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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与叙事的自由嬉戏
——— 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理论对电影叙事学的影响

!张海燕

洛特曼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出发，把电影文本看作是一个面向现实和观众开放的符号系统和交际系

统。在洛特曼看来，电影的本质就是讲述故事，即电影具有叙事性，于是电影如何借助符号进行叙事遂成为洛

特曼电影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洛特曼认为人类文化史上存在着话语和图像两种各自独立、互不相同

的符号类型。为了完成电影的叙事性，就需要话语符号和图像符号相互配合、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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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燕（%#0,—），女，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符号学和文

艺美学。（重庆北碚 ,""0%)）

本论文系西南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为："0"#*!%）系列成果之一。

继俄国形式主义之后，以文化符号学家、文艺理论

家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电影符号学理论曾经兴盛一时，

而且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洛特曼的电

影符号学思想不但具有巨大的理论独创性，而且还是电

影叙事学的先声。然而，有关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及其

叙事学思想国内却鲜有学者涉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

憾。本文尽量从洛特曼的原典出发，试图揭示出洛特曼

的电影符号学与叙事学理论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对洛

特曼进行体悟式的解读和阐释。我们认为，洛特曼电影

符号学的核心思想在于：他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出发，

把电影文本看作是一个面向现实和观众开放的符号系

统和交际系统。在洛特曼看来，电影的本质就是讲述故

事，即电影具有叙事性，于是，电影如何借助符号进行叙

事，遂成为洛特曼电影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

电影符号学的发展与电影叙事学的发展是交织在

一起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大片的交叉领域，电影叙事中的

情节、人物、时间、空间等问题同时又是电影符号学需研

究的主要问题。由此可见，电影叙事学与电影符号学的结

合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通常认为：叙事学首先兴起于文

学研究领域，%#1#年法国文论家托多罗夫首先提出“叙事

学”这一概念，但是这一学科的理论建构更多地要归功于

另一位法国思想家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的三卷本《修

辞格》将叙事学提升到了显学的地位。事实上，关于电影

叙事学的问题早些年在电影符号学家的论述中就已涉及

到。正如麦茨所言，电影一开始就将叙事性深深嵌入自己

的体内，并且很快走向了虚构故事的道路。罗伯特·司格

勒斯在《符号学与文学》一书中曾指出：“叙述首先是一种

人类的行为。它尤其是一种模仿或表现的行为，通过这样

的行为，人类传达出各种信息。”&% ’（2.#）其实，人类的所有叙

事行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符号化。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电影符号学与电影叙事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关系。

洛特曼电影符号学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把电影艺术文

本作为一个整体符号系统和第二模式系统，并在此基础

上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对艺术文本进行整体观照和研究。

洛特曼所说的第一模式系统是由自然语言（如俄语、英

语、汉语等）构成的，而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文学、音

乐、绘画、戏剧、电影、宗教、神话等则构成了第二模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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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洛特曼看来，艺术文本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存在方

式的符号系统，作为符号系统的艺术文本不仅具有保存

信息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而且还有生成新信息的功能，这

实际上就是艺术的认知、交际和审美功能。洛特曼的电影

符号学理论虽然受到了法国电影符号学思想的启发，但

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上，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洛特曼既关注电影语言的特殊性，又对电影叙事的本质

