彩的描述:

一些最美妙的音乐似乎总是近似于

图画，接近于对绘画的界定。同样，建筑

虽然也有自己的法则———足够深奥，只

有真正的建筑师才通晓———但其过程有

时似乎像在创作一幅绘画作品，比如阿

雷那的小教堂; 或是一幅雕塑作品，比如

佛罗伦萨乔托高塔的完美统一; 它还常

常会被解读为一首真正的诗歌，就好像

那些卢瓦尔河乡村城堡里奇形怪状的楼

梯，好像是特意那样设计，在它们奇怪的

转弯之间，人生如戏，生活大舞台上的演

员们彼此擦肩而过，却看不见对方。除

此之外，还有一首记忆和流逝的时间编

织而成的诗歌，建筑常常会从中受益颇

多。雕塑也一样渴望走出纯粹形式的森

严界限，寻求色彩或具有同等效果的其

他东西; 在很多方面，诗歌也从其他艺术

里获得指引，一部希腊悲剧和一件希腊

雕塑作品之间、一首十四行诗和一幅浮

雕之间、法国诗歌常和雕塑艺术之间的

类比，不仅仅是一种修辞。( 佩特 169)

在沃尔特·佩特看来，在音乐、绘画、建筑、雕
塑与文学( 诗歌) 之间，往往会发生追求跨媒介效

果的“出位之思”，而这会给文学艺术作品带来别

样的魅力和独特的美感。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

知道的，乔尔乔内通过在平面的、二维的画面中

“同时表现其正面、背面和两个侧面”，从而在描

绘一个人的时候达到了一种雕塑般的立体的、三
维的艺术效果。沃尔特·佩特把乔尔乔内画派这

种具有立体效果和丰富表现力的绘画叫做“绘画

诗”。沃尔特·佩特认为，艺术家创作这种“绘画

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题或是主题阶段的

灵活选择; 而这种选择是乔尔乔内画派的秘密之

一。它是风俗画派，主要创作田园诗画，但是在创

作这种绘画诗的过程中，在选择像最迅捷、最完全

地适应图画形式，以便通过素描和色彩来完整表

达内容等方面，它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手法。因为

虽然此流派的作品是诗画，却属于一种无需讲述

就能展现其中故事的诗歌形式。大师在做出决

定、把握时机、迅速反应方面是卓越不凡的，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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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现了瞬间的动作———披上盔甲，头颅高高地

