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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叙述声音

傅修延， 刘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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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把叙事中的某些表达称为叙述声音，其实是一种譬喻，因为它们像是发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通过

辨识文本中或隐或显的迹象，可以发现叙述声音存在的踪影。人类对声音的倾听可分为因果倾听、语义倾听

和还原倾听，它们分别聚焦于声音发生的原因、声音传递的意义以及无关原因和意义的声音本身，这三种模式

同样可以用来倾听叙述声音。在叙事学发展过程中，叙述声音一直是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迄今为止学界有四

种与叙述声音有关的观点值得注意: 一是叙述声音即作者的声音，二是叙述声音即叙述者的声音，三是叙述声

音即文本中的所有声音，四是叙述声音即修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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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rrative Voice

FU Xiuyan， LIU Bizhen
( Ｒesearch Center for Narratology，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7，China)

Abstract: It is actually a kind of metaphor to call some expressions in narrative as narrative voice，

because they seem to come from a subject possessing self － consciousness． The existence of narrative
voice can be found by identifying implicit or explicit signs in text． Human listening to voices can be
divided into causal listening，semantic listening and reduced listening，which focus respectively on
the generation of voice，the significance of voice transmission，and the voice itself irrelevant to gener-
ation and significance． The three modes can also be used to listen to the narrative voic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ology，the narrative voice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orists all the time． So far，
four kinds of views associated with narrative voice are notable: the narrative voice is that of the author
and that of the narrator，and that which refers to all the voices in the text，and that which is a kind of
rhetoric device．
Key words: narrative voice; listening; signs; consciousness; causal; semantic; reduced

物理学认为声音源于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这种波状运动被人的听觉器官感知为声音。发出声波振动的物体属于



声源，从声源角度说，声音不外乎由两个大类构成: 一类是自然之声，如风雨雷电、鸟兽虫鱼等自然物体发出的声响; 另一

类是人类之声，主要是人类自身发出的声音即语音，也包括人类活动和各种人工制品发出的声音。人类本来也是大自然

的产物，人类语音最初是对自然之声的回应与摹仿，①但后来随着发音能力的进化，人类不但能随心所欲地“说”———即

精准控制自己发出的语音，还能细致入微地“听”———即对音素间与语义相联系的关键差异产生高度敏感。语言学家和

声音理论家认为，没有这种对关键差异的敏感和对非关键差异的忽略，就不可能有人际间语音的顺畅沟通。② 如此看

来，人类的听觉实际上十分复杂: 就对自然之声的聆听而言，人类可能比不上许多动物; 但在识别同类声音的细微差异

上，没有哪种动物能与人类相比。本文讨论的叙述声音虽非真正的语音，但它和“说”一样也是人类之间的沟通，更具体

地说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读者同样需要依靠自己的敏感去体察作者究竟通过自己的书写“说”了什么，这种体察

就其微妙性质而言与“听”十分相似，所以人们会把叙事中的某些话语和真正的听觉传播联系起来。
20 世纪以来，声音进入文论领域成为常用术语，但人们对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对而言比较随意，在说到隐含作者或叙

述者的声音时，一些人往往忘记这类说法只是一种譬喻或比附，声音在诉诸文字的叙事作品中其实并不真正存在。不仅

如此，人们在使用叙述声音之类的概念时，往往赋予其不同的内涵，这就带来理解上的困惑与误解。有鉴于此，本文拟从

“发现”“倾听”和“梳理”角度对叙述声音作一番全面讨论。

一、发现叙述声音

讨论一个对象，首先要确定这个对象的存在。叙述声音虽然无形无状，但并非完全不可捉摸，意识与迹象就是让人

“捉摸”到这个虚无缥缈对象的重要“抓手”。

1． 声音与意识

有声音就会有声源，将叙事中的某些表达形容为声音，是因为它们像是发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虽然从最终的意义

上说作者就是这个主体，但是按照叙事学的界定，真实作者无法“亲自”参与到叙事交流(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的过程

之中，其意识只能间接地通过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或某些迹象得到表达，因此读者是不可能直接“听”到作者声音的。

不管发出声音的是谁，在察觉到作品中有某种声音发出时，读者同时也察觉到声音后面有某个意识主体存在。不仅如

此，在察觉这个意识主体存在之时，读者还通过其议论、评判等获悉其情感、思想、伦理和政治等方面的倾向与观念。例

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暗示了一个讥诮“汉

皇”重色的意识主体在发声; 杜甫《兵车行》中的“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

已”，则让人觉得这个声音后面的意识主体对“武皇”开边抱有一种严厉批评的态度。

对于声音与意识的关系，雅克·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有过专门论述。众所周知，说话者在对别人发声时也在

倾听自己的声音，这种倾听是发声者感受到自己所发声波的振动。德里达注意到，在这种“不求助于任何外在性”的内

部传导中，能指与所指几乎合二为一，达到了一种“绝对相近”，因此“声音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

在”。［1］( p101) 事实的确如此，相对于书写、手势比划等其他表意手段，声音与自我意识之间的距离最为接近，德里达对此有

形象的阐述:“当我看见自己在写或用手势表达意义而不是听见自己说话的时候，这种接近被打断了。”［1］( p102) 由于声音

与意识之间存在这种特殊关系，许多学者都倾向于将两者等量齐观。不过意识远比声音来得复杂，迄今为止的研究只不

过触及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朱利安·杰恩斯在这方面的探索特别大胆，他在《二分心智崩溃中的意识起源》中以