及文本的结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需要

注意的是，文学叙事学中未涉及的一些特殊问题，如镜头

的组合、画面与声音的关系、电影的时间与空间等，也成

为洛特曼电影符号学所关注的对象。

洛特曼在对人类文化发展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后，

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人类文化史上存在着话语和图像两

种各自独立、互不相同的符号类型，这两种符号的共存

和互动保证了人类交际、信息传递的需要，同时这也是

形成叙事文本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洛特曼详细地论述了

这两种符号的性质、特征和区别。洛特曼认为：话语符

号、离散符号、规约符号是一组同义词，而图像符号、非

离散符号、连续符号、造型符号则是与之相对立的另一

组同义词。他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常常会存在着同义词

之间的互换现象。话语符号是一种约定性的离散符号，

约定性符号的内容与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形成

的，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如，类似于汉语、俄

语、英语等某种自然语言，交通信号系统“红灯停，绿灯

行，黄灯亮时等一等”，这些都属于约定俗成的规约符

号，用规约符号进行的交际，只需要掌握编码时所使用

的代码，就可以达成理解。洛特曼所说的话语符号，包括

前面提到的文字符号，声音符号、手势符号等也可归到

话语符号中。图像符号，也称造型符号，它所表达的意义

具有单一性和具体性的特点，所以与规约符号相比，图

像符号是一种较低层次结构上的符号。话语符号和图像

符号构成了人类文化最基本的两种交际类型，而由图像

符号构成的交际则是没有符号的符号系统。

传递信息的交际行为是形成一切叙事的基础，而人

类任何的交际行为都是通过一定的渠道来实现的。雅各

布森的语言交际图示已被很多人熟知，按照雅各布森的

观点，发话人、受话人、信息、代码、语境和接触这六种要

素构成了人类的语言交际模式。受雅各布森的语言交际

图示的启发，洛特曼从人类的交际行为中分离出语言的

两种变体——— 文字和图像，而这两种变体分别形成了两

种不同类型的交际行为：

!" 发话人#文字#受话人

#" 发话人#图像#受话人

上述两种变体——— 文字和图像都是交际行为中传

达信息的中介，因此都可以看成是文本和信息。文本的

发送者对信息进行编码，接收者对信息进行解码。按照

洛特曼的观点，虽然文字和图像都是符号，也就是说它

们都体现了事物之间的替代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但

是这两者之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字属于离散符号，

而离散符号借助特殊的语言机制把符号连接成链条，从

而形成不同层次的结构段；而图像则属于非离散符号和

造型符号，它是由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而产生的。在第

一种情况下，要增加交际的信息量，就需要增加新的符

号以扩大文本的长度；在第二种情况下，却并不需要增

加符号的数量，只需使文本复杂化或变形，这时文本的

长度并没有增加，只是文本的外观发生了某种变化。在

洛特曼看来，虽然这两种情形都是符号学现象，但是作

为这两种文本的基本概念却是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

下，文本由符号构成，符号在进入文本之前没有任何的

初始意义；在第二种情况下，符号或与文本具有同一性，

或是作为与语言信息类似的第二系统符号，文本具有了

初始意义。

洛特曼在《电影符号学与美学思想》一书中指出：

“符号的相互转换过程是人类借助符号文化地掌握世界

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在艺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 %

（&#’( ) #’*）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同样也需要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符号。因此，洛特曼把艺术划分为两

大类别：造型艺术和文字艺术。在这两种类型的艺术中，

两种符号的互动是最为关键的。比如说，诗歌或小说的

创作实际上就是用约定性符号的物质形式来建构语言

形象，在文学文本中，如语音、语法甚至是字体等语言符

号的形式表达层，因为具有了图像特性而成为文本的内

容。如果是在非艺术的交际中，离散符号和非离散符号

作为传递信息的两种对立方式会形成矛盾，而在艺术

中，我们会观察到这两种复杂结构的相互作用。由单独

的话语符号构成的语言文本在诗歌中一开始就表现为

不可分割的图像性符号文本，而在造型艺术中，却出现

了与上述情形相反的叙事性倾向，这种叙事性的倾向在

电影艺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

为了形成电影叙事文本，就需要话语符号和图像符

号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用话语符号或者说是规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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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达语法意义，从而进一步把图像的命名功能组织起