向后扬着———昏倒的女子———拥抱，快如亲吻，与

死亡一起从垂死的嘴唇上捕捉到———镜子、光亮

盔甲和平静水面的刹那联结使一个立体形象的各

个角度同时展现出来，解决了绘画能否像雕塑一

样完全展现物体的令人迟疑的问题。突然的动

作、思维的快速转变和一瞬即逝的表情———他捕

捉到了瓦萨里评价他时所说的那种活泼的线条和

鲜明的色彩。［……］它是戏剧性诗歌最高门类

的理想部分，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具有重大

意义的活生生的瞬间: 一个简单手势、一道目光、
也可能是一抹微笑———短暂但却具体的瞬间———
然而，一段漫长历史的所有主题、所有的趣味和效

果都浓缩其中，而且似乎在一种对现在的强烈意

识中承载了过去和未来。这些是乔尔乔内画派在

掌握了高超手法的同时，从古老的威尼斯市民那

个狂热、喧嚣、多姿多彩的世界里选取的理想瞬

间———从时间流逝中精致的停顿，我们被吸引于

其中，似乎在观看存在那里的所有丰盈内涵，而它

们也像是生活的完美精华或典范”( 189) 。从中

我们不难看出，在沃尔特·佩特的笔下，乔尔乔内

画派的“绘画诗”魅力是多么的大、表现力是多么

的强、艺术性是多么的高———它有限的画面竟然

可以同时展现“一个立体形象的各个角度”，它选

取的“理想瞬间”竟然可以浓缩“一段漫长历史的

所有主题、所有的趣味和效果”———它无愧于“戏

剧性诗歌最高门类的理想部分”的美誉，而这正

是“出位之思”所带来的神奇的艺术效果。
总之，沃尔特·佩特认为，乔尔乔内画派通过

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在空间维度上，以二维的画面

达到了立体的效果; 在时间维度上，其画作也超出

了空间性媒介的界限，达到了像时间性的文学作

品那 样 的 叙 事 效 果，其 画 作 是 一 种“绘 画 诗”
———“属于一种无需讲述就能展现其中故事的诗

歌形式”。
此外，沃尔特·佩特还主张，所有成功的艺术

作品都应该尽可能地逼近音乐，从而创造纯粹或

尽可能纯粹的形式美。在《乔尔乔涅画派》一文

中，佩特这样写道:“所有艺术都共同地向往着能

契合音乐之律。音乐是典型的，或者说至臻完美

的艺术。它是所有艺术、所有具有艺术性的事物

‘出位之思’的目标，是艺术特质的代表。”( 169—
71) “所有艺术都坚持不懈地追求音乐的状态。

因为在其他所有形式的艺术里，虽然将内容和形

式区分开来是可能的，通过理解力总是可以进行

这种区分，然而艺术不断追求的却是清除这种区

分。诗歌的纯内容［……］如果没有创作的形式、
没有创作精神与主旨，它们就什么都不是。这种

形式，这种处理的模式应该终结于其自身，应该渗

透进内容的每个部分［……］”( 171) 从这些引文

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 沃尔特·佩特认为音

乐般的形式效果是“出位之思”的最终的艺术目

标，而音乐之外的所有其他的艺术，其实都难以完

全地、百分之百地符合这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并最

终实现这种最高的艺术理想，更具体点说，其他艺

术事实上都难以实现音乐般的“形式即内容”的

最高的艺术理想; 而音乐在这方面则独擅胜场，正

如佩特所精彩地指出的: “而音乐这门艺术最大

程度地实现了这种艺术理想、这种内容和形式的

完美统一。在极致完美的时刻，目的和手段、形式

和内容、主题和表达并不能继截然分开; 它们互为

对方的有机部分，彼此完全渗透。这是所有艺术

都应该不懈向往和追求的———这种完美瞬间的状

态。那么不是在诗歌中，而是在音乐里我们将会

找到完美艺术的真正类型或标准。”( 175) 对于沃

尔特·佩特的这种带有唯美主义特色的独特的美

学观点，尽管曾经遭到了很多创作者和理论家的

无情批评，却也得到了很多别具只眼的作家、艺术

家和理论家的高度欣赏，极其博学且具有独创性

的大作家博尔赫斯就是最为欣赏佩特的人之一。
在《长城与书》一文中，博尔赫斯曾经这样写道:

“一切形式的特性存在于它们本身，而不在于猜

测的‘内容’。［……］而佩特早在 1877 年就已经

指出，一切艺术都力求取得音乐的属性，而音乐的

属性就是形式”( 5) 。我们认为，佩特的观点尽管

听起来稍显偏狭，但仔细想来却也不无几分道理，

因为创造出完美、纯粹的艺术形式，或者说，把

“内容”尽可能有机地融入到“形式”之中去，确实

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或最高理想，而在所有的

艺术门类中，只有音乐“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这种

艺术理想”，因此，音乐应是所有艺术“出位之思”
所追求的目标。

三、跨媒介叙事

在文学艺术中，“出位之思”表现在很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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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就叙事而言，“出位之思”实际上就表现为跨

媒介叙事。正如笔者在《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

跨媒介叙事》一文中论及这种特殊的美学现象时

所指出的:“所谓‘出位之思’之‘出位’，即表示某

些文艺作品及其构成媒介超越其自身特有的天性

或局限，去追求他种文艺作品在形式方面的特性。
而跨媒介叙事之‘跨’，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即