《伊利亚特》的英雄人物为例，说过去的人类与今天的精神病患者一样，能够清晰地听见自己大脑中的声音———阿喀琉

斯、阿伽门农等人把这种声音当作神的旨意来执行，直到距今 3000 年前这种声音才熄灭为无声的意识。［2］( p67 － 83) 杰恩斯

之论固然有点匪夷所思，但在叙事作品构建的虚构世界中，用身体内部的声音来代表人物意识的做法可谓比比皆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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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M． 夏弗说人类一直在用“舌头上的舞蹈”来回应自然之声。Ｒ． Murray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1977． pp． 40 － 41．

“这种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运作的聆听模式，一直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且被研究得最广泛。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它纯粹是基

于差异性的。一个音素( phoneme) 被听到并不是严格地因为它的声学属性，而是作为整个的对比与差异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发音

中( 由此也就是声音中) 相当大的差异不是所论及的语言中的关键差异的话，语义聆听通常会忽略它们。例如，在法语和英语的语言聆

听中，对于音素 a 的某些变化很大的发音并不敏感。”米歇尔·希翁:《视听: 幻觉的构建》，黄英侠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

第 25 页。



物的内心矛盾常被写成两种声音的斗争，①有时耳畔声音的突如其来甚至会把人物自己也吓了一跳。② 人类历史正在开

启人工智能的新篇章，目前以机器人意识为主题的小说电影多如雨后春笋，美国 HBO 公司 2016 年推出的大型电视连续

剧《西部世界》中，机器人接待员的意识觉醒正是以大脑中出现声音为前奏。从这些例子看，讨论叙述声音不能不涉及

人的自我意识。

2． 声音与迹象

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说:“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如果

说“意”与“声”代表意识与声音，那么留存纸面的书写之“迹”便是迹象。对于极少数特别敏感的读者来说，文本中所能

见到的全都是“意与声之迹”，叙事作品从开篇到结尾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在发出声音，但这种总是绷紧神经的无差

别倾听并非最好的阅读策略，大多数人在阅读中都会逐渐培养起对关键迹象的敏感，同时忽略掉那些非关键的迹象，这

样才能达致与叙事作品的顺利沟通。对叙述声音的倾听与对人类语音的倾听，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前

所述，人类之所以能听懂不同口音的人表达的语义，全凭着对音素间与语义相联系的关键差异有高度敏感，以及因这种

敏感而导致的对非关键差异的忽略，假如对音素间所有的差异都一律敏感，听觉神经就无法聚焦于与语义相联系的关键

差异。同理，如果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与语义相联系的关键迹象( 由于叙述声音只与关键迹象有联系，为了行文简便，以

下所说的迹象均指关键迹象) 中，读者也会与叙述声音失之交臂。那么，文本中究竟会留下哪些与叙述声音有联系的迹

象呢，或者说怎样通过辨识迹象来发现叙述声音的存在呢?

迹象有显隐之分，我们不妨由“显”到“隐”依次进行辨析。

最明显的迹象无过于“仲尼曰”( 《左传》)、“太史公曰”( 《史记》) 和“异史氏曰”( 《聊斋志异》) 之类的直接引语，作

者在文本的显要位置嵌入这类与故事无直接关联的语音，显然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某种倾向或评判。直接引语是语

音的直接记录，标点符号和相关文字的导引使读者对其一望而知，但直接引语主要记录故事中人物的语音，这类记录多

与叙述声音无涉。直接引语如果作为题记、献辞之类置于卷首，其重要性则非同小可。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

最前面引了一段《圣经》中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其叙述声音似应作如此理解: 安娜有负于家庭，所以必定遭

到报应，然而裁判者唯有上帝( “我”) ，其他人如卡列宁之流不配对她做出指责。

其次为嵌入痕迹不那么明显的间接引语。间接引语也可记录人物语音，但有些间接引语明显可听出是叙述者在发

声。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收到忘恩负义的查理给她的绝情信后，文本中紧接着出现这样一段文字:

“伤心惨酷的劫数! 船沉掉了，希望的大海上，连一根绳索一块薄板都没有留下。受到遗弃之后，有些女子会去把爱人从

情敌手中抢回，把情敌杀死，逃到天涯海角，或是上断头台，或是进坟墓。这当然很美: 犯罪的动机是一片悲壮的热情，让

人觉得法无可恕，情实可悯。另外一些女子却低下头去，不声不响地受苦，她们奄奄一息的隐忍，啜泣，宽恕，祈祷，相思，

直到咽气为止。这是爱，是真爱，是天使的爱，以痛苦生以痛苦死的高傲的爱。”［3］( p155) 这段话出现前虽无冒号、引号之类

作引导，大多数读者仍会察觉到这是忍无可忍的叙述者在仰天长叹，此时叙述者已无法继续不动声色地交待欧也妮的故

事，因此才有这么一番脱口而出的直抒胸臆。

判断间接引语背面是否有声音存在，需要观察相关文字是否在音调、语气或口吻上发生了某种毋庸置疑的变异。哈

代《德伯家的苔丝》中，叙述者基本上是以一种零度风格来讲述故事，但在说到苔丝在古代祭坛的遗址上被捕以及随后

被处以死刑时，一段悲愤之情溢于言表的言辞跃入读者眼帘:“‘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

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德伯家那些武士和夫人却长眠于地下，一无所知。”［4］( p538) 明眼人能够看出，叙述者原先想用祭

坛、石柱之类的象征性事物，来暗喻古老武士的末代子孙已被献祭于神明，但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自己挑明主题的冲动，

