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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影修辞的"凝缩#与"移置#$$$兼论麦茨电影符号学的精神分析语义学基础
程 波， 辛 铁 钢

(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 BIIIdB)

摘要: "凝缩#与"移置#这一对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的$释梦%中，后来经由拉康，进
入了麦茨的电影符号学体系中，从无意识的工作机制!无意识的语言运作机制，转变为一种和
精神分析语义学中的"隐喻#和"换喻#联系对照的电影修辞&通过讨论"凝缩 L移置#这对经
过弗洛伊德提出!拉康引申和改造的概念，如何在麦茨的理论体系中成为电影修辞格这一问
题，用一种类似"概念史#的方法，从一个较新的具体角度对麦茨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价值取得
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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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理论是西方电影符
号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BI 世纪 HI 年
代，麦茨的电影符号学主要是以形式化的语

言模式对分节和符码组成的内部结构进行研

究&dI 年代后期，麦茨的电影理论研究方向
发生了转变，在强调文本分析的意义的同时，

把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结合起来&AFdD 年麦
茨的$想像的能指%的发表标志着第二电影
符号学的形成&麦茨把很多弗洛伊德精神分
析学乃至拉康精神分析语义学的概念引入了

电影理论之中，拉康界定的"凝缩#与"移置#
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对，但在新的视域之中，它

们已经具有了新的意义，由一种无意识的语

言运作机制转变为一种电影修辞&
麦茨创造性地拓展了电影美学，特别是

在拉康精神分析语义学的启发下，进一步嫁

接了精神分析学说与现代符号学和修辞学，

并运用于电影理论&本文无意对麦茨的理论
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阐释，只想通过"凝缩 L移
置#这对经过弗洛伊德提出!拉康引申和改
造的概念，如何在麦茨的理论体系中成为电

影修辞格这一问题的讨论，用一种类似"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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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史#的方法，从一个较新的具体角度对其
研究思路和理论价值取得更多的认识&"凝缩#与"移置#这一对概念最早出现
于弗洛伊德的$释梦%中，在德文原作中分别
为 T1-5/@.>U)X 和 T1-0@./1,U)X，英译本$释
梦%中凝缩被译作 @6)51)0(>/6)，移置则为
5/0O’(@1;1)>&［A］dBH拉康沿用了弗洛伊德提出
的凝缩概念，他解释道: $德文 T1-5/@.>U)X，
意为压缩&这是能指的重叠的结构&隐喻就
存在其中&这个名词将 5/@.>U)X也压缩在自
己里面，这表明这个机制对于诗歌也同样的

自然，以至于它包含了传统上是诗歌的功能!!T1-0@./1,U)X，意为迁移，德文这个词要
更接近于这个表现为换喻的意义的转移&自
从弗洛伊德提到它以后，它一直被看作为无

意识中对付禁忌的最合适的手段%#［B］EEB

!麦茨$想像的能指%一书的英译本中，$凝缩#的英文索引是 @6)51)0(>/6)，对应隐喻( ;1>(O.6-) ; 而"移
置#的英文索引则是 5/0O’(@1;1)>，对应换喻( ;1>6)2;2)%参见麦茨$想像的能指’( 王志敏译)，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BIIH 年 A 月版，第 BHD 页&

麦茨作为一名电影理论家，他希望描述

一整套迄今为止尚有一部分不清楚的电影实

践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植根于大规模的人类

修辞手段的，而麦茨的思想元素中同时融入

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思想及符号

学理论，因此他在对电影的修辞手段阐释时

自觉地加进了精神分析学术语及符号学术

语，如凝缩 L移置!!原发的 L二次化的!换喻!
组合等等概念&就电影而论，从未用这样一
些术语来阐释过，这就要求麦茨在开始电影

层面的讨论之前，做某些初步的工作，对具有

独特要求的概念进一步地澄清，因为这些概

念此前存在于一系列独特的稳定的知识领

域，而这些领域与电影并不会自动匹配;麦茨

的研究工作就在于在电影视角的范围内去寻

求它们可能的连接方式&这些概念中的每一

个在其各自原有的领域里都有其自身的复杂

的过去，这就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问题

的回溯工作完成，而不应对它的过去毫无所

知并忽略而过，因为对一个概念我们不仅要

回到其知识历史曾经达到的详细阐述的地

方，还要了解它被推广到其他领域的情况&
麦茨的电影理论展开了他对修辞学!语言学
及精神分析学的应用与探索&它一方面运用
辞格和转义理论的传统修辞学，另一方面有

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这种学说因其组

合和聚合的两分重塑了修辞学的遗产&更为
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学，他引进了弗洛伊德的