跨越、超出自身作品及其构成媒介的本性或强项，

去创造出本非自身所长而是他种文艺作品或他种

媒介特质的叙事形式。”( 89)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跨媒介”并不是

“多媒介”，也并不会在实际上变成为另一种媒

介，它只是以一种表达媒介( 如绘画) 去追求另一

种表达媒介的美学效果( 如乔尔乔内绘画中雕塑

般的立体的、三维的艺术效果) ，其媒介本身自始

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 如乔尔乔内的绘画并没有

因为它具有雕塑般的效果而变成实际的雕塑，它

本质上还是一种绘画) 。也就是说，体现“出位之

思”的跨媒介叙事作品，它们本身在文本形态上

仍然是单一媒介，只是在创作或欣赏此类作品时，

我们必须“跨”出其本身所采用的媒介，而追求他

种媒介的美学效果或形式特征。比如，我们经常

可以听到说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

忆逝水年华》这一文字性叙事作品在结构上体现

出了一种“大教堂”般的“空间形式”( 这种形式本

身是造型艺术所擅长或固有的) ，但这并不是说

《追忆逝水年华》这一小说文本是由文字和图像

两种媒介构成，而是说该作品仅以单一的文字为

媒介而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造型艺术的形式或美

学效果。同理，当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以著名

的贝叶挂毯及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画家贝

诺佐·戈佐利( 1420—1497 年) 的画作《莎乐美之

舞和施洗者约翰被斩首》为例来说明图画叙事的

普遍性，而认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图画叙事

用清晰的序列表现事件，即从左到右，类似于西文

字母表的顺序”( 查特曼 20) 时，也并不是说这种

形式的叙事性画作中有图像和文字 ( 字母) 两种

表达媒介，而仅仅是说此类画作以图像达到了文

字所具有的那种叙事效果，其画面本身仍只有图

像这个单一的媒介。当然，我们常常可以在小说

中发现增饰或说明性的插图，或者在图像中发现

解释或题记性的文字，但这种现象并不是我们这

里所说的跨媒介叙事，也许把它们称作“多媒介

叙事”更恰当些。
对于叙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法国理论家罗

兰·巴特在其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按照这位叙事理论家的说

法，可以被人类用来进行叙事活动的表达媒介是

非常之多的，正如他在该文中所说: “对人类来

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 叙事承载物可

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

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 叙

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
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 ( 请想一想卡

帕齐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 、彩绘玻璃窗、电

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 巴特 2) 必须承

认，罗兰·巴特的这段文字非常有名，所以经常被

研究叙事与媒介关系的学者们所引用，但我们需

要在此追问的是: 既然我们可以用来叙事的媒介

如此之多，那么对于叙事这一特殊的创造性活动

来说，何种媒介才堪称是其“本位”，也就是说，何

种媒介是最适合用来叙事，或者说，何种媒介在叙

事时效果最好呢? 显然，由于任何叙事作品均必

须涉及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所以像绘画、雕塑、
建筑这样在表征时间方面具有天然缺陷的空间性

媒介是不太可能很擅长叙事的; 而在时间性媒介

中，纯粹的音符由于不具备明确的表意功能，所以

也不太适合用来叙事。因此，只有既具备时间特

性又具有极佳表意功能的语词才是最好的叙事媒

介，也就是说，在叙事活动中，语词才可以说是最

具有本位性的媒介。正因为如此，当以语词写成

的文学作品( 时间艺术) 在表征时间性的叙事活

动中却有意识地去追求某种造型艺术的空间效果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越出本位而进行跨媒介叙

事了; 相反，本来擅长表现空间中并列性事物的造

型艺术( 空间艺术) 却偏偏喜欢去表征时间性的

叙事活动( 中外艺术史上存在的大量故事性图像

即为明证) ，这当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跨媒介

叙事。
在我们看来，最主要的跨媒介叙事就发生在

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相互模仿之中: 像诗歌、
小说这样的时间性叙事作品欲取得造型艺术的

“空间形式”，或者像绘画、雕塑这样的空间艺术

去创造文学性、叙事性的“绘画诗”的时候，那种

最富创意的“出位之思”就出现了。无疑，这种

“出位之思”———跨媒介叙事，往往会催生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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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墨守媒介本位的文学艺术作品所无法达到的

神奇的艺术效果，表征出单一媒介所无法表征的

丰盈的艺术内涵。当然，跨媒介叙事不仅仅发生

在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之

间，还发生在空间艺术内部，也就是说，还发生在

一种空间艺术与另一种空间艺术之间，比如，正如

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艺术史上的某些叙事性绘

画往往会通过二维的平面在讲述故事时通过模仿

雕塑的美学意图或艺术效果而力求达到三维的立

体效果; 此外，跨媒介叙事还发生在时间艺术内

部，也就是说，还发生在一种时间艺术与另一种时

间艺术之间，比如，某些具有创造性的现代小说往

往会极力追求音乐般的叙事效果———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海浪》就是此类小说中的佼佼者。

由于小说现在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了文学体裁

中最主要的叙事文体，而“空间叙事”自 20 世纪

以来则构成了小说叙事艺术中最富有创造性的领

域，所以，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小说的“空间叙

事”，来对跨媒介叙事现象做简要的阐述。
小说的“空间叙事”当然是一种跨媒介叙事

现象，因为在“空间叙事”中，作为时间艺术的小

说偏偏要去追求空间艺术的美学效果。对于这种

现象，笔者已在专著《空间叙事学》⑥及论文《空间

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 龙迪勇 86—
92) 中做过系统的探讨，此不赘述。下面，我们仅

从“跨媒介”的角度对其叙事特性作些补充论述。
1972 年 3 月 2 日，乔·戴维·贝拉米曾对苏

珊·桑塔格做过一次访谈，其中就谈到了小说这

一叙事文类所受到其他艺术或其他媒介的影响。
桑塔格认为，现代小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

