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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交流叙述的价值实现首先必须建立在交流参与者平等的基础之上，平等的交流框架是意义有效性的

前提。叙述合理性来源于符号组合意义的方式，它遵循多元逻辑，每种逻辑均会包含人类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
主题剥离与主题附着是根据交流参与者所要达到的交流目的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无论采取哪种主题方式，均是

为交流价值的正确实现而做出的交流姿态。道德伦理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是文学交流叙述中的两种重要价值，其

价值实现存在于文本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但叙述话语很多时候占主导，并且两种价值的实现是交流各方共同参

与磨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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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交流要想获得最佳、最真实的交流效果，必

须建立在交流双方真实意愿的基础之上，必须保证

交流参与者具有充分自由的表达权力和意愿。在交

流叙述中，交流双方均处于各自的价值系统之中，其

价值观念会在交流中融合、碰撞、调整，并最终获得

意义。价值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涵盖了多方

面、多层次内容，其中道德伦理价值、意识形态价值

是非常重要的两方面。对于交流叙述中的价值、伦
理和意识形态的研究首先必须建构一种平等的观念

和由此形成的交流框架，然后探讨主题在交流中的

两种呈现方式，然后从形式论角度探讨交流叙述中

伦理和意识形态价值的独特表达式。
一 交流叙述中的平等观念与叙述合理性

交流叙述中交流关系的达成首先必须具有一个

双方能够遵循的框架系统，然后在此框架中确立交

流双方的位置、权力等。因此，平等权是保证交流顺

畅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交流就会出现权力倾

斜，那么，在这种权力不平等的交流场域中，因交流

某一方的不自然状态会直接导致交流扭曲，交流效

果不再反映双方自由意志，交流就会质变为统治。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中，提出公共领域概念［1］1，

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

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意指

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

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

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

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
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

公共福祉。就是说，哈贝马斯企图通过“公共领域”
中的公民交流来实现社会管理的“身份翻转”，即获

得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通过合法途径在公民与政府

的交流中进行权力平衡。
文学艺术是一种“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文

学公共领域是“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它是

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公开批判基本上还集中在

自己内部———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

验的自我启蒙过程。”［1］34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政治

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 它以公众

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35 文

学的作用也许就在于在文学公共领域和国家运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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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平等交流的渠道，以便对现实进

行调节。
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可以用符号

( 语言) 作为中介达成一种对话关系。文学作为一

种语言符号的艺术，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对话与交

往的理想之域。这里以作品为中心构成了作家与作

家、作家与此岸世界、作家与读者、作家与彼岸世界

的交往关系。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基础是在各自自

由的状态下，按照各自的行为运行逻辑进行平等对

话，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最大特

点是“复调”，即“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

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之间

不发生融合。”［2］4 － 5这和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狂欢化

理论一脉相承，“平等”是其基本内核。狂欢化理论

的一个基本规则是打破各自的社会身份，制造一种

平等的交流框架，在此框架内，原来的社会等级消除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由平等状态，大家在这种状

态下没有任何身份优势。为了对社会现实规则和权

力系统进行屏蔽，面具是狂欢节常用的道具。“与

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

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

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

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3］11 平等、自由、参

与、重建等等成为拉伯雷小说的重要特征。
以平等观念为基础，在交流叙述中合理性就成为

实现交流叙述价值的关键。叙述合理性来源于叙述符

号组合意义的方式，或者说，叙述文本的符号组合方式

如何呈现意义或者意义方向。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

叙述文本符号如何组合，即组合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合理性来自这种逻辑所包含的人类社会认可的价值标

