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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共谋：整体观照下的
不可靠叙述

一、引言

在叙事学的诸多理论概念中，“不可靠叙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自从该理论概念在叙事学界被提出

以来，一直被看做是文本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范畴之一。如今，这个概念更已成为“当代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

论题”①，被叙事学家广为阐发应用，在叙事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叙事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

不可靠叙述做出了迥异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对该理论研究的发展。学界对于不

可靠叙述的争论，主要在于如何判定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真理不争不明，道理不讲不清，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

研究中的不同声音固然是好，但若能够理清思路，达成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解共识，对于我们如何判定、欣赏叙事文

本中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不可靠叙述的研究现状

不可靠叙述理论肇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理论专著《小说修辞学》的出版为标

志。在当前的西方叙事学界，该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最热烈的讨论，出现了两种互为对立的研究方法：修辞方

法和认知方法。由此导致西方叙事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论争中出现了三种观点：一是大张修辞方法的旗帜。首

先提到的就是不可靠叙述理论的首创者韦恩·布斯，他以隐含作者的规范作为判定不可靠叙述的标准，“将叙述者

按照隐含作者的规范进行的叙述称为可靠叙述，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②，主要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即

“事实 / 事件轴”和“价值 / 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其次是里蒙·凯南、普林斯、马克·柯里、波特·阿伯特等，他们长

期将布斯提出的不可靠叙述理论视为圭臬，以修辞方法来建构不可靠叙述理论。特别要提的是，布斯的坚定支持

者、修辞方法的集大成者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他至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布斯的理论：1.他将不可靠叙述从

两大类型发展成了三大类型（增加了“知识 / 感知轴”），并根据这三大类型，相应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事的亚类型；

2.增加了区分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人物的功能与作为叙述者的功能的不同作用；3.费伦比布斯更加关注叙

述者的不可靠程度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4.费伦对不可靠叙述进行了“疏远型”和“拉近型”的二元区分。③二是认为

认知方法优于修辞方法，应该用认知方法取而代之。主要代表是塔玛·雅克比 (Tamar Yacobi) 和安斯加·纽宁

(Ansgar Nünning)，他们认为将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联系起来的做法，使叙事理论丧失了说明不可靠性的语用

效果的可能性，因此，将不可靠性视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将不可靠性界定为一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整合机

制”，更多地“关注文本的再现方式与读者在建构可能世界时的选择之间的互动性，把不可靠性置于文本与读者的

互动关系之中”，断言“不可靠性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读者的阐释策略”④，采用“总体结构”来代

替“隐含作者”，用读者的规范既替代了隐含作者的规范，也置换了文本的规范。三是认为以上两种方法各有不足

摘 要：“不可靠叙述”是当今叙事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话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议和关注，主要形成了修辞方法

与认知方法之争，它们的理论立足点一个是从隐含作者的角度出发，一个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从而导致了两种完

全相反的论述思路。其实，完整的文学活动必然包括隐含作者、作品和读者三个重要的环节，缺一不可。不可靠叙述

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必定是隐含作者有意为之，以达到某种叙述目的和审美效果；同时，这一策略只有被读者识破

时，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达成共谋，叙述效果才能达到。因此，当我们从隐含作者、文本、隐含读者三方面整体观照去

理解不可靠叙述时，就能摒弃当前不可靠叙述的两种方法论所存在的瑕疵，获得对不可靠叙述的全面认识。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 方法论之争 整体观照 共谋

⊙周志高[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张泽兵[江西社会科学院， 南昌 3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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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应该将两者融合，采用“修辞—认知”的综合性方

法。在西方叙事学界，持综合性方法之洞见来研究不

可靠叙述的学者主要以安斯加·纽宁和佩尔·克罗格·
汉森为代表，他们致力于打破不可靠叙述研究中两种

研究方法非此即彼的局面，试图找到综合两种方法的

平衡点和融合点，以期对不可靠叙述进行更好地研究。
西方学者对“不可靠叙述”的论争使该领域研究不

断深入，但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安斯加·纽宁和汉

森试图建构的“修辞—认知”综合性方法亦有其悖谬和

尴尬之处，安斯加·纽宁的综合方法滑向了修辞的立

场，而汉森的综合方法本质上却是认知的。
国内叙事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目前仍处于一

种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不

可靠叙述理论的引入和译介。不可靠叙述理论的许多

原典性著作，从早期的韦恩·布斯到后来的里蒙·凯南、
普林斯、马克·柯里、詹姆斯·费伦、安斯加·纽宁等人的

主要论著已经引入到国内。为了方便中国研究者更好

地理解把握，一些出版机构出版了诸多不可靠叙述理

论原著的中文版，特别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未名译库

出版的《新叙事理论译丛》《叙事》的中文版等。其次是

不可靠叙述已经进入公共学术视野，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不可靠叙述已引起国内叙事学界众多学者