们不再像 19 世纪的小说那样以种种平庸的方式

去看待现实了; 对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这位具

有创造性的学者亦有极富见地的分析: “这部分

地是因为其他形式的影响，部分地又是因为其他

形式( 比如新闻业，它已经变得更加充满活力) 和

电视的竞争。［……］正如摄影出现时绘画发生

的变化、画家再也无法感到他的工作可以不言自

明地提供一种图像一样，小说在当下与其他形式

分享的任务重压下，也已经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 4) 接下来，访谈者贝拉米谈到: “电视已经影响

了小说的形式，尤其是因为图像的迅速和场景与

人物变化的迅捷。也就是说，即使你看一小时的

连续剧，每十分钟你也得看六条广告，于是你被突

然带到了某个遥远的地方。某些实验小说里似乎

正在形成的一个惯例是运用多个空间，众多空间

之间进行切换，这可以归因于电视里在发生的事

情。但是，当然，电视里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要么

是偶然的，要么是出于对高端电影技术的模仿。”
( 5—6) 对此，桑塔格给出的回答是: “我认为它更

多地来自于电影，这是一种老的影响。比如，福克

纳和多斯·帕索思都深受电影叙事技巧的影响，

《美国三部曲》里的一些招式则是直接对故事片

和新闻短片某种剪辑的模仿。人们在学习同时处

理更多的信息，似乎某些说明已经没有必要，甚至

无趣。大多数年轻读者———中学生和大学生———
会告诉你他们发现以前的小说太长了。他们感觉

狄更斯、詹姆斯、托尔斯泰或者普鲁斯特看不下

去。他们希望读某种节奏更快、描述不那么多的

东西。”( 6)

应该说，苏珊·桑塔格对于小说所受到其他

媒介或其他艺术形式( 尤其是电影) 影响的看法，

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电影、电视

以及其他大众化艺术形式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化，

那种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已经不受读者欢迎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逼迫着那些以语词为写作工具的

作家们去学习和借鉴其他艺术或其他媒介的长

处，从而在小说中进行试图达到其他艺术美学效

果的跨媒介叙事。就贝拉米和桑塔格所谈到的电

影对小说的影响而言，也确实是 20 世纪以来小说

叙事艺术中毋庸置疑的确切事实，爱德华·茂莱

说得好:“随着电影在 20 世纪成了最流行的艺术，

在 19 世纪的许多小说里即已十分明显的偏重视

觉效果的倾向，在当代小说里猛然增长了。蒙太

奇、平行剪辑、快速剪辑、快速场景变化、声音过

渡、特写、化、叠印———这一切都开始被小说家在

纸面上进行模仿。”( 4) 尽管也有人觉得小说家和

电影导演所操持的叙事媒介各有特色、互有短长，

而语词自有图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所以作家们

没有必要为电影的飞速发展而忧伤，因为“像霍

桑这样的作家善于对人物和思想作出深刻的分

析，而电影导演则仅限于侍弄平面的画面而已”，

那些更为偏激者甚至公开叫嚣“让电影见鬼去

吧”( 4)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人［……］都主张

让电影‘见鬼去’的。在詹姆斯·乔伊斯的指引

下，一代新成长起来的小说作家很快就试图去找

出霍桑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既吸收进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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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而又不牺牲它自己的独特力量。1922 年而

后的小说史，即《尤利西斯》问世后的小说史，在

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家头脑里发展

的历史，是小说家常常怀着既恨又爱的心情努力

掌握 20 世纪的‘最生动的艺术’的历史。”( 5) 尽

管有人也许不愿意相信上面的话，但爱德华·茂

莱所说的确实是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确凿无疑的事

实。如果我们去考察 20 世纪以来的小说史，在那

些最富有创造性的小说，尤其是那些具有“空间

叙事”特征的小说中，我们的确很容易就能够发

现来自电影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深刻影响。
下面，我们就以 20 世纪以来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

一詹姆斯·乔伊斯为例，来谈谈现代小说所受到

电影实际影响的真实情况。
说起詹姆斯·乔伊斯对电影的喜爱，在小说

家中可能无出其右者。除了经常出入影院、入迷

地看电影之外，他 1909 年甚至说服特里斯特的一

家电影联营公司到爱尔兰去开设影院线，以都柏

林为起点，并雇用他当院线的筹备人; 资方还答应

给他利润的百分之十作为报酬。在乔伊斯的努力

下，位 于 都 柏 林 玛 丽 街 45 号 的 伏 尔 塔 影 院 于

1909 年 12 月 20 日正式开张营业。但我们很难

想象这种商业行为会让这位大作家真正感兴趣，

其结果当然是可以预料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这位小说家疏于经营，都柏林的这家影院终于