凝缩和移置的观念，并且接受拉康的倾向把

它们投射到隐喻和换喻的对立结构上&这些
观察线索将电影侧面横着切开，对电影而言

或许是更有效的方法&
二

弗洛伊德在讨论梦的工作机制时最早提

出凝缩和移置概念，$一个意识的欲望只有
当它不断唤醒类似的潜意识的欲望并从它那

里取得援助才能促成梦的产生#%［A］DDE它碰到
了仍然在发挥作用的意识的稽查作用&在这
个时刻，它采取了化装方法，凝缩和移置就是

两种主要的化装方法&凝缩作用是通过省略
实现的，梦不过是对梦念的残缺不全的复制;

而"梦的形成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精神强
度的转移和移置 ，构成梦的显意和隐意的差

异&我们在此假设的这种过程同样是梦工作
的重要部分，我们称之为梦的移置作

用#%［A］CIF移置作用的结果是梦内容不再与梦
念的核心有相似之处，梦所表现的不过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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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无意识中的梦欲望的化装&

!符号%表示全等，0*指的是产生意义作用( 或) 意义的项，这一个项在换喻中是隐匿的而在隐喻中是
呈现的&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继承了对弗洛伊德的

重大发现"""无意识的研究，而且进一步提
出: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的观点%$拉康
的无意识具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主体间

的文化结构或者说社会法则，其次才是属于

个别主体的无意识欲望%!!即使是第二种
无意识，拉康也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

的%#［C］语言是先于无意识产生的，语言决定
了无意识并创造了无意识&无意识就诞生于
象征界所织就的语言之网中&原欲，为了能
在人身上得到满足，就必须在想像中与符号

组合在一起，通过与言语的吻合，来得到

承认&
拉康认为这种梦的工作更是一种梦的修

辞解析&释梦中"省略和选用，倒词序和按
词义的配合，倒叙，重复，同位，这些是句法的

移位;借喻，换称，寓言，换喻，提喻，这些都是

语义的压缩#%［B］BdG梦的工作是由梦念发展成
梦内容的过程，也就是说由思想到视像的过

程&而释梦的工作正是翻转前面的过程，是
一种把视像还原为思想的工作&拉康正是认
为曾经有过思想语言转变为形象语言这一经

过，才认为有可能翻译形象语言回到思想语

言&梦的修辞无非是思想转变为视像的手段
和技巧，找到梦的修辞就可以找到思想语言

在这一过程之中的语言策略&
凝缩 L移置确实与隐喻 L换喻有相似的地

方，但前者是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后者是语言

学的概念，把语言学的概念等同于精神分析

学的概念是否恰当呢? 只把两者之间做简单

的类比就得出结论是否太简单化了呢? 虽说

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但无意识加在能指

材料上的条件还是与语言有所区别的，也就

是说，构成场景的手段明显不同&无意识构
成场景的手段形成了其在书写体系内部起作

用的一个限制，它不是简单地将这个体系化

解在一个形象的符号学中以使它与自然表达

的现象合流&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深究拉康用
隐喻 L换喻替换凝缩 L移置的更深层缘由&

需要指出的是，拉康使用的是雅各布森

所界定的隐喻和换喻&在雅各布森和许多后
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著作中，把语言划

分成两个重要的轴: 聚合和组合&传统修辞
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小规模的严格定义的

的辞格清单，而雅各布森把它们重新组合成

更大的辞格领域&修辞格领域作为一个整
体，最终被浓缩地分裂成两部分: 隐喻和换

喻%$隐喻和换喻是两种超级辞格，是两个
其他事物可以在其下一起加以分组的标题:

一方面是相似的辞格，另一方面是接近的辞

格%#［E］AEI相似源于聚合，接近源于组合&
拉康由 " L0( 即能指对所指的决定作用)

入手，通过横向的能指连环的成分以及所指

中的垂直附属物的双重存在的作用，探讨这

种双重存在作用在隐喻和换喻中的结构分

布%$Y( 0!!0*) "%"( e ) 0，!这是换喻的
结构，它表明的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结导

