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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跨层，回旋跨层：一个广义叙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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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认为，叙述可以分层，而且必须分层，可以无限分层；在叙述过程中，人物可以跨界，从而形成无限循

环；但是叙述不可能产生自身，也不能讲述自身产生经过，如果出现如此现象，则是怪圈式悖论；在同一种媒介中，分层
叙述因精心设计而出现
“跨层自生”，因此出现回旋跨层，
借悖论完成描述产生自生的叙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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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学中的“层次混淆”问题（tangled hierarchy）复
杂而迷人，中外讨论已经很多。尤其是近四十年，有关
这问题的逻辑学、哲学、小说叙述学、图像符号学的研
究不断涌现。讨论越深入，课题越加丰富，领域越加开
阔。①但是很少读到耐心仔细的讨论，不免让人有越说
越乱，越说越玄的感觉。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经
持续了二十多年，自从 1990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讨论
中国小说，尤其是晚清小说中的回旋跨层。[1]当时得到
的同行反馈，就是“小说作者不小心，写糊了”。作者动
机问题，实为无解，尤其是形式实验，传统中国文人视
为小道，不屑一提，是无法对证的事。但是如果回旋跨
层出现在许多民族，许多作品中，而且是在不同媒介
中，那就不能用“作者不小心”来解释。
本文的意图，首先是把这个问题，从小说扩展到
所有体裁的叙述文本，尤其是图像和影视媒介的文
本，看有没有可能得出一个更清晰更普适的理解；第
二则是把这个问题分成几个渐进的步步推进的环节
进行解析。本文的论证顺序是：分层、
“嵌套”、
“跨层”、
“怪圈”，最后得出结论，即回旋跨层是在超叙述层次
中出现的一种“怪圈跨层”。
要把这五步讨论清楚，必须仔细分清一些混乱概
念，拒绝把一些眼花缭乱的例子混在一起说。这样的
做法有时不免显得严厉，甚至分解过度，但这是想把
此问题剖解清楚所不可免的代价。

一、分层，多层结构
分层这个叙述学的最基本术语，竟然没有一个固
（narrative
定的说法, 大部分论者称之为“叙述层次”
levels），但是这不是一个动词，无法描述生成层次的变
化。有的论者近来称之为 hierarchy（层控），也没有生
成意义。本文认为首先必须把分层机制说清楚，然后
才能讨论其余复杂化的问题。
笔 者 三 十 年 前 提 出 一 个 叙 述 分 层 （建 议 英 译
stratification）的简单定义：上一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下
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或叙述框架，也就是说，上一叙
述层次某个人物成为下一叙述层次的叙述者，或是高
叙述层次某个情节，成为产生低叙述层次的叙述行
为，为低层次叙事设置一个叙述框架。一部作品可以
有一个到几个叙述层次． 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述
层次中确定一个层次为主叙述，那么，向这个主叙述
层次提供叙述框架-人格的，可以称为超叙述层次，由
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热奈特把这三
“内叙述”、
“元叙述”。[2]他的希
个层次称为“外叙述”、
腊词根术语应当说相当难用，意思也不清楚。
叙述分层的这个标准，或者说，叙述层次的这个
定义，是我提出的。对这问题讨论得最多的热奈特给
“一个叙述讲出的任何事件，高
叙述层次下的定义是：
于产生这个叙述的叙述行为的层次”。他说的“高于”

①John Pier，"Metalepsis" 一文列出这个课题的英德法文文献，竟然有 50 多项，见汉堡大学主持的网站 Living
http://wikis.sub.uni-hamburg.de/lhn/index.php/Metalepsis,2013 年 4 月 6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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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我说的“低于”，这里“高”或“低”的相对概念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热奈特的定义颇不方便：怎
么样才叫“高于”?如果不以叙述者身份为唯一判别标
准，会闹出很多说不清的纠缠。《红楼梦》中贾宝玉游
太虚幻境这一段“事件”的确是从《红楼梦》的主叙述
中生出来的，或许“高于”或“低于”主叙述。但是，这一
段不是次叙述，因为这一段并没有换叙述者，这一段
的叙述者与《红楼梦》主体的叙述者是同一个人。麦克
黑尔详细讨论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的开场有什么
不同呢？以主人公的噩梦开场，知道他从梦中惊醒，我
们才知道故事说到现在是一个梦境。[3]因为没有更换
叙述者，梦境与接下的二次大战中英国的情景，属于
同一叙述层次。
在记录性叙述（小说、历史、新闻等）中，叙述行为
总是在被叙述事件之后发生，被叙述内容是事后追
溯，所以叙述层次越高，时间越后，这是因为上层次为
下层次提供叙述行为，而叙述行为总是发生在被叙述
的内容之后。这也是判别叙述层次的一个辅助方法。
“洪太尉误走妖魔”发生在《水浒传》主叙述故事之前，
因此不可能是上层叙述。贾宝玉游太虚幻境，不是他
做了梦以后叙述出来的，不可能是下层叙述。叙述分
层就像建塔盖楼，越高的层次，在时间链上越晚出现。
而在演示性叙述，包括电影这样的“记录演示性
叙述”，分层就没有时间差：在结构上“包裹”在外的层
次，是较高层次，因为它提供了低叙述层次的叙述行
为背景，设置了低叙述层次的“框架叙述者”。影片《香
草天空》一开始，主人公驾着车在纽约街头，竟然空无
一人。他惊醒了，原来是在做梦。这种“换叙述框架”次
叙述，包裹在主叙述故事之中，哪怕在叙述文本上只
看得见“包裹框架”的后一半。这种只出现框架的半部
分的手法，霍夫斯塔德前面的“推入”与后面的“冒出”
相对应，[4]但是不一定需要两者具显，一边出现，就暗
示着另一边的存在。
叙述的分层命名是相对的，假定一部叙述作品中
有三个层次，如果我们称中间这层次为主叙述，那么
上一叙述就是超叙述，下一层次就是次叙述；如果我
们称最上面的层次为主叙述，那么下面两个层次就变
成次叙述层次与次次叙述层次。一般叙述不太可能超
过三个层次，再多的话，就是有意布置。这样一说，层
次的名称似乎是主观任意的，实际上确立主叙述层次
也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主要叙述所占据的层次，亦即占
了大部分篇幅的层次，就是主层次。
但在有些情况下，主叙述的确定真不是一件容易
事。例如《祝福》，有三个明显的叙述层次：第一层次是
“我”在鲁镇的经历，
“我”见到祥林嫂要饭，最后“我”听
到祥林嫂死去的消息；
第二层次是“我”关于祥林嫂一生
的回忆讲述；第三层次是在“我”的回忆中，卫老婆子向