结果这番发声像是故事帷幕降下时的画外音，久久回响在掩卷之后的读者耳畔。这种“卒章显志”的手段在中国的赋体

文章中多有运用，《阿房宫赋》《前赤壁赋》《秋声赋》与《岳阳楼记》的结尾部分，叙述者都是这样站出来述志讽喻，用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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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外一个声音却在说，注意，你要错过你自己的享乐，你自己的幸福了。这第二个声音盖过了第一个声音。他就坚决地

走到她跟前去。可怕的和无法抑制的兽性感情已经把他抓住了。”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汝龙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

80 页。
“马特漫无目的地走到火炉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可是有一个声音，一个深埋在他头脑里的声音，在悄声说道: 他要

杀了你。这个声音是那么的真实，以至于小男孩连忙抬头看房间还有什么人。”南希·法默:《鸦片之王》，陈佳凰译，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16 年，第 40 页。“这些凶狠的话语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一个更洪亮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

他们。’听了这句话这可怜人仿佛被上帝之手触摸过似的，浑身的神经和筋骨都激动地震颤起来，觉得自己拥有千人之力。”斯陀夫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杨怡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第 458 页。



叹般的口吻说一些抚今追昔、忧国忧民的大道理。

不管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都可以看作某个发声者语音的记录，尽管后者不像前者那样有冒号、引号或“某某

曰”之类的外显迹象。然而在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外，还有大量迹象处于似无若有的不确定状态: 字里行间的叙述声

音难以捉摸，迹象后面的意识主体若隐若现，留在纸面上的只是一些无法作定性处理的蛛丝马迹。不仅如此，一些声音

稍纵即逝，不等读者反应过来便又迅速隐没; 一些声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不知其何所而来何所而去。这些均属叙

述声音的常态，也就是说叙述声音多半隐藏较深。听不清楚的声音容易引起误解，外显的痕迹如果太过模糊，就会为各

种各样的读解提供方便。一般认为鲁迅《伤逝》的主题是男女爱情与个性解放，但他的兄弟周作人却说:“《伤逝》不是普

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5］( p536) 这种情

况告诉我们，在循迹求声的过程中，读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

以上的摸索仍然停留在“盲人摸象”阶段，意识与迹象固然可以帮助读者发现叙述声音的存在，但这种发现或曰摸

索可能只摸到这头大象的一条尾巴或一只耳朵，为了全方位地把握叙述声音，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对象作进一步的倾听。

二、倾听叙述声音

发现叙述声音，为的是倾听叙述声音。必须承认，本文所说的倾听，与声音一样都是譬喻( 为了统一起见，本文中出

现的这两个词都没有加上引号) 。如同《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一书所言，人类大部分的表达其实都是譬喻，①既然叙事

中的某些表达已经约定俗成地被当成发自意识主体的声音，那么对其的接受与辨识自然就是倾听。不过倾听并不像乍

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们不妨先对倾听本身作点了解。

对倾听有重大理论贡献的是三位法国人。首先要提到的是声音理论家皮埃尔·沙费，他在《音乐物体论》一书中首

先把倾听分为三种: 因果倾听( écoute causale) 、语义倾听( écoute sémantique) 与还原倾听( écoute réduite) 。［6］( p310 － 313) 其后

他的同行米歇尔·希翁在《视听》等著作中，对这三种基本的倾听模式作了更加详细完备的论述。［7］( p25 － 34) 符号学家罗兰

·巴特在这方面也厥功甚伟，他为《埃诺迪百科全书》撰写的《听》虽然沿袭了沙费的三分法，但其着眼点已从声学转到

符号学与文艺理论，［8］( p251 － 265) 他对倾听的论述为西方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果倾听、语义

倾听和还原倾听分别聚焦于声音发生的原因、声音传递的意义以及无关原因和意义的声音本身，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它

们的关注点分别为声音从何而来、声音意义何在以及声音本身如何。不言而喻，这三种模式同样可以用于倾听叙述

声音。

1． 因果倾听———声音来自哪里?

因果倾听属于人的本能。安全是人的第一需要，和许多别的动物一样，人类祖先当年也主要是靠耳朵来判断外界是

否有不利于己的危险存在。但是有些动物一听到响动便拔腿飞奔，聪明的人类却会去判断声音究竟从何而来: 是猛兽在

草丛中悄悄逼近，还是树上的果实坠落地面? 从这个角度说，声音的发出可以看作是一种结果，某个引起声波振动的运

动是声音发生的原因。所谓因果倾听，实际上就是通过结果去推断原因，因为声音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声音后面一定

有某个运动，这个运动不是来自人类就是来自自然。不过这种推断主要还是建立在个人听觉的经验基础之上，如果听到

的是完全陌生的声音，那么接下来的推断就不一定可靠。《红楼梦》第六回写刘姥姥把自鸣钟“咯当咯当的响声”听成

“打罗筛面”，那是因为来自乡下的她从未接触过这种新鲜玩艺儿，同样的道理，如今生活在水泥森林里的城里人也失去

了分辨自然之声的能力，研究“声音景观”( soundscape) 的第一人 Ｒ． M． 夏弗就曾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②

倾听叙述声音，首先要做的也是判断声音从何而来。从声源角度说，人物和叙述者皆为可能的发声主体。前文提到

人物语音一般与叙述声音无涉，但是要注意，如果故事中的人物同时承担了叙述者的职能( 叙事学称这种一身而二任者

为“人物叙述者”) ，那么他就有可能“口含天宪”，即在某个时候充当隐含作者的代言人。F． S．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