致了可以使能指在对象关系中建立一个存在

缺失的省略，同时又利用了意义的回指的价

值来使能指充满了祈求得到它所支撑的缺失

的欲望，放在( ) 之间的符号)e*在这表现了
横线)e*的继续存在，这个横线在第一个算
式中表示不可分解性，在这个不可分解性中

构成了能指与所指关系中的对意义的抵

抗%#［B］EEd在无意识中对换喻的定义，拉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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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梦念到梦的内容（思想到视像）；
释梦：视像还原为思想的工作。



从能指与欲望的关系来进行讨论的&拉康在
上面提到的欲望是无意识欲望&我们已经知
道，在原初压抑中，我们要想进入语言体系能

够说话，需要就得在要求中说出，而以要求说

出就必须以异化的欲望而出现在语言中&从
分析经验中得出的现象研究能够表明欲望是

有着悖逆的，变异的，不规则的，古怪的甚至

骇俗的性质&异化的欲望与欲望之间的联
结，导致了使异化的欲望能指在对象关系中

建立一个存在缺失的省略，欲望实际上被隐

匿了，出现在语言中的是异化的欲望的能指，

同时又利用了意义的回指的价值使异化的欲

望能指充满了企求得到它所支撑的缺失的欲

望&因此拉康说欲望是在换喻的轨道上滑
行&现在，我们发现拉康已经合理合法的把
换喻纳入无意识领域了，换喻等同于移置变

成了无意识文字的运作机制&"Y( "_L") "%"( j ) 0 这是隐喻的结构，
它表明一个能指替换另一个能指而产生了意

义的作用，这是诗的作用，或者说创造的作

用，也就是说，有关的意义的出现&置于( )
之间的符号)j*在这表明超越横线)e*，以
及这个超越对于意义出现的构成值&这个超
越表示了能指进入所指的条件，我在上面已

经通过将它临时地混同于主体的位置而指出

了它的时刻%#［B］EEd隐喻中 "n 替代了 "，"( 能
指)就进入所指之中，"n就处在 " 的位置上&
"( 能指)的意义就只能在 "n之中寻找&隐喻
就是一个能指替代另一个能指&在其与精神
分析学说的关系上，拉康说"在性创伤的晦
涩的能指和在目前的能指连环上取代它的用

词之间产生了火花，这个火花在一个症状中

(将身体或功能用作能指成分的一个隐喻)

定义了有意识的主体无法懂得的意义#，［B］EDI
从这段话我们可得出两层意思，其一，症状是

个隐喻，身体或功能作为能指替代性创伤的

能指，而性创伤的能指进入所指之中，性创伤

的能指意义只有到身体或功能的能指里面寻

找&其二，症状是个隐喻，这是无法被意识主
体所理解的，而只有无意识主体能理解，无意

识主体创造了这个令意识主体感到晦涩的隐

喻&就这样，隐喻也成了无意识语言的运作
机制&隐喻等同于凝缩，替代了凝缩&

拉康对无意识的解读，使无意识可以被

认识和理解，因为它有语言的结构，它的运作

机制是隐喻和换喻( 即凝缩和移置)%无意
识已不是弗洛伊德笔下的神秘混沌之物，而

是可以把握分析的可辨之物&这一创造性的
思维发现，完全可以说是拉康对精神分析学

的非常重要的贡献，也为麦茨把凝缩和移置

作为电影修辞，进而发展成其电影符号学的

核心概念打下了基础&
三

经过了拉康的语言化阐释后，凝缩和移

置已经与隐喻和换喻观念同一，成为了无意

识语言的两种主要修辞手段&麦茨把凝缩和
移置纳入到电影理论之中，这其实是对它们

的又一次重新命名，是这两个观念板块的又

一次漂移，而它们的新大陆已经不是语言学

而是电影学&
我们注意到，讨论电影修辞，麦茨的策略

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借用"隐喻 L换喻#概念，
主要在第一电影符号学的范畴中指出其作为

电影修辞格的机制和功能，然后把隐藏在其

背后的"凝缩 L移置#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
在第二电影符号学的范畴内讨论电影修辞&

在麦茨看来，拉康是在雅各布森赋予隐

喻和换喻广泛而又重大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

用语，回到雅各布森的理论，我们知道相似性

原则和邻近性原则能在两个不同的轴上运

作:即位置轴，也就是推论轴!句法轴; 语义’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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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包括能指或所指对象!话语主题&
对于位置轴而言，第一，位置的临近与组