四婶三次讲祥林嫂的情形，祥林嫂自己讲儿子如何死。
第一层次占的篇幅很长，有约五分之二的篇幅，如果
我们称之为超叙述，那么第二层次是次叙述，第三层
“我”的回忆比较前
次是次次叙述。但是从内容上看，
后一贯地讲述了祥林嫂的一生，因此，可以第二层次
为主叙述，第一层次为超叙述，第三层次为次叙述。因
此，就《祝福》而言，两种划分法都是可行的。
热奈特把《天方夜谭》中阿拉伯苏丹与山鲁佐德的
故事称为主叙述，而把山鲁佐德讲的故事称为次叙述
层次，[2]显然不妥当，因为很明显《天方夜谭》的重心在
谢赫拉查达讲的故事，而不在她自己的故事。在中近东
“小说集”的传统上，一般把关于谢赫拉查达的故事作
为“框架故事”，重心在谢赫拉查达讲的故事，而不在她
自己的故事。但是谢赫拉查达自己的故事（用叙述迷惑
或“改造”权力）太适合现代思想，现代人把它作为主叙
述应当说是有道理的。因此，理查森命名分层为“第一
“第二层叙述”等，倒也把问题简单化了。[5]
层叙述”、

二、嵌套
奇怪的问题，是分层相当容易“自然化”，即读者
观众很自然地理解这种分层。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
“引语中套引语结构太复杂”。①看
曾指责《老残游记》
来他指的是第二部中尼姑逸云之著名的二回之长的
自述爱情经历。这二回逸云的故事，是由逸云对德夫
人讲出来的。逸云说到她的情人任三爷跟她说他与其
母商议与逸云结婚之事。因此，逸云是次叙述者，而任
三爷是次次叙述者，这二层次叙述全放在直言引语式
转述之中。然而任三爷又用直接引语转述母亲对他说
的话，母亲的话就是三重引用的结果(即小说叙述者引
逸云引任三爷引母亲)，如此重重转引，竟然还能保持
直接引语之生动的质地分析，不是很自然的事，很破
坏逸云之贞静聪慧的形象：逸云模拟任三爷告诉她的
母亲的语调：
“好孩子! 你是个聪明孩子，把你娘的话，
仔细想想，错是不错?”
奇怪的是，
《老残游记》此二章，一向受读者与评
者击节赞赏，1930 年此小说第二部一面世，林语堂就
把这二章译成英文。夏志清论及此二章，认为“最能使
人对刘鹗的才华啧啧称奇。他把一颗少女的蕙质兰
心，赤裸裸呈露出来，又以如此伶俐动听的口齿赋予
她：中国的小说家，传统的好，现代的也好，少能与其
功力相比。”[6]
西方小说中，尤其是 18 世纪或 18 世纪风味的小
说，这种多重分层中的直接引语，一样常有。《呼啸山
庄》，第一人称叙述者洛克乌德每天用日记方式记下耐
丽谈伊莎贝拉的事。第八章中耐丽拿出伊莎贝拉一封

①Jaroslav Prusek，The Lyric and the Epic: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06． 普实克没有说
明是《老残游记》哪一段引起他的抱怨，我猜想是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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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读，信中有不少直接引语：
“这是埃德加的亲侄，我
—‘也可以说是我的侄子；我必须握手，—是
——
想——
啊——
—我必须吻他……”，这不见得不自然。但如果我
们想到这是洛克乌德引耐丽引伊莎贝拉引他人，就会
觉得这语调不免牵强了。普实克可能没注意到《老残
游记》之多重转述并非中国小说才有的例子。
霍夫斯塔德指出，这里的关键，是每个层次的故
事质地很不同。一旦进入不同的故事，接收者很快就
忘记这个故事是第几层次叙述，是否自然。他说：
“在
广播里听新闻，听到三层转述，我们觉得很自然，几乎
没有意识到这种这里有层差，我们在潜意识中很容易
跟上。可能的原因，是每层差别很大，如果相像我们就
会弄混”。[4]的确，读《老残游记》，我们很可能已经忘掉
这段已是三度引语。麦克黑尔认为，后现代小说之所
以让人感到层次复杂，就是因为“有意弄混”不同的叙
述层次：每个层次都差不多，这才造成后现代小说的
层次复杂。[3]他的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如果分层的文本有相当大的类似性，经常被称为
“嵌套”叙述。其文化原型，是欧洲贵族家族的纹章，如
果一个文章内镶嵌了另一个构图类似的纹章，就称为
“嵌套”
（法文 mise en abyme，或 mise en ab觘me）。