准，或者至少不反对这种价值标准。这是一种宏观意

义上的价值标准，如果上升到足够抽象状态，则是人类

面临的共同价值，如生命、自然、自由等。但，事实上，

叙述文本常常以地方性为背景，没有一种超出文本出

生背景的叙述，因此，叙述的公共性或者全人类都认可

的价值标准实在是一个超大叙述而无法实现。因此，

叙述合理性的最常规表现是因地方性而具有的或者蕴

含的共同价值观。
但是叙述往往带有与生俱来的偏见，合理性被

控制到极其狭窄范围。在此，我们把合理性定位在

一种超越特殊的，而具有一般性的状态。其实这种

状态是一种理论合理性，虽然叙述文本可以在某种

程度上接近它，但却无法等同它。换句话说，叙述文

本的合理性永远只是一种部分合理性。因此，讨论

叙述合理性有一个基本前提: 异见悬隔 ( 异见存而

不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或者交流理性有一

个前提，即交流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并因此才可达

成共同意志。
叙述合理性存在多方面内涵，如情感合理性、价

值合理性、观念合理性、习惯合理性等等。但所有这

些均被限定于一定文化范围之内。对于某些民族来

说的合理性对于其他民族未必合理。因此，合理性

是一个相对状态。任何叙述文本均会将交流框架区

隔在文本边界之内，并以此保证合理性的区隔范围，

超出此范围即意味着超出了交流双方达成的交流框

架边界，其合理性就会有问题。同时，叙述文本会产

生叙述偏向，即叙述内容所直接呈现的并非叙述目

的，其目的另有所指。另外还有选择合理性，包括叙

述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选择。因此，叙述合理性必

须包容选择所带来的缺陷。赵毅衡先生曾经举了一

个生动的例子: 饭店的菜单是经过了选择的，因为它

是“经理和大厨能提供的”内容，超出了这个内容，

也就超出了经理和大厨的能力范围。［4］133同样，文学

叙述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要求作者提供超出其能力、
时代范围的东西。

二 主题剥离与主题附着

在交流叙述中，始终存在两个方向上的运动: 主

题剥离与主题附着。这是根据交流参与者所要达到

的交流目的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赵毅衡指出，

“解释主体的意向性与事物的相遇是意义的唯一源

泉; 反过来看，意义是解释主体在世界上的存在方

式。”［4］60在交流叙述中，叙述者首先把某种“意义意

图”赋予叙述文本，然后该叙述文本进入交流，面对

交流对象，即接受者，接受者自身也有某种交流意

向，其意向会在交流中获得实现、修正或者颠覆，然

后生成“意义”。这里有两方面的内涵: 其一，通过

交流，叙述文本最终获得意义，并因此获得自身存在

的价值; 其二，接受者通过交流，最终完成意向更新，

无论这种更新以何种方式完成，其结果是接受者因

参与意义建构而获得存在感。因此赵毅衡说，意义

是“使意识与对象各自得以形成的关联方式”。［4］60

但这种看似完美的交流叙述过程存在如下一些

问题: 其一，当叙述文本直接面对接受者，同时接受

者也携带意向与其关联之时，接受者和叙述文本的

发出方是不透明的，即二者没有直接交流; 其二，叙

述者( 信息发出方) 在叙述文本构筑的过程中会存

在两方面情况，即主题剥离和主题附着。也就是说，

叙述者会尽量剥离那些与其意向不符的主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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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会影响其意向建构的主题，同时将其意向进行