关门大吉，乔伊斯在他的影院生意上获利殊微。”
( 茂莱 130)

然而，乔伊斯小说中的电影技巧却是普遍存

在，也是常为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就拿他的代

表作《尤利西斯》来说，像蒙太奇、交叉剪接、特

写、切割、叠印、淡入淡出( 亦称“渐显渐隐”) 、化

入化出( 亦称“溶入溶出”) 等电影技巧简直俯拾

皆是，以至于有论者这样宣称: “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几乎所有的电影技巧都可以在《尤利西斯》里

找到其对等物”( 133) 。事实上，乔伊斯的写作习

惯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线性的、时间性的，而是拼贴

的、空间性的，他自己把这种方法称作“镶片”，正

如爱德华·茂莱所指出的: “乔伊斯有一次在某

个地方把《尤利西斯》的长条校样称之为‘镶片’。
A．沃尔顿·里兹对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和《为芬

尼根守灵》中的结构方法作了系统的研究，指出

这位作家使用的‘镶片’一词实在是再准确不过

的。乔伊斯不是按先后顺序写作《尤利西斯》的。

他先设计好全书的总提纲，然后时而写作品的这

一部分，时而写另一半部分，最后以粗略的初稿形

式实现全部计划。这正是一个电影导演在拍摄一

部影片时所用的方法。在某一外景地拍摄的一些

场面，在完成片里被交叉剪接进另一些在异时异

地拍摄的一些场面; 换句话说，即在拍摄工作全部

告竣后，由导演和 ( 或) 剪辑师把‘镶片’收集起

来，按适当的顺序进行组合”( 132) 。因此，正如

我们最后在小说中看到的:“《尤利西斯》有 18 个

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独特的节奏，它

们被‘剪辑’在一起，就如同一部爱森斯坦的影片

用各种不同的活动画面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外部

形式一样。”( 132) 除了像“镶片”这样整体意义上

的电影化的写作技巧之外，乔伊斯对一些具体的

电影技巧也通过文字模仿影像的跨媒介叙事而在

小说中用得出神入化。爱德华·茂莱就曾对乔伊

斯使用“空间蒙太奇”的一个卓越范例———“游荡

的岩石”插曲做过出色的分析。茂莱认为，所谓

“空间蒙太奇”，“那就是一种时间不变而空间元

素有变的蒙太奇，或者说，它同空间不变而内心独

白在时间上自由流动的‘时间蒙太奇’正好相反”
( 136) 。“游荡的岩石”这一特别的叙事插曲在整

部《尤利西斯》中的篇幅并不太长，但在结构上却

被分割成了分散的 19 个场景。乔伊斯之所以要

在这个“插曲”中使用“空间蒙太奇”手法，是想赋

予其中的 19 个场景以某种统一性，并清楚地表明

这些场景所叙述的各种事件在时间上是同时发生

的( 均发生在下午三至四点之间) 。正如爱德华

·茂莱的分析结果所显示的，乔伊斯通过使用

“空间蒙太奇”这一特殊的电影技巧，在“游荡的

岩石”这一小说插曲中完全达到了赋予场景以统

一性的艺术效果; 而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当然是

通过“出位之思”即跨媒介叙事来实现的。
对于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的电影蒙太奇技

巧，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亦有非

常精彩的论述:“随着分光镜的发明，一旦图像艺

术打破了线性艺术和叙述的连续体，电影的蒙太

奇手法立刻就要冒出来了。蒙太奇必须要推前和

闪回。一推前，它就产生叙述。一闪回，它就产生

重建。一定格，它就产生报纸的静态风景，就产生

社区生活各个方面的共存。这就是《尤利西斯》
表现的 都 市 形 象”( “乔 伊 斯、马 拉 美 和 报 纸”
110) 。确实，要表现出现代都市生活中的那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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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复杂性的“共时性”状态，继续沿用传统小说的

那种线性叙事模式显然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而电

影所惯用的蒙太奇技巧，正好可以给乔伊斯这样

的小说家提供叙事技巧方面的借鉴。当然，从上

面的引文我们也知道: 除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

麦克卢汉认为乔伊斯的小说在叙事技巧上还受到

了另一种媒介———报纸排版的“空间形式”的影

响。⑦限于篇幅，对于乔伊斯小说所受到的这方面

的深刻影响，本文就不展开来谈了。
我们认为，小说的“空间叙事”其实就是对图

像( 空间) 艺术的模仿，既包括对绘画式的静态平

面图像的模仿( 这一类“空间叙事”的小说较多，

写作起来也相对容易些) ，也包括对电影这样的

动态平面图像的模仿。而且，有些具有“空间叙

事”特征的小说并不满足于模仿二维平面图像，

它们甚至还试图模仿像雕塑、建筑那样的三维立

体空间艺术形式，从而使语词这样的时间性媒介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立体性的空间叙事。比如