合关系相一致:例如言语链中的时间邻近，绘

画中的空间邻近，电影中的时空共同邻

近"""电影链由邻近性的镜头组成的; 它除
了众多邻近系列以外别无他物; 每一部影片

都是一个庞大的组合关系&第二，位置的相
似性构成了聚合关系: 比如说一所房子漂亮

(而不是美丽) 时，在这两个相似的二元组合

中选择一个词，这两个词语只是对于同一个

位置而言具有相似的意义，因此不是真正的

隐喻&
对于语义轴而言，第一，两个单元的所指

对象之间( 或它们的所指之间) 相似性就相

应于隐喻&比如这样的句子: $这个伟大的
天才，像鹰一样!!#，文本让我们感到的是
存在于作为物而不是词的鹰和天才之间的相

似形&第二，两个单元所指对象之间的邻近
性与换喻相一致&比如$战舰波将金号%中，
起义士兵把沙皇医生抛入水中，下一个影像

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夹鼻眼镜挂在缆索上&我
们可以感到作为物的夹鼻眼镜与沙皇医生之

间的邻近性&在电影中，普通描述剪辑同时
是组合的和换喻的;但在复杂的剪辑中，位置

的和语义的相互作用是相反方向的，这种邻

近性造成一种在所指对象之间已经有了某种

邻近性存在的印象&这就是电影的邻近性造
成的参照错觉&

参照到电影，上述的区别使我们建立起

本文联接的四种主要类型%( A) 参照的相似
性和推论的邻近性，即组合地呈现的隐喻，两

个电影成分"""两个影像!两个完整片段或
影像与声音"""两个在电影链中同时呈现的
成分，构成了相似性或对照联系起来%( B)
参照的相似性和推论的相似性，这是聚合地

呈现的隐喻&电影成分以与类型( A) 同样的

方式相联系，但它们呈现为可选择的项&在
影片片段中，一个替换另一个，但同时唤醒了

它&两个当中只有一个被呈现，媒介把要旨
赶了出去%( C) 参照的邻近性和推论的相似
性，或聚合地呈现的换喻&一个成分把另一
个成分赶出了影片，但它们的连接是以故事

世界的邻近性而不是相似性或对照为基础

的%( E) 参照的邻近性和推论的邻近性，或
组合地呈现的换喻&这些成分以和类型( C)
同样的方式连接起来，而且两者同时在影片

中出现，并被联合起来&［E］ADdKADF
麦茨从语言学和修辞学入手讨论电影的

修辞学，引入了推论的和参照的两个坐标轴&
推论的坐标轴即位置轴，对于语言是话语的

邻近和相似，而对于电影而言就是影像的邻

近和相似&而电影就是邻近的影像所组成的
影像链&因此推论的对于语言和电影而言是
同样适用的&参照的坐标轴即语义轴&话语
中所指对象或话语所指之间构成了邻近性和

相似性的关系，而影像与影像，或影像与声音

等也形成了邻近性和相似性的关系&参照的
是从所指对象这一向度来分析修辞的，它对

于涉及的对象是语言还是电影并无差异&电
影修辞按照隐喻 L换喻与聚合 L组合的联合，那
么这样的修辞具有超越语言并包括影像在内

的一般符号学框架从外部进行系统化阐述的

优越性，而且还有同精神分析工作和凝缩 L移
置概念的结合合法化的优越性，而如果以修辞

学作为出发点是很困难做到的&这种修辞不
会因为是语言和电影两种不同介质而无法兼

容，相反，在这两者之间可以并行不悖&从这
一角度来看，麦茨避开了语言修辞格与电影修

辞格不匹配的问题，找到了对于二者都可以适

用的修辞手段&由此我们可以说，从这一思考
维度出发，隐喻 L换喻!聚合 L组合也可以作为
电影的修辞手段来使用&因此，叠化是组合’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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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如果两个形象当中有一个形象在故

事世界之外，那么这种关系就是隐喻的，如果

它们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或者，如果其中

有一个方面相似于另一方面，或与另一方面相

比较，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另一个，那么这

种关系就是换喻的&剪辑本身既不是隐喻的，
也不是换喻的，它是组合的&

麦茨还对隐喻和换喻之间的关系做了表

述，即非对称的对称性&换言之，隐喻和换喻
有非对称的一面，但本质还是对称性的&换
喻可以发展到隐喻，隐喻可以发展为换喻&
许多电影的隐喻多少是直接以潜在的换喻为

基础的&没有换喻的隐喻是罕见的&它需要
一个与影片的其余部分完全不同的主题，或

者是那些可以同影片相联系的任何社会知觉

领域中习惯的邻近性完全不同的主题&许多
电影隐喻自身就包含了换喻&换喻而不带有
隐喻的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邻近性一旦被