层”
）还是相仿（
“嵌套”
），它们都是正常的叙述分层，
理论上说，叙述分层可以无限止地分下去，实际上层
次多了类近重复，缺乏意义，只是一种“无限递归”的
文本实验。
最常见的无限递归是在两面镜子之间（例如有些宾
馆的电梯中） 互相反复映照的的形象的确可以无限延
伸。童谚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
理论上也是无
文本长度有限，读者耐心有限，
限生成。但是在实践中，
“无限递归”只能是有限的，
“无限”只是一种“可能性示
意”
。美国作家巴斯(John Barth)的短篇小说《梅拉尼乌斯
记》重写特洛伊战争故事，美人海伦回答八个层次中人
她的回答
“为了爱！”
套了八层引号，
物的疑问“为什么？”
意思是同时存在于八层叙述之中。这是把分层玩弄到极
端。诺兰导演的电影《盗梦空间》，
梦中之梦有八层之多，
最后一层是“地狱边境“，内容上不可能再分层下去，才
它们都是正常的分层：
上一
算是到了底。尽管如此极端，
叙述层，
为下一层提供叙述者。在《梅拉尼乌斯记》中是
八个不同的叙述者，
在《盗梦空间》中是八个分别架设的
梦叙述框架。八层的故事各不相同，
尽管层次之多，
令读
者或观众头晕，
在结构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三、跨层

＾

上面这个图像，是十九世纪初英国王室御用纹
章，是个典型的“嵌套”。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嵌套是
一种比较流行的手法，经常被称作“中国套盒”，可能
来自福建出口的一种玩具木器漆盒。但是实际上更像
现在流行的“俄罗斯套偶”。嵌套的原意就是相同图形
的嵌合。纪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中有一个人物爱德
华，是个作家，在写一部小说，题为《伪币制造者》，这
部小说里记载了许多故事情节，其中有个人物也是作
家，也在构思一部关于小说家的小说。显然这是有意
模仿嵌套，纪德自己在小说的后记中说“没有什么能
比嵌套结构更能清晰地表明如何建立一个比例完全
相同的整体了”。
这种写法一直延续到当代：普鲁斯特曾很醉心于
这种结构，他的早期作品《让·桑德依》就有相当复杂
的叙述层次；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吻》，里面的主人
公伊利亚·鲍里索维奇正在写一个小说，名字也是
《吻》，讲述了他怎么样想出名的。不过可能里面的主
人公多利宁是伊利亚·鲍里索维奇的替身，虽然故事
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不管不同层次的故事是不同 （一般的“分

按照热奈特的定义，跨层（metalepsis）就是“外叙
述的叙述者或受述者的任何入侵叙述世界的行为，或
是叙述世界的任何人物入侵元叙述世界的行为（或反
向行为）”。[2]这个解释过于复杂。而且这个词也不好
用，因为在中世纪修辞学中，这个词的意思是“比喻兼
转喻”，这导致不少叙述学家在跨层中读出隐喻与转
喻的意思。[7]笔者觉得没有必要卷入这层意义，因此建
议英译 transgression。①近年，热奈特对跨层做了具有普
遍性的解释：
“跨 层 是 对 再 现 的 语 义 门 槛 的 任 何 违
反”。[8]即属于某个层次的人物进入另一层次，从而使
两个层次叙述世界的边界。两个层次就像神人两界，
时空不相干，神仙下凡是特例，是跨层。
《红楼梦》叙述层次尚非非常复杂，复杂的是其跨
层。而超叙述中的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则不断入侵主
叙述，前后有七八次之多。由于他们在叙述层次上高
一层，他们似乎自然应有在定命的范围内为主叙述人
物解救灾难或指点迷途的能力。甄士隐、贾雨村在书
中虽然在“洞察力”上高于芸芸众生，但他们的事却还
是石兄向空空道人叙述的范围，也就是说，是记录在
石头上的同一层叙述。但在全书结尾时，空空道人在
“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找到贾雨村，贾雨村介绍他
到悼红轩找“曹雪芹先生”，这却不应当是空空道人能