茨比》中，明明是黛西开车轧死了人，她却与丈夫合谋将罪名推到盖茨比头上，并听任别人为此向盖茨比复仇，而盖茨比

却毫不犹豫地替人受过，并且在黛西窗下守望了一夜。此时作为人物叙述者的尼克实在看不下去，他隔着草坪对盖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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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乔治·雷可夫、马克·詹森:《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周世箴译，台北: 联经出版社，2012 年。该书通篇都在申说人类离开了譬

喻便无法沟通。
“人们不无伤感地注意到，现代人是如何把鸟儿的名字都丢掉了。我在城里边走边听人说话时，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我

听到了鸟叫。’‘什么鸟?’‘不知道。’”Ｒ． Murray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M］． New York:

Knopf，1977． p． 34．



喊了一声:“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9］( p144) 这句话虽然出自尼克之口，但读者能听出

这是隐含作者在借他之口发声，明乎此，也就懂得了菲茨杰拉德为什么会用“了不起”来形容盖茨比。

人物叙述者也可能发出与隐含作者不同的声音。鲁迅《孔乙己》中，孔乙己问人物叙述者“我”是否会写茴香豆的

“茴”字，得到的回应却是:“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 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10］( p438) 隐含作者对孔乙己当然

不会持这种态度，因此这段文字还是正在学习谋生之术的小伙计自己的心声。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中对小流浪儿哈克的心声大笔着墨，哈克因帮助黑奴逃跑而觉得自己十恶不赦，他总是絮絮叨叨地说自己“太没良心”

“太不要脸”“早晚要下地狱”，后来甚至还给华森小姐写了一封告密信，不过在最后关头他还是把这封信给撕了:“我琢

磨了一会儿，好像连气都不敢出似的，随后才对自己说: ‘好吧，那么，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接着我就一下子把它扯

掉了。起这种念头，说这种话，都是糟糕的事儿，可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我还真是说就算数; 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打算

改邪归正了。我把这桩事情整个儿丢在脑后，干脆打定主意再走邪路，这才合乎我的身份，因为我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

干好事我倒不在行。”［11］( p273) 小说中哈克一直在用这种“下地狱就下地狱吧”的口气在说话，大多数读者都能听出这个声

音后面还有声音，那是隐含作者在提醒读者别把哈克的话当真: 哈克越是觉得自己该下地狱，就越发显得他是一个真正

有良心的好孩子。W·C． 布斯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叙述者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 实际上是隐含作者的声音) 在打架:“叙

述者声称要自然而然地变邪恶，而作者却在他身后默不做声地赞扬他的美德”。［12］( p179)

以上讨论显示，叙述声音可能不止一个，因此倾听叙述声音不等于只倾听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声音。事实上，叙述

者或隐含作者往往只是重要的声源之一，文本中可能还存在着与其相颉颃的其他声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所以

被称为“对话小说”或“复调小说”，是因为它们主要由人物的对话构成，对话后面有多个意识主体在用声音相互激荡。

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例，人物叙述者“我”( 伊万·彼得罗维奇) 虽为隐含作者的代表，但其主张的“逆来顺受”不

但不能发挥统摄作用，反有被其他人的声音压倒之虞———小孤女内莉临死前斩钉截铁般说出的“不饶恕”，给人留下的

印象最为深刻。［13］( p360)“复调”的本质是“多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但其他人笔下也常有

类似的声音碰撞，所以“复调”小说并非陀氏的专利。《水浒传》中宋江的“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可以说在很

大程度上代表隐含作者的声音，但在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之后，这支队伍中又不断爆出重上梁山再举

义旗的呼声，两种声音的撞击几乎一直延续到故事结束。古语云“兼听则明”，倾听叙述声音应当是听到多种不同的声

音，这样才可能全面领略作品内蕴的丰富与复杂。

2． 语义倾听———声音在说些什么?

就人际之间的听觉沟通而言，语义倾听是从音素间的关键差异中分辨出对方所要表达的语义，巴特用“辨识”
( déchiffrement) 一词来形容语义倾听，应该说是抓住了这个概念的关键。①在人类的语音之外，还有一些声音如禅院钟

声、车船汽笛和莫尔斯电码等也在按一定规则传递意义，对它们的倾听同样属于辨识。元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中，

僧人故意将饭前敲钟改为饭后敲钟，让饥肠辘辘的吕秀才吃了一碗闭门羹，这个故事说明辨识声音的意义首先需要了解

意义传递的规则。希翁因此不满意“语义倾听”这个名称，他建议用“écoute codale”取而代之———“écoute codale”在《声

音》一书中被译成“编码倾听”，②我们觉得这一表述译为“解码倾听”更为贴切。解码实际上就是辨识，发送信息时才是

编码，接受和辨识信息则属解码，解码涵盖的范围更为广阔，不管哪种性质的倾听都可以理解为解码。

有了解码这个概念，便不难理解对叙述声音的语义倾听。叙述声音的字面语义是按一般规则编码，倾听时不会遇到

什么困难。字面之下的语义则是按特殊规则编码，其解码方式要向一般规则之外去寻找。《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出场

亮相，叙述者用两首《西江月》对他作了“极恰”的评论，其中画龙点睛的是这么几句:“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

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此前王夫人在向林

黛玉介绍自己的宝贝儿子时，亦用了“混世魔王”“孽根祸胎”这类令人吃惊的贬语。对《红楼梦》有基本了解的读者都知

道，曹雪芹心目中的贾宝玉决不是什么“纨袴膏粱”或“混世魔王”，那么为什么叙述者要用这种负面话语来形容初次登

场的小说主人公呢? 我们的看法是，叙述者和王夫人的介绍在这里均不能按字面语义来理解，敢于使用这样的重话来批

41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

①

②

“第二种听是一种辨识( déchiffrement) ; 我们通过耳朵尽力接收的东西，都是些符号; 无疑，人就是在此开始: 我听，就如同我阅

读，也就是说按照某些规则行事。”罗兰·巴特，罗兰·哈瓦斯:《听》，载罗兰·巴特:《显义与晦义》，怀宇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251 页。