投入影片制作必定优先于屏幕上呈现的其他

共存对象&
麦茨举了乔治(拉福特的警匪片的例

子，在这些影片中，英雄手中抛掷的钱币，成

了这个人物的某种标志: 某种程度的个人价

值观!思想观的等价物&从这个标志中可以
看出他的漫不经心!悠闲从容和对待金钱的
态度等，从这个层面分析来看，它( 钱币) 像

他(英雄人物)，这是一种隐喻，但是接着分

析会发现，他还是在玩耍和操纵着它，钱币是

与金钱连在一起的，这个动作本身还意味着

他意欲操纵金钱，这又构成了一种换喻&其
实，很多电影象征都大致与这种手法相一致，

这个能指强调了视或听的一个特殊要素，进

而暗示了其他主题的含蓄意指&
可见，麦茨的潜台词是:每一种修辞都是

作者与观众完成精神交流的手段，作者的精

神思想以之得以展现和流露，而相似性印象

和邻近性印象就是从一种再现到另一种再现

的心理转换的载体&进而，我们在麦茨那里
看到"""源于精神分析的"凝缩 L移置#就隐
藏在源于修辞学的"隐喻 L换喻#后面&

四

麦茨接受了弗洛伊德的一种关于能量关

系的看法&在弗洛伊德看来能量关系与表意
途径相一致&无论是原发的，还是以各种方
式二次化的思想都是一种投射能量的途径&
思想和符号化行为都需要能量，思想只是欲

望以幻想的形式得到满足的形式，它依靠环

境被束缚起来&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思想过
程可以被理解为"受束缚的能量#%显梦简
短贫乏，内容十分精炼，隐意则范围广泛!内
容丰富得多;每一个梦念代表好几个元素，联

想道路可以从梦的一个元素通向好几个梦

念，也可以从一个梦念通向梦的几个元素&
麦茨认为，这种凝聚力运动决不能在梦

的意义创造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只是通

过非清醒的话语原则的介入，在梦的元素变

形中发挥作用，麦茨更倾向于认为凝缩是一

种语义汇聚&麦茨还接受了利奥塔德对$梦
的解析%的表述"""凝缩可以看成是梦内容
和梦思想之间的一种维度和区域上的差异&
显梦表现得短和狭窄，做梦的空间比思想的

空间更狭窄，凝缩更像一种空间范围内的收

缩，一种动力学的能量一定在其中发挥作用，

这种物理压缩也是能量聚合，麦茨对凝缩正

是从意义和力量两个向度进行了阐释&
首先，凝缩是一种意义的流通，语意的汇

聚&麦茨认为，凝缩自己拥有的收缩性质不
会削弱其语义力量，相反，我们正是在其凝缩

的结果中发现了它的语义力量&而且，弗洛
伊德是解释梦的意义，着意于对与意义相关

的内容加以研究时发现了凝缩和其他一些原’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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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机制&相对于意义而言，凝缩为意义的汇
聚架设了桥梁&麦茨说，这种意义的流通，一
方面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物理压缩和能量汇

聚;另一方面作为意义的流通本身就是一种

有自己规则的机制%$因为在凝缩中区域缩
减事实无论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结果都不会与

特殊的通道联系，因而与一种特殊的逻辑相

分离，这是一种压缩和聚合在清醒的思想中

被扩展!被解释和被清楚地规定的材料的整
体删缩逻辑%#［E］BIB在麦茨看来，凝缩按照一
种意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而这种逻辑并非
杂乱无章!荒谬绝伦的逻辑，而是一种与清醒
思想并无二致的删缩逻辑&弗洛伊德不也常
常提醒我们，梦不是荒谬的，不是碎片化心灵