①叙述学家赫尔曼也用了这个词，虽然没有立为正式术语。他称为"transgression of boundaries",见 David Herman, "Towards a Formal Description

of Narrative Metalepsis,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 26, 1997,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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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头上抄下的事。这是主叙述层次人物贾雨村向上
入侵超叙述。这却不应当是空空道人能从石头上抄下
的事，这是主叙述层次人物贾雨村向上入侵超叙述。
若要强作解释，或许这个时候，他已经临近“觉悟”，有
了超脱被叙述世界的能力。
至于作为全书关键的贾宝玉“梦游太虚境”，实际
上是主叙述人物入侵超叙述，这倒不是因为太虚幻境
是仙境，所以其所处叙述层次一定要高，而是书中点
出太虚幻境是属于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的世界。
在中国古典戏剧中，这种“跨层”经常可以见到。
关汉卿《蝴蝶梦》第三折本为正旦所唱(元曲每一折只
有一个角色能唱)：到了折末，副角王三忽然唱起来，另
一副角张千责问他：
“你怎么也唱起来了呀?”王三说：
“这不是曲尾吗?”。于是他唱了“端正好”、
“滚绣球”二
调。在这里，角色忽然跳出被叙述层次，而进入叙述行
为层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戏剧一直到现代的
相声，插科打诨实际上经常采用这种跨层手法。
在柯南系列漫画中有一个剧场版——
—《贝克街的
亡灵》就运用了跨层，一个早逝的神童开发出的真人
体验游戏机，使得参与游戏的孩子全部都真实的进入
到了游戏当中，他们不再是游戏的操控者，而变成了
游戏的一个元素，如果他们完成不了游戏中的任务那
么他们也就回不到现实世界。①
电影《像鸡毛一样飞》中，失意诗人欧阳云飞在一
个偶然的机会里买到一张盗版光碟，而这是一张具有
魔力的光盘，人物进入光盘中的世界，在后现代主义、
浪漫主义等多个通道中穿梭。这是“跨层”。
另一篇论者津津乐道的小说，是科塔萨尔的短篇
《公园续幕》。[9]小说中描写一位读者在公园小道边的
长椅上读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写的是一对男女密谋杀
害女人的丈夫，种种周密计划之后，这个男人沿着幽
无一人的公园小道，偷偷走向一位正在公园小道边的
长椅上读一本书的男人，举起匕首。因此，由人物叙述
出来（读出来）的一个次叙述，反过来危及到叙述者。
小说气氛诡异，情节令人悚然，许多叙述学家认为是
“本体性嵌套”的佳例，[11]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跨层。人
物与其叙述者直接吵起架来。这是一个类似的跨层，
只是没有延展开来而已。有时候会被无心暴露出来。
记录型叙述难以避免一个时间悖论：如果上层次
人物侵入下层次，时间上需要跨越到先前；而在下层
次入侵上层次，人物必须进入未来，当然情节的跨度
有时候是可以忽略的，例如科塔萨尔的人物在读的小
说，情节应当发生在读书时间的过去，但可以勉强理
解为刚写成的，其情节连着他的读书时间。有时候就
绝对解释不通：例如贾雨村要指点空空道人，就需要
越过“几世几劫”。跨层意味着叙述世界的空间-时间
边界被同时打破。因此在非虚构的记录型叙述（例如
历史）中，不可能发生跨层。如果人物活着，对历史作
①这是 2010 届博士生谭梦聪举的例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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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满意，他的批评只能形成另一个文本，不可能出
现贾雨村那样“当面”指点空空道人的例子。热奈特
“所有的虚构都是跨层织成的”。[8]他可能夸张过度
说：
了，实际上全部纪实叙述，绝大部分虚构叙述，分层是
清晰的，层次间隔没有被破坏，只有某些虚构叙述具
有跨层结构。奈尔斯认为：不同于纪实叙述，虚构叙述
“都有跨层的潜力”，这样说还是中肯的。[11]
也正因为文字记录性叙述的分层之间有这样一
个时间跨度，给跨层造成难题，其他媒介的叙述，尤其
是共时性的演示性叙述，跨层比记录性叙述容易得
多。本文已经罗列一些戏剧和相声的例子，实际上在
电影、电子游戏、比赛中最容易出现，球赛时运动员与
裁判争论几乎成为常规行为。本文需要说明某些复杂
问题是，往往举美术绘画为例，这只是因为方便。
而且，跨层只可能发生在虚构型叙述中，不可能
发生在纪实型叙述中。跨层是对叙述世界边界的破
坏，而一旦边界破坏，叙述世界的语意场就失去独立
性，它的控制与被控制痕迹就暴露了出来。只有边界
完整清晰的叙述世界才有可能“映照”
（mapping）经验
世界。因此，跨层实际上不是风格上“中立”的，而是奇
幻的，怪异的，讥嘲的，那些追求“现实主义”效果，或
是有“古典主义”严谨态度的作品，不宜用跨层。但是
如果认为跨层必然是为了追求怪诞、滑稽，就未免理
解过窄了：皮兰德娄的《六个人物寻找作者》就是围绕
跨层写出严肃悲剧的好例。

四、叙述悖论与“自指悖论”
无论是叙述分层，甚至“无限递归”，都是叙述中
相当正常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叙述都是分层
构成的，因为任何叙述行为都必须高于被叙述的文
本，提供让低一层叙述文本展开其语意场的框架。因
此，叙述从定义上说，就是分层的。
甚至，存在于叙述的根本特征中的悖论，也是普
遍的，这个悖论就是：叙述者（或叙述框架）能够产生
叙述文本，在叙述文本中能够描述一切，哪怕媒介本
身有重大局限（例如雕塑讲述故事的能力非常有限），
但是在媒介再现能力的范围内，叙述文本没有内容限
制。但是，叙述文本无法讲述它自身是如何产生的，叙
述行为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设置被叙述内容的框
架，这框架必须在叙述的内容之外。正如一张画无法
画出自己的画框，它可以画个画框，但是这个画框绝
对不会是这幅画的画框。
在演示性叙述中，迫使次叙述无法描述叙述行为
的不是叙述时间差，而是“叙述框架差”。例如电视台
直播时连线现场的记者，记者说：
“今天风和日丽，大
家期盼航空表演顺利进行”。但是他实际上是在一个