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⑧

与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喧哗与骚

动》的叙事模式，就是具有雕塑意味的立体空间

叙事。就《竹林中》而言，围绕一桩杀人事件，七

个人的讲述各不相同，同一个事实，根据人们看问

题的角度以及目的和情感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不

同的面貌。将这些各不相同的讲述置于同一个小

说文本之中，就叙事效果来说，就如同用语词构造

了一个雕塑( 圆雕) 作品……
总之，像小说这样的语词叙事艺术要获得发

展，就必须抛弃成见、与时俱进，就必须不断地借

鉴其他艺术形式或其他表达媒介的长处，以发展、
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艺术技巧和叙事能力。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断言:

“散文体小说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媒介的影

响，不管这些媒介是新闻、平面、歌曲还是绘画。
小说很难保持其纯洁性———也没有理由要它保

持。”( 桑塔格 6) 时至今日，随着数字摄影以及电

脑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各类新媒介的不

断出现，能给小说叙事带来影响的媒介当然远不

止是桑塔格所提到的那些，而所谓的数字媒介就

是其中最具有活力、也最具有创造性的一种。作

为一种“新媒介”，数字媒介所创造的各类数字文

本不仅在传统的叙事范畴方面有所创新，而且也

开辟了许多新的叙事领域———这尤其值得我们重

视，就像美国叙事理论家玛丽-劳尔·瑞安所深刻

地指出的: “虽然数字文本在表现传统叙事范畴

如人物、事件、时间、空间等方面创造了新颖的变

体，然而，它们真正开辟的叙事学探究的新领地，

却是在文本架构和用户参与方面。各种架构包括

网络、树状、流程、迷宫、侧枝矢量、海葵、转轨系

统，［……］覆盖这些架构的是四个基本的用户参

与模式，来自两对二元对立的交叉分类———内在

参与和外在参与、探索和本体。每个参与模式都

将被展示为与特定架构和特定主题的搭配，以产

生互动叙事的各种文类。”( 13—14) 正如我们在

如今的现实中所看到的，数字媒介确实已经在很

多方面为叙事艺术打开了新的视域，在这种情况

下，小说家需要做的不是消极地逃避、排斥或非

难，而是积极地去了解这种媒介、熟悉这种媒介，

并创造性地运用“出位之思”，以把这种新媒介的

本质特性融入到语词叙事的跨媒介实践当中去。

结 语

就像某些生物经过杂交后可以产生优良品种

一样，一种媒介与另一种媒介杂交后也会产生巨

大的艺术能量。对于文学艺术中的“出位之思”
或跨媒介叙事的能量和魅力，马歇尔·麦克卢汉

有非常深刻的洞悉。这位不仅对新闻传播学而且

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媒介理

论家认为，当一种表达媒介跨出“本位”去追求另

一种媒介的“境界”或美学效果的时候，两种媒介

间就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孕

育着巨大的“杂交能量”。⑨麦克卢汉说得好: “两

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

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媒介形式。因为两种

媒介的相似性，使我们停留在两种媒介的边界上。
这使我们从自恋和麻木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媒介

交汇的时刻，是我们从平常的恍惚和麻木状态中

获得解放的时刻，这种恍惚麻木状态是感知强加

在我们身上的。”( 《理解媒介》91) 在此基础上，

麦克卢汉进一步认为，那些真正创造出了伟大作

品的“我们的时代”的作家与艺术家，都借用了

“另一种媒介的威力”，正如这位富有原创性的媒

介理论家所说: “像叶芝这样一位诗人在创造文

学效果时就充分运用了农民的口头文化。很早的

时候，艾略特就精心利用了爵士乐和电影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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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创作诗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正如肖

邦成功地使钢琴适应芭蕾舞的风格一样，卓别林

匠心独运，将芭蕾舞和电影媒介美妙地糅合起来，

发展出一套似巴甫洛娃狂热与摇摆交替的舞姿。
卓别林把古典芭蕾舞运用于电影表演中。他的表

演恰到好处地糅合了抒情和讽刺。这种糅合也反

映在艾略特的诗作《普鲁夫洛克情歌》和乔伊斯

的小说《尤利西斯》之中。各种门类的艺术家总

是首先发现，如何使一种媒介去利用或释放另一

种媒介的威力”( 88—89) 。是的，那些真正具有

独创性的现代作家与艺术家们，总是会有意无意

地去进行“出位之思”，也就是说，它们在保持自

身媒介本色的同时也会利用或释放“另一种媒介

的威力”而进行跨媒介叙事。在我们看来，这其

实也正是现代文学、现代艺术之所以有别于传统

文学、传统艺术而独具魅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放眼 20 世纪以来文学中的跨媒介叙事作品，