“我们更倾向于用‘编码’倾听( écoute codale) 这个新名词替代语义倾听。”米歇尔·希翁: 《声音》，张艾弓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3 年，第 312 页。



评贾宝玉，恰恰说明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关系非同一般，批评者的嬉笑怒骂后面是其掩饰不住的浓浓爱意。中国古代女

子把情郎称为“可憎”，现在的女孩把心上人称为“讨厌鬼”，这些貌似负面的称谓均有字面之下的语义，我们对“纨袴膏

粱”“混世魔王”等亦应作此种反向倾听。

反向倾听是倾听与字面语义相反的叙述声音，这种倾听总的说来还比较简单，所谓解码其实只须反其道而听之。相

对复杂一些的语义倾听，则在确定了叙述声音带有弦外之音后，还要进一步弄清这弦外之音是按什么样的特殊规则来编

码。文本中的符码本来只有文字，但作者可以把叙事中涉及的特定事物作为二度符码来使用。赫尔曼·麦尔维尔《白

鲸》中的烟斗便在讲述故事: 二副斯塔布整天烟斗不离口，表明此人一味追求享受; 伊斯梅尔与魁魁格共同使用一个烟

斗，代表两人结下了有福同享的深厚友谊; 亚哈船长放手一搏前将烟斗扔入大海，意味着他为杀死这条鲸鱼宁可放弃一

切。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夏家的孩子”、“瑜儿”和古□亭口等则在共同讲述故事，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条二度符

码链，告诉读者小说真正讲述的是秋瑾烈士血沃中华的故事。发现了这条符码链，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后面的叙述声音也

就随之响起: 愚昧无知的百姓竟然用烈士的鲜血来做治疗肺痨的灵药，说明先行者与后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这

就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14］( p165 － 166，p246)

作家们在二度符码的使用上各有专长，菲茨杰拉德的绝活是对色彩的运用，倾听其小说中的叙述声音须从色彩角度

进行解码。菲氏喜欢给自己笔下的人物、环境和具体事物着色，蓝色和绿色是植物初生的颜色，他以此暗示纯洁与浪漫，

黄色和白色是植物走向衰亡时的颜色，同时黄色又让人想到黄金，他以此代表腐朽与铜臭。如此一来叙述者可以更为含

蓄地传递信息，行文中只须在相关的对象上涂上几笔，读者便能感受到叙述声音的爱憎与褒贬。“盖茨比开一辆黄色的

高级轿车，住在金碧辉煌的华丽住宅里，然而他却常站在蓝色的草坪上( 原文如此) 黯然神伤，眼瞳中映着远方那盏绿

灯。这些描写都是强调他的外黄内蓝，小说原题《金帽盖茨比》也可作为这一点的旁证。外黄内蓝体现了作者对其的真

实评价———外表腐化内心纯洁，这样，颜色语言倒更为传神地道出了这个人物的实质。盖茨比的颜色说明他在那个社会

中还嫌‘嫩’了一些，不过这正是他受欢迎的原因。诚然，如果假以时日，盖茨比也会彻里彻外地变黄变白，但作者让其

死在尚未完全变黄的瞬间，也算是成全了这个人物。盖茨比虽然势孤力单，无辜地死于黄色力量之手，但这笔账还是记

下了: 公路旁的广告画上，一双庞大无比的蓝色眼睛看见了发生的一切。”①

3． 还原倾听———关注声音本身

还原的意思是还其本原，如果说因果倾听和语义倾听分别是听“因”和听“义”，那么还原倾听就是听“声”———倾听

的对象是无关源起和语义的声音本身。以每个人可能有过的聆听经历为例，我们不知道远处飘来的歌声发自何人，也听

不出甚至不想听出歌者在唱些什么，但那个声音的魅力仍然强大到不可抵御，此时攫获我们的便是那个美妙的歌喉或曰

声音本身。卡尔维诺《国王在听》描写了这种倾听，故事中不知其名的女子歌声使国王身心发生了从统治者到普通人的

巨大变化，作者的认识可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声音就意味着一个活人用喉咙、胸膛和情感，将那个与众不同

的声音送到空气中。”［15］( p67)“与众不同”这四个字，点出了还原倾听针对的是存在于每个活人喉咙中的“语音独一性”
( the uniqueness of voice) 。埃德瑞阿那·卡瓦勒罗认为，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都只关注形而上的普遍规律与抽象本质，

惟有卡尔维诺将形而下的、发自血肉之躯的具体语音纳入了思考范围，因此《国王在听》中“提出的一系列观念，无形中

颠覆了哲学的一块奠基石”。［16］( p521)

那么，怎么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叙述声音作还原倾听呢? 声音本来就是难以名状的，叙述声音作为一种譬喻意义上的

存在，其引发的想象和揣摩更如捕风捉影。然而，如果承认以上所举的例子属于叙述声音，那么叙述声音应与真实声音

一样也有独属于自己的种种特质。声学家从技术角度做出的分类固然不可完全照搬，但至少在音调、音强和音色三个方

面，叙述声音的“语音独一性”可以得到证明。

音调涉及叙述声音是真话还是反话，是鞭挞抨击还是讽刺挖苦，是痛心疾首还是玩世不恭，等等。读到前引《红楼

梦》中“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之类的话语时，我们能感到其音调不像批评更像调侃，声音后面的隐含作者似