的证据，应该说是显示了一种不同的思想形

式&进而，麦茨推而论之，凝缩的原动力也是
象征的发源地，象征无外乎就是为了迅速说

出事物，人们使用不同的形成观念的方式来

表述它们&
既然凝缩是一种清醒思想中的删缩逻

辑，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清醒状态而非睡梦状

态来考察语言系统中的凝缩&在拉康看来，
凝缩已经是一种具有无意识语言系统的逻辑

规则的运作机制&麦茨较之拉康更进一步，
把凝缩直接纳入自然语言系统之中了，而且，

凝缩还是象征的原动力&因此，麦茨得以把
凝缩转入清醒状态中，在普通语言规则体系

中来思考它的作用&
凝缩还有一种体积缩小的特性，显示出

了纯能量作用的形式&弗洛伊德认为，依靠
移情的方式，前意识中个别观念强度能够释

放，从一个传到另一个，某些观念被赋予很大

强度，这个过程反复发生多次，整个思想系列

的强度最后集中到一起，才能成为意识进入

到梦中&凝缩的这一过程可以看成是力量的
综合&弗洛伊德在其他地方扩大了凝缩过程

的存在范围，睡眠时欲力集中弱化不再是凝

缩存在的必要条件&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
的语误!笔误!玩笑和症状中，还有歇斯底里
中发现了凝缩作用&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包
括白日行为和梦的工作，凝缩都保持了它的

能量聚合的性质&
我们从凝缩的两个主要特性对之加以概

括:$凝缩过程既是一种辞格，同时又是一种
在各种符号学领域中都能观察到的运动，作为

总是能到达的最终结果，是辞格;作为总是需

要运用的生产性原则，是运动&它可以被理解
为在几条道路的交叉处起作用的语义汇聚的

发源地%#［E］BIG它们由于强力通过，凝缩是一种
动能现象，也是一种主要的象征原则&

关于凝缩过程是一种辞格，拉康曾说过，"凝缩是能指的重叠的结构，隐喻就存在其
中#%［B］EEG麦茨则认为，拉康从未说过每一个
凝缩都是隐喻&而麦茨则在语义汇聚中发现
了凝缩’换喻两者之间的联系&以电影$士
兵之歌%中的叠印为例，影片中年轻的战士
在火车中穿过阴郁的冬日风景，紧接着，在他

慢慢地移向一边的边缘的同时，一个姑娘的

面庞叠加在他之上&首先要指出，意象的某
种重叠，二个人物相互交融和叠盖，这里面语

意的汇聚完全是凝缩的表征&就这一段影片
而言，由于她的部分叠印的运动，现在的悲情

与过去的幸福形成对照，因而它是隐喻&但
更主要的是换喻: 这个叠印是由于情节所造

成的联系才产生的&没有情节，这个意象出
现是不可理解的&士兵思念着家乡的女人，
在想像中得到了，愿望的幻觉得到了满足&
爱消除了距离，士兵与爱人在幻想中结合&
在这里，他和她，幸福和悲伤，过去和现在都

得到了一个共同的表现&这些都在映射着一
种邻近性的关系&考虑影片本文的运作，换
喻站了明显的支配地位&可以说凝缩不是隐’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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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或者说不只是隐喻&凝缩既可以是隐喻，
也可以是换喻，或者是两者并存其中&凝缩
的运动尽管遵循着换喻方式，但是还保持了

某种基本上是隐喻的东西&它是一种存在的
形象，比换喻更容易辨认的隐喻&从一定意
义上说，隐喻还需要依赖像移置一样的运作&
因为相似性和对照更依靠被注意，更大量依

赖于附加!并置和将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上的
心理活动，而这些更多是移置要做的工作&"当几个移置汇聚到一起而互为过度决定
时，即凝缩开始形成时，事物就开始堆积到相

互的顶端，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这倒像是隐

喻的作用%#［E］BAA
五

拉康把凝缩 L移置相较于隐喻 L换喻，凝
缩是更近似于隐喻的辞格，至少拉康没有特

意地区分两者，给人的感觉就是两者接近于

同一&但麦茨却把凝缩完全独立出来，成为
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辞格，凝缩本身就是一

种辞格&这样就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怎样
看待凝缩和隐喻之间的关系呢? 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联系吗?