附着。其主题附着可有多种方式，但基本有两种，即

材料选择和表达方式选择，这对应叙述文本的故事

和话语，即无论故事和话语都会携带主体意向，都会

对文本价值生成构成影响。其三，来自接受主体的

主题剥离和主题附着。接受者携带意向进入交流，

其本身就具有“主题附着”倾向，如果接受者的意向

坚定，甚至会有“强制阐释”的接受霸权，如果接受

者持客观公正态度，那么，整个交流叙述过程会出现

两方面的状况，一是接受者对自身意向进行选择性

的剥离或者附着，二是接受者针对叙述文本进行主

题剥离或主题附着。其四，虽然信息发出方 ( 叙述

者) 和接受者都会有主题剥离和主题附着，但二者

一般情况下是不透明的，即无论二者采取何种主题

方式，并不能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在交流叙述

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信息发出方和接受者各自为政，

都无法彻底影响对方。正因为二者之间的不透明，

从而导致西方理论界的众说纷纭。胡塞尔和赫施坚

持“作者意图决定论”，而接受美学则强调“读者接

受”和“读者反应”的重要性。赵毅衡认为，“意义是

主客观的关联方式，但是并不是二者全面的交流。
只要交流的感知被解释构成符号文本，意义就必然

出现”。［4］59因此，站在交流叙述学立场上，认为叙述

文本的主题价值只有形成最终意义并成为交流参与

各方的存在方式才有效。
不得不说，在文学交流叙述中，接受者面对的是

复杂的叙述者，他可以是作者( 隐含作者) 、或者是

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可以是故事中

的，也可以是故事外的。每一个叙述者都会在叙述

中进行主题选择。叙述者一般情况下是心智健全的

人，但不能排除一些心智不健全的叙述者。在现代、
后现代小说中，接受者不得不首先判断叙述者是否

正常人，以便调整自己的接受姿态。但有时候并不

能完全判断清楚。由于叙述者自身状况导致的不可

靠叙述是现代小说常见现象，接受者采取“主题剥

离”方式获取正确意义则成为必然选择。
其实，在一般叙述研究框架下，交流叙述并非都

是不透明的，即信息发出方与接收方之间在很多叙

述类型中是面对面交流。对主题的剥离与附着也会

有各种情况。在小说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受到作家

写作目的支配，其自由度是有限的，这种“有限自

由”其实是被赋予某种主题理念，行为被理念裹挟，

变得扭曲。但成熟的作家往往有这种写作经验，即

小说人物一旦成型，人物的自我行为方式会复活，会

逐渐成为对写作的一种“有限”限制，即在故事框架

中，人物牵动作家的写作路线。这是一种悖论。但，

这并不妨碍小说故事自成一个世界。总体来说，主

题设定为故事世界规划了基本的规约系统，这个系

统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叙述选择带来的道德伦理

后果。
三 文学叙述文本价值的实现方式

文学价值是一个多元存在，就文本本身来说，其

形式要素、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均可构成价值的一

部分。叙述本质上是一种交流，是叙述表意传达给

交流对方，并获取期望回应的过程。文学叙述自然

不例外。在文学叙述的交流过程中，如何处理或者

摆放交流对方的关系，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参与这

种关系，是文学交流叙述必须面对的关键因素。因

此，文学交流叙述的意义实现过程也是一种调整交

流关系的复杂过程，是文学交流叙述中道德伦理价

值实现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任何叙述都会存在两个

方面，一是叙述什么? 二是如何叙述? 前者即为通

常意义上的内容，后者即为形式 ( 表达方式) ，在叙

述学中也被叫做故事和话语。符号双轴并非只是内

容的选择与组合，它还是表达方式的选择与组合。
因此，当选择和组合是一种价值或者倾向时，意味着

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同时具备了价值倾向性。文本

价值观念的产生是一种综合因素的结果，当叙述文

本进入交流，我们不得不考虑由叙述和话语 ( 内容

和形式) 所构成的叙述文本的价值倾向，对交流各

方产生的影响，交流参与者以此调整自己在交流中

的行为规范、相互关系。
在中外古典文学传统中，真实性问题是一个非

常严肃的问题，文学必须表达真实，并向读者传达准

确无误的信息，这是文学表意的道德伦理价值实现

的基础。因此，古典文学往往具有明确的道德伦理

与意识形态意图。现代小说改变了这种道德伦理和

意识形态价值的表达方式，而把判断权让渡给了读

者，叙述的可靠性随即成为叙述交流中的核心命题。
实际上，现代小说的这种转变主要是一种叙事话语

转换，即改变了叙述层的传统方式，全知叙述改变成

了限制叙述，叙述者不再具有道德权威性，其话语变

得游移，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同时这种不确定性并

非是一种明言的，而是隐蔽的，因此，接受者需要自

己判断。
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一旦文本不够完美，被接

受者觉察到矛盾不一致的地方，此时接受者的态度

就复杂起来，但是只要能解释出认知价值，接受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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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一律拒绝接受。”［5］31 话虽如此，此时的接受者已

经很难完全认同文本的各种价值表达，怀疑在所难

免。因此，文学叙述文本道德伦理价值的实现是一

个交流磨合过程，诚信修辞、因修辞而诚信、读者的

判断都是文本价值生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交流叙述学认为，叙述文本进入交流，其边界是