的关注，不少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也

对不可靠叙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要么应用不可靠

叙述理论对文本进行分析，要么对不可靠叙述理论中

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也有学者对詹姆斯·费伦、
安斯加·纽宁等进行专门研究。同时，不可靠叙述也被

应用到其他艺术形式中，如电影、音乐、绘画、传媒、电
视等。最后是国内已经取得了较多不可靠叙述研究的

成果。不可靠叙述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国内学

者从事研究，他们在西方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

深入研究，努力创新，取得了较多相关成果，例如申丹、
赵毅衡、王丽亚、陈锡麟、尚必武等。

虽然国内学界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不可靠叙述的基本内涵

和本质特征等的理解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基本上沿

袭了西方叙事学界的方法论二分之争，对西方学界的

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进行引介与评述，

持经典叙事学观念的学者更多偏向修辞方法，而持后

经典叙事学立场的学者则多倚重认知方法，使研究出

现偏颇而有失论证理据的充足性。二是从理论层面上

创新发展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不足，而应用不可靠叙述

理论进行文本分析的文章颇多。在国内叙事学界，对

不可靠叙述的理论研究主要是跟进西方不可靠叙述

研究的最新进展，西方学者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跟

进到什么程度，真可谓“亦步亦趋”。总的来说，我国学

者就不可靠叙述的理论研究提出的创见不多，真正在

不可靠叙述理论创新发展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并能与

西方学者直接对话的学者首推申丹教授。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申丹教授在西方的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

系列论述不可靠叙述的文章，展示了我国学者的学术

观点与研究成果，例如，“聚焦于叙述层上不可靠的人

物眼光对人物主体意识的塑造作用”⑤，“论述从语境

与文本形式结构两个方面共同去阐释不可靠叙述”⑥，

“从内文本性、外文本性和文本间性论述了不可靠叙

述”⑦。她在 2009 年出版了《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

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一书，提出了运用“叙事学与文

体学互补、整体细读、互文性、潜文本”等方法去判定、
阐释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2014 年又提出了运用叙事

文本的“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⑧去判定、阐释不

可靠叙述，更加深入地研究了故事情节的隐性进程对

不可靠叙述的影响。因此，我们要超越西方学者不可

靠叙述研究的范式和定见，摆脱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

之争的“泥沼”，从整体观照来研究不可靠叙述。

三、整体观照下的不可靠叙述

长期以来，在不可靠叙述研究领域之所以出现修

辞方法与认知方法之争，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理论立足

点一个是从隐含作者的角度出发，一个是从读者的角

度出发，割裂了隐含作者、文本和隐含读者之间的密不

可分的关系，将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完全阻隔开来，从

而导致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论述思路。这两种方法在研

究中都出现偏颇而有失论证理据的充足性，其根本在

于忽视了对文学活动的整体把握。要真正地把握不可

靠叙述，我们必须从整体观照去理解它。文学活动的完

整把握必须考虑到作者、世界、作品、读者以及这几个

方面的有机联系。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

素”理论就很好地阐述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每一件

艺术作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的力求周密的

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别。第一要素

是作品。第二要素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

作品总是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

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况或者与此有

关的东西，我们不妨称为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

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

起他们的关注。”⑨从艾布拉姆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

清楚地获知，他认为文学活动包括了作品、作家、世界

和读者。其实，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并

不高深，贵在将文学活动的要素及其联系阐释得很清

楚。作者是一定社会阶段的人，他的创作会或多或少

受其所处世界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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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作者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通过作者的构思与创

作，赋予了文学作品“生命”；而一旦文学作品被作者创

造出来，它不能束之高阁，否则它将在尘封中“死去”。
它必须与读者见面，是读者的阅读给予了文学作品赖

以生存的“空气”，使之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因此，读者

也是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美国著名的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SeymoreChatman）

在他出版的专著《故事与话语》中提出的“叙事交流

图”⑩也较好地表达了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密切联系

的关系。
叙事文本

真实作者 隐含作者→（叙述者）→

（受述者）→隐含读者 真实读者

从该叙事交流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叙事作

品的创造者，也是叙事交流中信息的发出者，叙事作品

中的一切都是作者构思创造的，当然也包括各种叙事

技巧，而不可靠叙述策略也不例外。读者是叙事信息

的接受者，但绝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根据

文本信息积极进行意义建构与阐释的参与者。这时其

实蕴藏着一个由读者向文本、作者探索的逆向交流。当
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对文本信息进行“双重解码”：一是