麦茨是这样为我们给出了答案的: $当
凝缩和移置直接对能指产生影响时，它们就

按照自己的原则，区别于隐喻和换喻%#［E］BDB
凝缩和移置在某些情况下不只是一种修改表

意链条安排的事情，但是它重视基本成分的

内部形式，这就是我们把它们看成是对能指

的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凝缩不再满足
于在表达的能指方面发挥作用，或者满足于

历史地修改词汇的能量配置，它也不再满足

于使能指处于运动状态，凝缩对它的实体发

动了攻击，开始重新界定它的熟悉的形式，在

它的内部恢复正常，而导致了它的瓦解&这
种结构类型的明显后果，比凝缩的其他形式

更不容易理解&在其中，凝缩不再凝缩，只是
以僵化的形式出现，一种毫无生气的形式出

现，完全偏离了隐喻和换喻&而我们再来看
隐喻和换喻，它们参照的运作，即关于语义轴

上所指的运作&多少世纪以来，修辞学讨论
的相似性关系和邻近性关系总是辞格所调动

的语词所指的对象诸方面之间，而不是它们

能指的诸方面之间的联系&不存在一种隐喻
或换喻概念能够影响词的语言成分和书写&
隐喻和换喻是在所指上起作用，而凝缩和移

置越来越直接对能指进行干预，因此隐喻 L换
喻逐渐远离了凝缩 L移置&

前面已经把隐喻和换喻与聚合和组合区

分开来，而凝缩和移置又是区别于隐喻和换

喻的，因此我们已经可以辨别这三对概念之

间的差异性&正如词汇多义的结果之一就是
排除完全的同义，两个近义词就有了差异，避

免了同义也就是避免了消亡&凝缩和移置正
是因为与其他辞格的差异性，而确立了自身

的存在价值&麦茨的贡献之一就是把凝缩和
移置建构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辞格&

凝缩和移置在拉康的理论中被放置于象

征界之中&凝缩和移置被看做等同于隐喻和
换喻这两种修辞方法&拉康没有对二者做更
深入地阐释，在完成对它的修辞意义界定之

后，没有进一步引发它们之间的联系&既然
凝缩和移置等同于隐喻和换喻，就从隐喻和

换喻层面上来研究&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
样，麦茨认为隐喻和换喻具有非对称的对称

性的特征&许多电影隐喻多少是直接以潜在
的换喻和提喻为基础，正如前面所举的乔

治(拉福特警匪片中，英雄手中抛掷金钱的
例子，以及$战舰波将金号%中沙皇医生被抛
入海中，眼镜挂在绳子上的例子&让(米特
里曾得出结论说，影片中的所谓隐喻的手法，

实际上不过是换喻&隐喻基于并利用了换’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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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所以，在每一隐喻的背后都发现有一换
喻是不足为奇的&［E］AHd邻近性和巧妙安排，使
人们更容易感到相似性和对照，虽然不能担

保必然是相似性和对照，这相当于以换喻为

基础的隐喻的比较恰当的描述&
隐喻可以看成是凝缩的典型，凝缩多于

隐喻&而对于移置和换喻的关系我们可以
说，换喻是移置的典型，移置多于换喻&可以
说，凝缩常常被看做隐喻，而在它产生过程中

又包含换喻;移置常常被看做换喻，而它的最

终结果往往会形成隐喻，这就是凝缩和移置

与隐喻和换喻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作

为电影修辞的凝缩和移置这两个概念的有效

性%(公民凯恩%中有一个片段: 凯恩从前的
男管家对来访者讲述男主人与他第二个妻子

苏珊突然分手&他正说:$是的，我知道如何
操纵他&好像就在那个时候，他妻子离开了
他%#画面衍化为一只尖叫的白鹦鹉立即从
置放它的走廊飞走的特写镜头，这时苏珊出

现了，她匆忙地穿过走廊&此处是逃离的隐
喻，鸟飞走了正适合于苏珊&它表达了一种
突然的!有力而高亢的逃离，借助鸟的姿势，

这种逃离是长期郁积心中的软弱与迁就容忍

的充分体现，这是对男主人支配力的强烈逃

离，这个隐喻给予观众极大的震惊&她的丈
夫在感情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弄乱了那个

女人的房间&接下来，那个白鹦鹉难听的诱
惑的嘶叫声似乎是在刺激和讥笑凯恩; 它正

是男主人公的某种力量和支配能力，但是它

刚刚飞走;这里也是一个隐喻，因为在我们的

文化里男性生殖器往往隐晦地与鸟联系在一

起，这里的隐喻暗示了凯恩支配力的消失&
这个片断中，白鹦鹉突然飞走，苏珊逃离，凯

恩弄乱女人房间，白鹦鹉难听的嘶叫，叠加的

语义汇聚与多次的隐喻，构成了总体的隐喻:

男主人公支配力的丧失，凝缩工作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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