开放的，其构成是动态的。进入接受者视野的、构筑

“接受者文本”的材料，与来自作者的叙述文本并非

完全重合，而是包含更多内容。即，除了来自作者的

叙述文本外，还包括辅叙述 ( 辅助接受者解读的材

料) 、非语言叙述、零叙述等等。因此，在交流中叙

述文本意义的生成并非来自一端，而是具有复杂背

景。在这个意义上，客观解读当然是追求目标，但携

带“读者意识形态”的强制阐释也在所难免。阐释

对象受到误读也是常见现象。
但任何文学文本都不会十全十美，接受者对文本

诚信的判断来自自身各种状况，以及文本所能提供的

“可接受性”，这是接受者和作者、文本合作共同产生

的一种交流现实。文学有时候并非提供一种明示的

意义，这是文学自身特性使然。接受者必须有足够的

智慧进行价值判断，尤其是现代叙述方式的多样化给

接受者提出了非常高的欣赏要求，在文学艺术领域，

那些“难以解读”的作品也有相当数量。作者把判断

权力让渡给接受者，实现了交流中的相对平等，但问

题也随之产生，伦理关系转换带来价值判断多元，道

德问题有时候变得棘手。比如，视点会造成价值判

断，视点的选择会直接影响接受者的判断，长时间使

用某一视点会产生价值认同。传统小说叙述虽然多

采取全知视点，但并非一味如此。由于叙述需要，也

会转换视点，采用局部限制视点来传达全知视点难以

传达的意味。视点本身具有的价值观在文学中极其

常见，只是我们往往将之归入内容而没有考虑到形式

的作用。
文学文本本身是一种选择，文本在形成过程中

即受到作者的聚合与组合创作行为的支配。作者也

许对其叙述进行了复杂化或者简单化处理，无论哪

种处理方式，均会表达一种主体意志。罗兰·巴特

曾描述了“神话”的自然化: “神话可以经济地从历

史进入自然: 它去掉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给予它某

种简单本质，废除了所有的辩证关系，在直接的可见

物外建构了一个没有矛盾( 因为它没有深度) 的世

界，一个全面开放和一目了然的世界。”［6］142 － 143作者

文本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将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过

程。“意识形态往往被感受为自然化的、普遍化的

过程。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

实上是党派的、有争议的和特定历史阶段价值，呈现

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

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免的和不可改变的。”［7］236 但

这种“自然化”并非赤裸裸宣扬，而是通过文学特有

方式。
文学叙述文本道德伦理与意识形态价值的实现

同样存在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但故事本身的道

德伦理与意识形态价值往往受制于叙述方式的影

响，同样素材，不同的叙述方式会产生不同甚至截然

相反的价值效果。现代、后现代叙述方式的多元化

使对叙事意义的判断权力发生的转移，视点变化无

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由于视点变化带来的叙述的

( 不) 可靠性问题，成为交流叙述中不可回避的核心

命题之一: 叙述方式成为影响叙述文本价值实现的

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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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ark Consciousness of Mu Lao Folk Songs

SU Gui － ning，WU Jing
( Literature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China)

Abstract: The dark consciousness of mulao folk songs is specifically expressed as the fear of dark things，especially death，the wor-
ship and yearning for light，as well as the time and space with the attribute of life． Its formation is related to the poetic thinking，irra-
tional life view，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iving space of mulao nationality． The dark consciousness is the soul habit of the mulao
people and the root and soul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It not only enables the mulao people to live poetically in the face of darkness and
harsh living conditions，but also improves the aesthetic style of the mulao folk song and makes the natural image and moral image show
lofty aesthetic personality． The search for the dark consciousness is just a search for the root of the ancien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mulao
nationality，which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protection at present，and also the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ulao nationality modern civilization．

Keywords: mulao; dark consciousness; poetic thinking; life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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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s to Realize Value in Literary Communicative Narration

WANG Wei － yan
( College of Literature，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Henan 464000，China)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literary communicative narration must be based on the equality of participants，and the equa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is the premise of the validity of meaning． The rationality of narration comes from the way in which symbols
combine meanings． Subject stripping and subject attachment can be strategic choices made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cative purpose of
the participants． Whatever the way of theme is adopted，they are communicative gestures for the correct realization of communicative
value． Moral and ethical values and ideological values are the two important values in literary communicative narration． Their realiza-
tion lies in the two levels of text，story and discourse． However，narrative discourse dominates most of the time，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two values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literary narration; value and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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