乎正在对我们做鬼脸。但在读到前引《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对盖茨比的喊话时，我们能感到那声音是一本正经的，

没有半点玩笑的成分在内。音强涉及叙述声音是强还是弱，是提高嗓门还是压低声音，是清晰可辨还是似有若无，等等。

前引《德伯家的苔丝》“‘典刑’明正了”那一段中，叙述者的声音听起来是在大声抗议命运对人的捉弄，而在前引《欧也妮

·葛朗台》“伤心惨酷的劫数”那一段中，叙述者的声音开始还有点悲愤，后来逐渐降低为屈从命运的悄声细语。《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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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前八十回中经常出现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每次读到小说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据说原名“秦可卿淫

丧天香楼”) ，我们总会感觉到字里行间有某种听不清楚的“嘟哝”存在，那是曹雪芹想要吐露一桩家族丑闻却又说不出

口。音色涉及叙述声音是暖色还是冷色，是热情热烈还是冷静冷峻，是温情脉脉还是不温不火，等等。将明清四大小说

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会发现《西游记》的叙述声音始终是暖烘烘喜滋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的叙述声音

则有逐渐降温之势。《儒林外史》在古代小说中也属出类拔萃，其叙述声音越到后来越显悲凉，这种音色设计反映出作

者对儒林人物的绝望。

还原倾听不是为寻求意义而听，人们有理由追问这种无意义的倾听是否具有意义。本文对此的回答是，和叙述声音

的源起及语义一样，叙述声音的音调、音强与音色等同样值得关注，作者围绕这些特质所作的设计安排均属叙事策略，忽

略它们也是阅读方面的一种损失。一般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代表司马迁的声音，但真实生活中的司马迁需要通

过“作为隐含作者的司马迁”才能进入“太史公”这一角色，进入角色之后司马迁是以“太史公”的身份发言，这声音已不

可避免地带有职业史官的某种“官腔”。就此意义而言，“太史公曰”并不全等于“司马迁说”，我们在还原倾听中应注意

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察觉到这种差异正是阅读带来的妙趣之一。《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写元春回贾府省亲，身为父亲

的贾政居然对她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照贤德，此

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犁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

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这里贾政表达的意思并不滑稽，滑稽的是这位父亲对自

己女儿说话的口吻，作者将这番拿腔作调、咬文嚼字的表述逐字记录在案，显然是想让读者欣赏表述的形式而非内容。
《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处尼克来到海滩，回忆盖茨比当初遥望黛西家门前那盏绿灯的情境，忽然间叙述者的音调变得

不像是尼克在说话:“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

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些，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

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这里明显是隐含作者一把夺过了尼克的“话筒”，因此才有这番被人们啧啧称道的“变徵

之声”。

三、梳理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这一概念出现较晚，即便是在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两部影响很

大的理论著作中，出现的也只是“声音”而非“叙述声音”。时至今日，国内叙事学界已对叙述声音一词习以为常，但部分

西方学者如詹姆斯·费伦、杰拉德·普林斯等仍在使用“声音”这样的表述。不仅如此，叙述声音在研究过程中还常被

赋予不同内涵，为了消除困惑与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各家之说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梳理。迄今为止，学界总体说来有四

种与叙述声音有关的观点和认识值得注意。

1． 叙述声音即作者的声音

布斯《小说修辞学》中不但只有“声音”，而且这个词前面还有“作者”这样的限定，“作者的声音”显然是“作者介入”
“作者操纵”或“作者的判断”的同义词，①小说从根本上说是作者创作的产物，“作者的声音”无疑会通过各种修辞手段

渗入文本。为了说明作者的介入问题，布斯还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重要概念: 作为故事世界中作者隐含的“替身”，

“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前者是后者在叙述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第二自我”。［12］( p80 － 86) 据此而言，

布斯所说的“作者的声音”实际上是文本中隐含作者的声音。

在《小说修辞学》序言中，布斯声明他想讨论的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艺术，他还说自己在探讨作者控制读者的手段

时，已经武断地把许多重要因素，尤其是关于作者心理等问题排除在外，只是想充分讨论修辞是否与艺术协调这一较为

狭窄的问题。布斯的表态显然是谦虚的，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作者对作品的控制作用，修辞不等于单纯的技巧，“有意识

构思的艺术家与只表现自己而不考虑去影响读者的艺术家之间的区别总的来说是个重要问题”; ［12］( 序言p2) 这一表态同时

也是客观的，因为即便是在《小说修辞学》第二篇“小说中作者的声音”标题之下，他所讨论的也还是作者控制作品的具

体修辞手段。顾名思义，《小说修辞学》最关心的是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关系，在布斯看来这种关系可以通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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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第一篇分析“作者的多种声音”时提到“介入性的声音”，他举菲亚美达的例子时说: “即使最高度戏剧化

的叙述者所作的叙述动作，本身就是作者在一个人物延长了的‘内心观察’中的呈现。当菲亚美达说‘她的爱子之心占了上风’时，她给

了我们一种真实的蒙娜的观察，她也给了我们一种她自己对一系列事件的评价的角度。而两者都是作者的操作手段的表现。”W·C． 布

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0 页。



辞关系来体现。布斯还认为，读者永远都不难发现作者自己对阅读可能性的控制。在分析具体的修辞技巧时，布斯认识

到提高议论本身的艺术性和同作品整体的有机统一是重要的问题:“有胆识和创见的小说家，不是抛弃而是扬弃议论，创

造富于变化的、有效而又有趣的议论形式，是一个无法推诿的任务。”［12］( 译序p7) 布斯在序言中还坦率地向读者披露了自己

的研究意图，他所要做的是解释而非限定，也就是说他要用优秀小说家事实上所做的事来提醒读者和作者，把他们从关

于小说家们应该做什么的抽象规律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出版于 1961 年，是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扛鼎之作，其中一些观点现在看来依然富于启发。可