在艺术效果上借鉴了图像 ( 造型艺术) 的小说作

品，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格特鲁德·斯坦因的

《三个女人》、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

城堡》、乔治·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米洛拉

德·帕维奇的《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和《茶绘风

景画》，以及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的几乎所有叙

事作品; 借鉴了音乐主题或音乐结构的著名小说

作品，则包括罗曼·罗 兰 的《约 翰·克 利 斯 朵

夫》、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弗吉尼亚·伍

尔夫的《海浪》、威廉·福克纳的《野棕榈》以及米

兰·昆德拉的几乎所有小说作品; 至于马塞尔·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詹姆斯·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
等高度复杂的叙事作品，则借鉴了绘画、音乐、电影

等多种艺术作品( 龙迪勇，“文学艺术化”108) 。
论文的最后，我们还想从“出位之思”或跨媒

介叙事的角度再简单地谈谈文学的“内部研究”
与“外部研究”问题。勒内·韦勒克和奥斯丁·
沃伦在他们合写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把考察

“文学和其他艺术”的第 11 章放到了该书的第三

部“文学的外部研究”中。其实，这种安排只是考

虑到了“文学和其他艺术”比较研究中的表层关

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存在

的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平行”关系。而事实上，正

如本文的研究所表明的: 文学在向其他艺术借鉴

写作技巧、叙事结构或美学效果的时候，其实就已

经进入到“影响”层面，也就是说，其他艺术的某

些长处、效果或“威力”已经深入到文学的“内

部”，表现在语词、话语以及结构或形式等各个层

面。比如，当我们说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

水年华》的叙事结构是“大教堂”的时候，说格特

鲁德·斯坦因的《三个女人》的叙事结构是“三联

画”的时候，或者说石黑一雄的《小夜曲———音乐

与黄昏五故事集》的叙事结构是“奏鸣曲”的时

候，所指的并不是这几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外在

的建筑( “大 教 堂”) 、绘 画( “三 联 画”) 或 乐 曲

( “奏鸣曲”) 的平行关系，而是小说的叙事结构本

身。也就是说，通过“出位之思”或跨媒介叙事，

“文学和其他艺术”的比较已经不再仅仅属于“外

部研究”，而恰恰已经成为结构主义或“新批评”
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内部研究”了。遗憾的是，

韦勒克和沃伦们并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把

“文学和其他艺术”的比较完全视为“文学的外部

研究”，而“外部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仅仅具有

“次要地位”，⑩所以“文学和其他艺术”的比较研

究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现在该是到了

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注释［Notes］

① 如赵宪章先生的“文学图像论”及其相关研究，见赵宪

章: “‘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5 ( 2012) : 20—28，衣若芬女史的“文图学”，见衣若

芬: “文图学: 学术升级新视界”，《当代文坛》4 ( 2018) :

118—24，与笔者的“图像叙事学”，见龙迪勇: “图像叙

事: 空间的时间化”，《江西社会科学》9( 2007) : 39—53，

及“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比较研究”，见龙迪勇: “图像叙

事与文字叙事———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江西社会

科学》3( 2008) : 28—43，等等。
②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起来，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新鲜，因

为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中国来说，这都是一个源远流长

的老问题: 在西方，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并对后来发生

了重要影响的著名人物，我们就可以追踪到古希腊的西

摩尼德斯( “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 和

古罗马的贺拉斯( “诗如画”) ; 而在中国，哪怕是排除传说

中的“河图洛书”，我们亦可以早在东汉王充的《论衡》中

找到“图”“文”关系的比较性论述: “人好观图画者，图上

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 置之空

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

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 《论衡·别通》)

③ 当然，在文学和艺术的比较研究中，把重点放在文学与

图像( 视觉艺术) 的比较研究上，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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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正如维斯坦因所指出的: “比较艺术在其婴儿

和幼儿时期便对视觉现象，而不是听觉现象，表示出了决

定性的偏爱。［……］在学术界里，人们一直感觉到视觉

艺术与文学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音乐与文学之间的共同

点。因为二者在根本上来说都属于摹仿艺术，因此，将它

们之间的平行发展放在精神史的背景之中去进行研究，

这会获得更大的成果。”( 乌·维斯坦因: 《文学与视觉艺

术》，孙景尧选编: 《新概念 新方法 新探索———当代

西方比较危险论文选》，桂林: 漓江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64 页) 但我们也必须明确的是: 文学与图像的比较研