电视制作框架内的一个被叙述的人物，现场记者说出
来的实际上是个次叙述：现场摄像班子无法显示自己
这个班子的工作。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所谓“自我叙述”，日记作者可
“我此刻心情愉快地写下这几句话”，或是现
以写道：
场录音者说“我现在开始录音”。这是因为我们把记日
记或录音当做完整的叙述行为，实际上看日记的人
（哪怕是作者自己），或是听录音的人，没有读到记日
记的叙述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也听不到按下录音机按
钮之前的境况。我们可能读到文本框架是如何设置
的，但那需要另一个叙述。
《我的名字是红》 最后一章，有个人物谢库瑞说
“ 我把这个画不出来的故事告诉给了我的儿子奥
道：
尔罕，希望他或许能把它写下来”，因为人物无法说
“叙述者已经把故事写下来”，叙述行为在故事之后。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的最后一章《自白书》
中，本地医生“我”帮助大侦探波洛破案，结果“发现”
自己就是杀人犯。小说最后“我”写到了“我”是怎样写
这份自白书的。“已经是清晨五点，我感到精疲力
竭——
—但我完成了任务。写了这么长时间，我的手臂
都麻木了。这份手稿的结尾出人意料，我原打算在将
来的某一天把这份手稿作为波洛破案失败的例子而
出版！唉，结果是多么的荒唐……我对自己写的东西
感到很满意……我承认，在门口跟帕克相遇使我受惊
不小，这件事我已如实记录下来了……把手稿全部写
完后，我将把它装进信封寄给波洛”。因此，叙述行为
的最后环节，即叙述框架如何设立的，依然阙如。
或许有个更生动的例子能说明“框架隐身”原理：
西班牙惊秫片《死亡录像》
（[Rec]）。灾难发生之前，所
有人都在正常生活，拿着 DV 的人只是在做普通的记
载。突然某个大房子里面发生了急性传染的杀人狂
病。拿着 DV 的摄影师冲进这所房子，但是他受到狂病
感染者攻击，摄影机跌落，摄影机被前来的卫生监察
员强制关闭了，屏幕只剩一片漆黑。这时来了一个好
奇的小女孩，无意中打开了摄影机，恐怖故事得以继
续进行。这个 DV 的遭遇显示出一个最简演示叙述者
组成：某个主体给出指令（按下按钮），使设备给出录
音与录像框架（或舞台幕布灯光），叙述就在这个框架
中演示式地展开。显然，这一段被录下的叙述文本，无
法叙述本身是如何被叙述的：小女孩按下按钮，必须
在这个 DV 摄像之外讲述。
华莱士·马丁讨论了框架的“不可自我叙述性”
时，指出叙述本身有个跨层悖论：
“如果我谈论陈述本
身或它的框架，我就在语言游戏中升了一级，从而把
这个陈述的正常意义悬置起来”。[12]而这种叙述的框架
的设置，使叙述无法跳出罗素悖论。
“这个框架告诉我
们，在解释它里面的一切时，要用不同于外在于它的
东西的方式。但是为了建立这一区别，这个框架就必

须既是画面的组成部分，又不是它的组成部分。为了
陈述画面与墙壁，或显示与虚构之间的规则，人们就
必须违反这条规则，正如罗素不得不违反它的规则，
以避免在陈述规则时陷入悖论。”[12]
他在这里指的是罗素提出的著名的逻辑悖论：在
一个由一切不是它本身的元素的集合组成的集合中，
这个集合是它本身的元素吗？无论作何回答，都自相
矛盾。罗素对此作了一个通俗的讲解，世称“理发师悖
论”：一个男理发师的招牌上写着，
“城里所有不自己
刮脸的男人都由我给他们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
脸”。于是产生了悖论：理发师可以给自己刮脸么？如
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
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他又属于
“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
对这悖论的解答应当是：理发师当然可以给自己
刮脸，因为他是规则的制定者，虽然他是集合的定义
者，却不属于这个集合。一个叙述者是叙述的发生点，
却不属于被叙述的范围：他不能用这个叙述来叙述自
己。例如墙上写着一条告示：
“禁止在此张贴告示”，这
条告示破坏了自己的禁令，但是这条告示是有效的，
原理与理发师悖论相同。
应当说，集合悖论只出现在“自指”
（说到自己）的
场合，仅仅在叙述者说到叙述行为时才会出现。但是
只要自指，就会出现自指悖论。 说“我说的话不是真
的”，甚至更简单地说“我在撒谎”，都是自指悖论，因
为无论作何回答，都自相矛盾。

五、怪圈，跨层循环
延伸这种自指悖论，
就出现霍夫斯塔特称为“怪圈”
的现象。首先应当澄清，
怪圈不是
“无限循环”
。人类很早
就注意到现象世界周而复始的循环。古代世界常见装饰
象征
“蛇吞尾”
说明结束回到开始，开始就是结束。公元
1 至 4 世纪的灵知派或神秘学派经常用这个图像来表
示世界的永恒巡回循环。这个图像简洁而神秘，至今是
各种设计家，
例如手镯，
表链的设计者所乐用。