以说，布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作者意识与所发声音的关系，他发现“作者的声音”能引导读者获得更多信息，也让故

事的讲述更为有趣，被讲述的故事一定比未加工过的素材更为优美和精致。但正如布斯自己所说，他在分析“作者的声

音”时更多是着眼于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等之间的修辞关系，追求艺术的表达效果，而对真实作者与读者的心

理、社会文化规约等问题关注较少。似此，如果我们完全把布斯的“作者的声音”当作叙述声音，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叙

述声音当然要在文本中留下迹象，但是它并不仅仅指向叙述层，它应该还指向文本中的各个意识主体，意识这一概念比

声音要复杂得多。

2． 叙述声音即叙述者的声音

《叙事话语》是热拉尔·热奈特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叙事作品的一部力作，该书第五章的标题“voix”本义为“语

音”，但海峡两岸的译本都将其译为“语态”。①译为“语态”其实也无不可，热奈特在书中一再声明他使用的许多概念范

畴均为譬喻意义上“语词的借用”，“并不企望以严格的统一为依据”。［17］( p77)《叙事话语》第五章主要讨论叙述话语的主

体，热奈特认为在叙述的三个层次中，唯有叙述话语这一层可直接进行文本分析，他的分析基本上理清了叙述时间、叙述

层和人称即叙述者( 可能还有他的一个或多个受述者) 与所讲故事之间的关系。由于“语词的借用”没有做到“以严格的

统一为依据”，热奈特笔下的“voix”在《叙事话语》的不同章节中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或者说在不同情况下指向声音的不

同侧面，这就给读者特别是只能阅读译文的读者带来了迷惘。总体看来热奈特的“voix”与叙述主体的关系最为密切，因

为它留下的一系列迹象指向他所关心的“谁说”，热奈特一方面指出“在同一部叙事作品中，这个主体不一定一成不变”，

一方面又以荷马史诗为例分析了其中的主体———叙述者，叙述主体与叙述者就这样在他那里走向了重合。［17］( p148) 热奈

特的研究延续了形式主义的封闭传统，在他描述的那个与外部隔绝的文本世界里，发出声音的意识主体自然只能是叙述

者。Ｒ． K． 安德森将热奈特的理论付诸文本分析，发现叙述声音不是用叙述人称或者“谁说”可以概括的，一旦脱离了所

依附的话语与故事，这个声音便会化为虚无，②可见叙述声音当中应该包括更多的内涵。受热奈特影响，西摩·查特曼

在《故事与话语: 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第四章“话语:‘非叙述’的故事”中专门论述了视点与声音的关系，他认为“声

音( voice) 指的是讲话或其他公开手段，通过它们，事件及实存与受众交流”; 他还认为视点是角度，声音是表达，“角度与

表达不需要寄寓在同一人身上”。［18］( p136 － 137) 在这些论述中，声音显然是被当作叙述者的声音了，它是叙述话语的组成部

分，与叙述者的语气、态度相关，和视点分属于“说”与“看”两个方面。

国内学者也习惯从叙述主体入手分析叙述声音。罗钢《叙事学导论》第六章以“叙述声音”为标题，分析了叙述者与

作者、隐含作者的区别，认为“与叙述者比，隐含的作者是沉默的，它没有自己的声音，而叙述者却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文

本，作为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主体，叙述者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叙述声音。”［19］( p216) 接下来在区分叙事聚焦和叙述

声音的基础上，作者根据叙述者介入的程度划分出三种类型，以对应叙述声音的强弱程度。如此看来该章名为叙述声

音，实际讨论的却主要是叙述者，叙述声音只是叙述者在文本中的基本存在方式。谭君强《叙事学导论: 从经典叙事学到

后经典叙事学》第四章也以“叙述声音”为标题，但分析的还是叙述者的类别和功能。在作者看来，“叙述者是叙事文本

的讲述者，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声音’”; ［20］( p52) 此外，他还在《审美文化叙事学: 理论与实践》一书中阐述了叙述者干预

( 叙述声音的一种)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叙述者的干预又往往与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

更多的联系”。［21］( p79) 这一观点当然正确，但其对叙述干预的探讨仍未脱出叙述者层面。我们能够理解以上诸家的做法，

为了便于描述声音这个比较抽象的对象，研究者在说到叙述声音时不得不更多地讨论叙述者的声音。但在叙述者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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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杰哈·简奈特: 《叙事的论述──
关于方法的讨论》，载《辞格 III》，廖素珊、杨恩祖译，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This play cannot be reduced to a question of‘Who speaks’or to questions about‘person’; narrative voice is nothing if not temporally
related to discourse and story．”Ｒikke Kragelund Andersen．“‘Alternate Strains are to the Muses Dear’: The Oddness of Genette’s Voice in Narra-
tive Discourse”． in Strange Voices in Narrative Fiction． edited by Per Krogh Hansen et al． Berlin＆Boston: De Gruyter，2011． p． 52．



作者与人物也是发出声音的意识主体，叙述者的声音显然只是叙述声音的一部分，而且叙述者的声音经常不等于作者的

声音，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叙述声音看作叙述者声音。

3． 叙述声音即文本中的所有声音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中使用了声音这一术语，将其界定为语言表现出来的某人的思想、观点