解读叙述者的话语，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

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輥輯訛从

而判定叙述者在事实 / 事件轴、知识 / 感知轴和价值 /

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达到独特的审美效果。此时，

隐含作者是不可靠叙述策略的发出者，读者是理想的

读者，即隐含读者对隐含作者的叙述策略心领神会，隐

含读者与隐含作者在叙述者背后秘密交流，达成共谋，

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享受“戏弄”
叙述者的狂欢，看着叙述者出尽洋相，叙述者成了嘲讽

的对象，从而收到很好的反讽效果。通过辨析、判定叙

述者的不可靠叙述，不仅对于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

造叙述者的人物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读者

拨开话语的虚假表象、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主题意义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妨拿爱伦坡的《泄密的心》来做一分析。在

小说中，导致“我”杀死那位从未伤害过“我”的老人的

原因不是他的金子，而是他长着一双浅蓝色的鹰眼，每

当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就全身冰凉。在将老

人的尸体肢解、并用一只澡盆盛好藏在地板下之后，

“我”为自己做事的干净利索、不留痕迹而沾沾自喜，自

认为没有人能够发现自己的罪行。当警察上门调查的

时候，我装得若无其事，高谈阔论，请求警察细心调查。
但就在这时，“我”感觉一种声音在耳朵里响起，“那是

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是一只

被棉花包裹着的表发出的声音。我已经透不过气来———
可警官们还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它越来越响———越

来越响———越来越响！可那几个人仍然高高兴兴，有说

有笑。难道他们真得没有听见？万能的主啊！———
不，不！他们听见了！———他们怀疑了！———他们知

道了！———他们在嘲笑我的心惊胆战！我当时这么想，

现在也这么认为。但是无论什么都比这种痛苦好受！无

论什么都比这种嘲笑更可容忍！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

虚伪的微笑……‘恶棍！’我大声叫道，‘别再装了！我承

认这事！———撬开这些地板！这儿，在这儿！———这是

他可怕的心在跳动！’”輥輰訛叙述者“我”在警察搜查的时

候，产生了幻听，感觉自己听到了被杀死的老人的心

跳，并认为警察也听到了老人的心跳，而警察之所以不

说出来是在嘲弄自己的恐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我”大骂警察“恶棍”、虚伪，承认了自己杀死了老人。
在这里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不仅在事件报

道上存在不可靠叙述，因为他不可能听到死人的心跳，

而且在价值判断上也是不可靠的，他自己是虚伪的，并

为自己的“狡猾”“聪明”而沾沾自喜，反过来却认为警

察虚伪，故意装作没有听见老人的心跳。叙述者在事件

报道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可靠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反讽

效果，“我”的叙述一直紧扣自己的“伪装”，字里行间流

露出对自己伪装能力的赞叹，最终却遭到自我欣赏的

伪装的惩罚。读者从而得以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塑造和

作品蕴含的“善恶有报”的主题。

四、结语

从文学作品的创作而言，不可靠叙述是一个重要

的创作技巧和手法；从叙事理论层面来讲，不可靠叙述

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和研究话题；在文学批评实践

上，不可靠叙述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分析工具。在判定、
理解不可靠叙述时，我们要从整体观照出发，通过对文

本的细读，确定文本中的叙述者，分清叙述者与感知者

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分清第一人称叙述中作为“叙述的

我”与“人物的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叙述者的叙

述与隐含作者之间在事实报道、对事件的阐释和价值

判断方面出现的偏差，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考察不同文

化语境、不同文类、不同时期、不同媒介中的不可靠叙

述，从而实现运用不可靠叙述策略更好地对文本进行

审美分析，揭示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主题意蕴。

① Ansgar Nünning,“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Rhetorical Approaches”，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下转第 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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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民化、大众化的地方儒家教育实践的自觉努力，促

成儒学在地方走向制度化，最终还是在朱熹手中得以

完成的。朱熹虽然较王十朋年轻十八岁，但与王十朋

同朝为官，有书信往来，相互赏识，曾作《上待制王梅溪

先生书》，自称“使理日益明，义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

固，扩而充之日益远，则明公之赐，庶乎其有以承之，而

幸明公之终教之也”輦輲訛，所作《王梅溪文集序》对王十朋

也敬赞有加，《朱子语类》提及王十朋处也是赞王十朋

才识过人，具有“至诚”品性。可见，王十朋对朱熹卓有

成效的地方教育实绩和教育理论构建，是有着承启之

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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