但是怪圈不同，
“蛇吞尾”是一种同层次运动，而
怪圈涉及一个上升或下降的层次间运动，层次都是有
边界的，超出层次就走向另一个层次。如果成功地越
出边界走到另一个层次，但是再走下去依然回到原来
层次，这种“跨层无限循环”，最早体现在中国的阴阳
太极图上，可看出这与“蛇吞尾”的根本性不同：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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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次之间的往复超越。
这一类太极图形有多种变体，
但图形都是双双交合
双蛇，
或双鱼、
双凤，由两个相反的符号交
而成，
或双龙、
叉而成。或许这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的产物：由两性生
殖器、男女、雌雄、日月等人体现象、生物现象、自然现
象，逐渐体悟出“阴阳”概念，以及阴阳同体、阴阳相对，
变成阴阳相交。太极图的黑白相间、
首尾纠合，
不是简单
的无限循环，而是“步步升级”的跨层无限循环，纪实走
出 A 层次到 B 层次，
然后又回到 A 层次的循环。
太极图的现代数理逻辑变体，是德国拓扑学家莫
比乌斯（August Ferdinand M觟bius, 1790-1868）发现的
莫比乌斯带（M觟bius Band）。在一个环上，无论从哪一
点出发运动，都会循环回到原点，只是越出原平面，反
向进入了另一平面，因为二维空间的纸带被扭成三维：

此后数学家延伸发展出“克莱因瓶”
（Klein
Bottle），在三维中扭曲成为 8 字形的四维形体，证明莫
比乌斯带这概念本身可以推演到更多层次。
但是霍夫斯塔特为之写了两本书的怪圈理论，实
际上更易于用于太极图来理解。在 《我是一个怪圈》
中，他这样解释：
“ 当我说‘怪圈’，我心里想的是另一
个意思——
—一个不如此具体，更为不可捉摸的念头。
我称为‘怪圈’的，请注意，不是一个物理的圈，而是一
个抽象的圈，在这个圈中，在一连串的构成回旋的各
阶段中，有一个从一层抽象到另一层抽象（或者说，从
一层结构到另一层结构）的转换，感觉就像是在分层
（hierarchy）中上行，但是连续的上行只是升到一个封
闭的循环中。这样，虽然我们从一个意义上说越走离
源头越远，结果使人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又回到原处。
简单地说，一个怪圈，就是一个跨层次的反馈圈。[13]
怪圈不是第一节说的“无限递归”，也不是第二节
说的“无限循环”，怪圈的特点是“无限跨层而循环”：
无限跨层的结果是循环到原处。如果以上一节所说的
集合悖论来比拟，那个“我说的话不是真的”的自指悖
论，发展成所谓“明信片悖论”，一面写着“本明信片背
后那句话是真的”，而另一边写着“本明信片背后那句
话是假的”。这样的两句话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我
们来回求证论辩的结果，是回到原处。但是霍夫斯塔
特没有说的是，我们无法停留在原处，文本的否定性
动力，迫使我们沿着跨层运动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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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叙述的回旋跨层
叙述分层是容易理解的问题，最常见的方式，就
是上一叙述层次设置一个叙述行为，成为下一叙述的
框架，两个叙述层次的人物或情节尽管可以越界，层
次之间的界限还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下一叙述中说
到上一叙述如何设立主叙述的叙述框架，此时就不是
正常的形式逻辑所能解释，而是发生了怪圈叙述，即
回旋跨层：下一层叙述不仅被生成，而且回到自身生
成的原点，再次生成自身。
这种“次层叙述暴露上层叙述自己如何生成自己”
的机制，在绘画中经常可以有意构筑。米切尔在《图像
理论》中详细讨论了斯坦伯格一张漫画“螺旋”，他认为
是揭示了“元图像”的根本特点。[14]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却是“叙述写出自己如何生成”，为说明此理，最生动的
可能是斯坦伯格下面这张漫画：画者画自己是自画像，
画者画自己在画画如伦勃朗自画像，都很正常。但是一
个画者画出自己正在画此张画，就是一个文本与文本
产生之间的悖论：画者在画画，画在画画者：

回旋跨层，不是一般“元图像”的层次问题，而是
被画出的图像画出自己如何被画出，最生动的例子应
当是荷兰版画家艾歇的《绘画》
（Drawing）。

西方学者没有人讨论过小说中的回旋叙述分层
问题，甚至总结各种“不可能小说”的近年叙述学论
文，提到了各种“叙述违规”
（diegetic violation），也没有
[10]
讨论这个问题。 小说中最早的回旋跨层，可能是中国
十九世纪初的小说《镜花缘》和西班牙十七世纪的小说
《堂吉诃德》。应当说《堂吉诃德》创作年代早得多，但是
本文读者可能中国人较多，我们就拿中国小说开说。
《镜花缘》第一次给中国小说带来了回旋跨层。叙
述自身说明来历，提供自己的叙述者。这样做在逻辑
上是不通的，在神话学上也说不通，造物主总不能创
造自身，但在《镜花缘》第二十三回，林之洋面对淑士