和态度的综合体。他还提出了“对话”“复调”等概念，认为不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进行哲理上的独白化分析，因

为其中存在的各种意识无法用单一的叙述者意识来总括。［22］( p9) 他还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对话型的。这种小

说不是某一个人的完整意识，尽管他会把他人意识作为对象吸收到自己身上来。这种小说是几个意识相互作用而形成

的总体，其中任何一个意识都不会完全变成为他人意识的对象。”［22］( p21) 巴赫金跳出文本分析的封闭窠臼，将其诗学理论

建立在超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其对声音的认识与本文探究的叙述声音内涵比较接近。叙述声音的确应该包括文本

中的所有声音，因为作者想要表现的可能就在多种声音的混响之中，声音之间的张力恰恰是文本的魅力所在。

将叙述声音扩大至文本产生的所有声音，必然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更细的划分。有的叙事学家把文本声音( 叙述声音

及人物声音) 与文本外声音( 真实作者的声音) 区别开来，细致探讨辨识声音的手段方法以及多声齐鸣产生的“复调”效

果。M． 卡恩斯在《修辞叙事学》一书中认为声音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就声音的发送而言，在读者体验叙事文的过程中，

叙述者和观察者的位置可以为不同数量的人物或声音所占据。”［23］( p88) 卡恩斯由此分析了读者可能体验到的多种声音，

如虚构外声音( extrafictional voice) 与隐含作者声音、隐含作者声音与文本内叙述声音的联系与差异，并阐释了文本内叙

述声音所处层次及其与各种声音之间的关系。［23］( p91 － 100) 罗兰·巴特在《S /Z》中从符号学的视角对声音进行了分类，他认

为文本由符码编织而成，每一个符码就是一种声音，“众声音( 众符码) 的汇聚成为写作，成为一个立体空间”。［24］( p85) 苏

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视声音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25］( p26) 认为叙述声音与被叙述的外部世界是一种互

构关系，并围绕三种模式( 作者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叙述声音) 探讨了叙述声音和女性创作的关系。

国内学者也有相近观点。赵毅衡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说:“叙述主体的声音被分散在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的个

体里。”“从叙述分析的具体操作来看，叙述的人物，不论是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占有一部分主体意识，叙述者不一定

是主体的最重要代言人，他的声音却不可忽视。……隐含作者身上综合了整部文本的价值。”［26］( p23) 作者认为人物、叙述

者和隐含作者都有可能发出叙述主体的声音，这一观点显然受了巴赫金的启发。赵毅衡在该书中还讨论了“指点干预”

和“评论干预”这两种由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并用一章篇幅分析了抢话、转述语、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等同时涉及多个

主体的叙述声音。［26］( p146 － 170) 申丹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对费伦、兰瑟、卡恩斯和费伦的声音理论进行了介绍和阐

释，其《叙述学与小说: 文体学研究》还对各类引语的功能与特点作了深入探讨，指出国内这方面的探讨有待开始，认为

应当“从注意人物主体意识与叙述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注意人物话语之间的明暗度及不同的音响效果等”方面入手研

究。［27］( p317 － 318) 这些内容与本文讨论的叙述声音密切相关，近年来她对“隐性进程”的思考也印证了叙述声音内涵的复杂

性。［28］

4． 叙述声音即修辞手段

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第二章中提出了自己对声音的理解，他主要关注声音作为叙事话语组成部分所发挥的作

用。费伦承认自己对声音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重视是受了巴赫金的影响，但他在注释中又说不能完全照搬巴赫金的研究，

因此他更倾向于保留这样一个概念: 声音与人物、文体、事件、背景和其他叙事特征相共存。［29］( p18 － 32) 费伦在分析声音的

四条原则之后这样表述:“声音是叙事的一个成分，往往随说话者语气的变化而变化，或随所表达的价值观的不同而不

同，或当作者运用双声时变换于叙述者的或人物的言语之间……声音的有效使用却不必依赖声音的一致性。声音是叙

事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叙事的方法而非叙事的内容。……( 声音) 只是为达到特殊效果而采取的手段。”［29］( p22) 尽

管如此，费伦在对《名利场》《永别了，武器》作文本分析时，还是把形式审美研究与意识形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分析了

作者声音、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之间关系，因此他所分析的“手段”并非狭义的叙事技巧。作为《小说修辞学》作者布

斯的学生，费伦也与乃师一样把叙事作为一种广义的修辞，所以此处的“手段”也是意识的一种体现。

以上四种观点皆有其可取之处。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出发点存在着诸多微妙差异，对叙述声音关注的角度

不可能完全相同，加之翻译成中文后，国内学者又各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导致人们在探讨叙述声音时“各说各话”。或许

是为了避免完全倒向上述四种观点的任何一方，资深叙事学家普林斯在《叙述学词典》中对声音作了内涵较为宽泛的界

定:“( 声音是) 描述叙述者或更为宽泛地说叙述事例特点的那组符号，它控制叙述行为与叙述文本、叙述与被叙之间的

关系。尽管常常与视点相混合或混淆，但与人称相比，声音有更广的外延。如果对声音与视点做出区别: 后者提供有关

谁‘看’的信息，谁感知，谁的视点控制该叙述，而前者则提供有关‘说’的信息，叙述者是谁，叙述场合是由什么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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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 p243) 普林斯界定的声音实际上就是叙述声音，其定义虽然也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声音有更广的外延”一语还是

为各家之说留出了空间。总之在叙事学由经典向后经典发展的过程中，叙述声音一直是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的焦点，但

愿以上的“发现”“倾听”和“梳理”能使其面貌呈现得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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