究，并不能涵括文学与艺术比较研究的全部内容，比如德

国浪漫派文学受到音乐的影响，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

实; 此外，文学受到图像、音乐之外艺术的影响，在文学史

上也不乏其例，比如，“斯宾塞就从挂毯的图案设计和露

天演出获得过某些诗的灵感与素材。”( 勒内·韦勒克、奥
斯丁·沃伦: 《文学理论》，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

明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16 页)

④ 据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此处所引《中国画与中国诗》一

文中的这段文字见于《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开

明书店，1947 年版) 所收该文的初版。后来，钱钟书对《中

国画与中国诗》一文进行过大幅度修改，此段文字不见其

《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 和《七缀集》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所收该文。《开明书店二

十周年纪念文集》1985 年由中华书局重版，但所收的该文

是修改后的版本。( 参见浅见洋二: 《距离与想象———中

国诗学的唐宋转型》，金程宇、冈田千穗译(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5 年) 第 113 页) 至于钱钟书在《中国画与中

国诗》一文的定稿中为什么删除讨论“出位之思”的文字，

现在当然难以知道确切的原因，但窃以为这除了问题本

身的难度( 钱先生该段文字并没有涉及任何“出位之思”

的学术谱系，而且出现在讨论“中国画与中国诗”的论述

脉络中略显突兀) 之外，当与后来的文艺、学术语境有关:

在《中国画与中国诗》一文初版刊发之后的几十年里，中

国的文艺政策、文艺理论都倡导能直接、迅速地反映生活

的“反映论”，而带有唯美主义色彩、主张为文艺而文艺的

“出位之思”思想，在这种语境下当然显得有点“不合时

宜”。
⑤ 乔尔乔内之所以被沃尔特·佩特视为一个体现了“出

位之思”的“跨媒介”艺术家，除了上文提及的其绘画可以

很好地达到雕塑般的立体效果之外，还表现在这一点上:

其画作具有浓郁的诗意和音乐感。而之所以会有这种效

果，是因为乔尔乔内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诗琴演奏者和

歌手。对此，乔治·瓦萨里在《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

传》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他酷爱诗琴，在他的时代里是

一个出色的诗琴演奏者和歌手，因而常常受雇在各种音

乐聚会和达官贵人的宴会上表演。他学习绘画，觉得十

分合意; 在这方面他是大自然的宠儿，他亦酷爱大自然之

美，因而他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写生的; ……好的作品总是

打动他的心，他博采众长，把能发现的不同寻常的美和丰

富多彩的变化融入他的画中。”( 乔治·瓦萨里: 《著名画

家、雕塑家、建筑家传》，第 242—43 页)

⑥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15 年) ，具体可参考其中的第 1 至第 7 章。
⑦ 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对乔伊斯而言，报纸是人的

世界观的‘微型’表现。报纸的栏目，是全人类悠久激情

和兴趣的不变的里程碑。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是整个‘政

体’的手脚和器官都要参与的戏剧。如果把它当作报纸

来分析，由于《尤利西斯》表现的日期是 1904 年 6 月 16

日，它就是用一小段时间来表示整个浓缩的空间。《芬尼

根的觉醒》也是一样，它把时间压缩成一小块空间，即‘豪

斯城堡和环境’”，“不过，《觉醒》的手法显然是‘远程动

态式’的，广播、电话、新闻纪录片和人物说话的结巴; 而

马拉美却认为，给《尤利西斯》提供大多数印象派风景的

是报纸。作为人日常活动和冲动的样品，报纸是一个无

所不包的形象，提供了各种协调组合的可能性。”( 麦克卢

汉: 《乔伊斯、马拉美和报纸》，第 106 页)

⑧《竹林中》后来因被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改编成电影

《罗生门》而广为人知，《罗生门》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

狮奖，是日本第一部获此殊荣的影片。
⑨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

延伸》第一部第五章的标题就叫做“杂交能量———危险的

关系”。

⑩ 在其影响深远的《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和沃伦这

样写道:“除非我们集中研究艺术品本身，而把对读者( 观

众) 或作家( 艺术家) 的心理研究以及对艺术品的文化和

社会背景的研究降到次要地位，无论这些研究本身是如

何有意义，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一部好的艺术史，更谈

不上比较艺术史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进

行各种艺术间比较的任何工具。这里还有一个困难的问

题: 各种 艺 术 可 以 进 行 比 较 的 共 同 因 素 是 什 么?”( 勒

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 《文学理论》，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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