国卖弄学问的酸儒，吹嘘说自己不仅读过《老子》、
《庄
“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
子》，还读过《少子》一书：
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后裔”。林之洋接着描
写《少子》，完全与《镜花缘》一书相附。小说最后一回，
又说《镜花缘》一书编辑者是“老子后裔”，因此，
《镜花
[6]
缘》就是林之洋所读过的《少子》。 主叙述情节交代了
主叙述的来历。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林之洋读
过的书写出林之洋读过此书。
这个回旋尚不太明确，而且是林之洋开的玩笑。
但是《镜花缘》尚有一个更明确的回旋超叙述：小说第
一回群仙女赴王母宴，百草仙子说起“小蓬莱有一玉
碑，上县人文”。百花仙子好奇，要求一见，百草仙子
“此碑内寓仙机，现有仙吏把守，须俟数百年后，得
说：
遇有缘，方得出现。”到第四十八回，唐小山来到小蓬
莱，居然见到此碑，发现“上面所载，俱是我们姊妹日
后之事”。于是用蕉叶抄下。回到船上，同伴养的白猿
竟然拿起来观看，于是唐小山开玩笑地托它“将这碑
记付给有缘的”。到全书结尾，
“仙猿访来访去，一直访
到太平之世，有个老子的后裔……将碑记付给此人。
此人……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
此处出现的，是类似《红楼梦》的超叙述格局，提
供复合叙述者，空空道人的抄写者角色由唐小山担
任；空空道人的传递者角色由白猿担任；
“曹雪芹”的
编辑角色由“老子后裔”担任；石兄书于自己身上的文
字成了玉碑文字，不知何人所写。既有叙述行为，讲述
者是否具形就非至关重要。不同的是，在《红楼梦》中，
这复合叙述者集团是由超叙述层次提供的，而在《镜
花缘》中，却是由主叙述本身提供的，也就是说，主叙
述提供了自己的叙述者。
这个结构是个逻辑上的悖论：我们看到四十八回
唐小山说她抄下的碑文是“姊妹日后之事”，而“老子后
裔”整理出来的却是全书一百回，包括直到唐小山抄下
碑文的所有“前事”。直到今天，似乎没有读者或批评家
注意到这个巨大回旋造成的结构悖论。主叙述人物唐
小山抄碑，是个产生次叙述的行为，却反过来裹卷了整
个超叙述：唐小山查抄下的碑文写到唐小山抄碑。跨层
不再是分层后的违规，而成为分层的前提，分层消失于
跨层之中，跨层一大步似乎又踩回此岸。因此，这个结
构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升级的莫比乌斯带。
20 世纪初，叙述分层突然在晚清小说中兴盛，其
使用之普遍，令人吃惊。晚清小说的超叙述设置有两
种：白话小说用“发现手稿”，文言小说用“听讲故事”。
“听讲故事”很难发展成回旋跨层，因为叙述行为从人
物到人物，只有“发现手稿”超叙述才可能使叙述行为
卷入多个人物而造成自己跨层。因此，晚清小说中的
回旋跨层，只在白话小说中出现。

李伯元的名著《官场现形记》，将近结束时，一个病
人梦到一个地方“竟同上海大马路一个样子”。他见到
一个洋房里，书局编辑们正在编一本书，
“想把这些做
官的，先陶熔到一个程度”。但是：”不多一刻，里面忽然
大喊起来，但听得一片人声说：
“火，火，火! ”随后又见
许多人，抱了些残缺不全的书出来……又见那班人回
来，查点烧残的书籍。查了半天，道是：他们校的书，只
剩上半部”。这半本书当然就是《官场现形记》。超叙述
结构说明了主叙述的来历，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镜花
缘》式回旋叙述：病人做梦见到的书写到病人做梦：主
叙述产生一个次叙述，这个次叙述反过来成为超叙述。
回旋结构更明确的是藤谷古香的《轰天雷》，此书
讲晚清一著名政治案件：苏州沈北山上书抨击慈禧身
边的权要，罹祸入狱，几以身殉。小说最后一章，主人公
的故事结束后，他的一批朋友聚宴，席上以《水浒》人物
为酒令。鹣斋抽到“轰天雷”，就说，
“吾前日在图书馆买
了一本小说，叫做《轰天雷》”。席后，敬敷向鹣斋“借来
《轰天雷》小说，开首一篇序文”如下。因此，书中书《轰
天雷》的序文就成了小说《轰天雷》的跋文。但这两本
《轰天雷》是同一本书。这是一个比《镜花缘》更清晰的
回旋式叙述分层。借、读《轰天雷》的敬敷和鹣斋这两个
人物，是《轰天雷》一个个交代出场的：敬敷借的书，写
到敬敷借这本书；鹣斋读的书，写到鹣斋读这本书。
而且，全书上又另加一个超超叙述层次：一个叫
阿员的人收到一个朋友寄来的邮包，附有一信，说自
己将去世，所以将他写的小说手稿托付给他。小说用
日文写成。阿员不懂日文，所以与一个朋友合作(清末
译书的通例)将此日文小说翻译成中文。这是《红楼梦》
的“发现手稿”格局的延伸。可骇怪的是，这个故事正
是主叙述人物敬敷读到的书中书《轰天雷》序文，就是
全书之跋文。这样的回旋跨层不仅吞噬了超叙述，而
且吞噬了超超叙述。也就是说，主叙述不仅为自己提
供叙述来源，而且为超叙述提供叙述来源。其安排之
复杂，其悖论之反常，细思之令人悚然。
但是最复杂的两本回旋跨层，来自两本著名的西
方小说。一本是被选为全世界小说经典之首的《唐吉诃
德》。①《唐吉诃德》分为上下两部，其中上部前八章一直
是由第一个叙述者“作者”叙述，第八章末尾突然出现
这么几句话，为下文提供了复合叙述者：
“可是偏偏在
这个紧要关头，作者把一场厮杀半中间截断了，推说堂
吉诃德生平事迹的记载只有这么一点。当然，这部故事
的第二位作者决不信这样一部奇书会被人遗忘，也不
信拉·曼却的文人对这位著名骑士的文献会漠不关怀，
让它散失。因此他并不死心，还想找到这部趣史的结
局。靠天保佑，他居然找到了。”[15]（上册 P61）第九章出现了
一个另一个自称“我”的人物（编辑收集者），碰到了一

①下面的论述参考了 2010 届博士生陈彦龙的文章“《唐吉诃德》 中的回旋分层”，见 《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
xsxts_show.asp?id=907，2013 年 4 月 6 日查看。

149

个卖旧抄本和旧手稿的孩子（传递者），发现了故事下
“ 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学家熙德·阿梅
半部分的手稿，
德·贝南黑利”[15]（ 上册 P63），他就请一个摩尔人作翻译，把
《唐吉诃德·台·拉·曼却传》翻译成了西班牙文。第九
章之后都是摩尔人翻译过来的，其间穿插着熙德、译
者以及编辑者的议论。前八章是一个超叙述层次，为
后面的层次提供了复合叙述者。而后面的层次自身又
蕴含着回旋跨层，这时候跨层成为了分层的前提，分
层消失在跨层之中。
另一本明显有回旋跨层结构的名著，是马尔克斯
的《百年孤独》。①这本小说中有一个次叙述：吉卜赛人
梅尔加德斯的羊皮手稿。在小说中，这位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的先知，写下了一卷神秘的羊皮纸梵文手稿。
在他死后很久，奥雷连诺第二闯进来，看这部天书一
般的羊皮纸手稿。但他未能完成破译的任务，而真正
将之破译的人，则是最后一个布恩蒂亚家族的人奥雷
连诺·布恩蒂亚。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在他的妻子死于
难产之后，仿佛突然得到了天启，阅读起梵文就像阅
读西班牙语一样轻松。
羊皮纸手稿“是布恩蒂亚的一部家族史，在这部
家族史中，梅尔加德斯对这个家族里的事件提前一百
年作了预言，并且陈述了一切最平常的细节”。羊皮纸
文稿作为一个次叙述，叙述了主叙述层中的世界发生
的一切。而在奥雷连诺读完手稿（也就是读完关于马
孔多镇的叙述全文）的一刹那，小说迎来了它的结局：
《圣经》上提到过的飓风把小镇从地面上吹掉，经历百
年孤独的小镇就此消失。
预言者本人已经解答了读解时间：
“ 在手稿满一
百年以前，谁也不该知道这儿写些什么”。这就让马孔
多人免于提前知道小镇的结局。但是最后被读出的预
言，拉出了一个循环分层：梅尔加德斯写的预言，写到
他写这预言，而梅尔加德斯写的手稿，写到梅尔加德

斯写手稿；奥雷连诺读的手稿，写到他在一百年后读
这手稿。这是《镜花缘》格局的重现。
应当说，令人惊奇的是，具有回旋跨层的小说数
量虽然不多，其中确有不少经典名著，读者耳熟能详，
世代评者研究者如云，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不管是《镜
《百年孤独》什么问题都被人
花缘》还是《唐吉诃德》、
研究透了，偏偏他们奇特的回旋跨层没有人提到。唯
一的解答是：在同一种媒介（例如文字，影像）的文本
中，读者很容易把回旋跨层“自然化”，忘掉分层的目
的是让上层叙述与下层叙述处于叙述与被叙述地位。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做这种自然化会陷入困难，那就
是叙述分层的界限，正好是转换媒介的界限，也就是
跨媒介分层。的确，至今我没有能找到跨媒介的回旋
跨层，我们看到的只是从图像的一层回旋到图像的另
一层，从文字的一层回旋到文字的另一层。
在此，笔者试图用简洁的语句，总结一下这个令
人头痛的复杂论证：
首先，叙述不仅是可以分层的，而且是必然分层
的，这是提供叙述行为之必须；
第二，叙述分层可以非常相似，而且原则上可以
无限分层；
第三，叙述分层之后，各层次之间的人物可以有
各种跨界的行为，这不会破坏叙述的分层间隔，哪怕
这构成了无限循环；
第四，但是叙述的本质决定了，叙述文本不可能
产生自身，也不可能讲述自身产生的经过。一旦出现
这种讲述，就出现怪圈式悖论；
最后出现了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同一种媒介的
分层叙述中，是可以因为精心设计而出现“跨层自
生”，即下一层叙述“反跨”到上一层自身产生的地方，
由此出现了回旋跨层，叙述终于能够描述产生自身的
叙述行为，但只能借助悖论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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