来，这是洛特曼关于电影叙事最重要的符号学思想。洛

特曼指出：“在图像符号与规约符号之间还存在着一个

区别：规约符号容易形成语义链，它的表达层的形式特

征很适合分解成语法要素，从语言系统的观点来看，这

种语法要素与其功能保证了词汇连接成句子。”& ! ’（(!#)）这

实际上说明了规约符号具有语法和元语言的功能，而图

像符号则具有造型功能，因此，图像符号要形成叙事就

需要模拟言语符号。在叙事文本的建构过程中，两种符

号可以相互转换，由图像符号转换为话语符号与叙事文

本的建构原则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因为图像从符号

本质上来说不能作为叙事手段，为了形成叙事文本，图

像符号就必须转换成话语符号，才能形成具有语法功能

的连贯叙事。

电影通过单个的镜头形成叙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

图像符号与话语符号相结合的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

是，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机械性结合，而是有机的合

成。电影的叙事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图像的方式组织命名

功能，也就是说要把图像符号转化成具有语法功能的符

号。通过对 %* 世纪俄罗斯画像的分析，洛特曼认为要形

成叙事的统一性，图像符号必须与话语符号结合起来。

电影文本的这种建构方式可以和用埃及象形文字写成

的信进行类比，后者正是用图像符号形成叙事的典范。

其实，在俄罗斯的艺术发展史中，造型艺术中的叙事倾

向也一直处于矛盾运动中。电影的出现虽然是 %# + !"

世纪文化艺术现象与科技发明融合的产物，但电影艺术

更是建立在图像符号与话语符号这两种基本符号矛盾

斗争、辩证发展的基础之上。电影中抽象符号的形成是

电影艺术性的源泉，电影艺术的张力正是来自图像符号

向话语符号的矛盾转换过程中。

“电影的本质是两种叙事倾向的综合——— 造型的叙

事倾向（‘移动的画面’）和话语的叙事倾向。”& ! ’（()%,）话语

符号和造型符号的互动导致了这两种叙事类型在电影

中的平行发展。洛特曼认为：话语不是电影叙事中可有

可无的补充性特征，而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没有字

幕的无声电影或没有对话的有声电影应被视为一种特

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它证明了电影文本中的话语是不可

缺少的要素。在甘奈达·森达的《荒岛》一片中，观众常

常会感觉到缺少了话语符号，其实这恰恰是创作者的匠

心所在，体现了电影文本中两种符号系统的艺术性相互

游戏。一般说来，电影中主要是依靠画面来行使图像的

造型功能，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文字符号和声音符号也

可以担当造型功能。比如书本、报纸、杂志等都是由文字

构成的，而这些文字的图像又形成了具有造型功能的图

像符号。洛特曼以戈达尔的《一个已婚女人》这部影片为

例，具体阐释了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的交织运用。片中

的镜头之一是女主人公手拿着一本小说在聚精会神地

阅读，通过电影画面，观众不仅看到了小说作者的名字，

而且还看到了书的出版社，这里的文字符号显然起到了

图像符号的作用，影片借此来揭示女主人公的思想境

界、文化品位以及她所属的社会文化圈子。片中的镜头

之二是女主人公坐在沙发上，听着两个偶然来访的姑娘

闲谈，那两个姑娘的谈话是用声音来表示的，而女主人

公的思想活动则直接用字幕表现在画面上。值得一提的

是，在影片《华氏 -*% 度》中焚书的画面也是由文字符号

充当的，镜头中熊熊燃烧着的词语形成了整个火焰。书

的名称和书中的文字在影片中既充当了词语符号，又充

当了图像符号。在无声电影中，还可以用字幕中放大的

字体来表示声量的加大，这实际上也是由文字符号担当

并行使了图像符号的功能。

蒙太奇电影是一种特殊的电影语言的配置艺术。电

影中的图像可以起到造型语言的功能，而电影中的非造

型要素，如词语、音乐等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如电影中

的口头讲述并不是纯粹形式上的文字文本，它同时也起

到了一定的图像符号功能。因为当人物用话语文字来表

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图像符号也会积极地介入人物的

话语中，如人物在讲话时的面部表情、手势和其他肢体

语言等。在电影中，图像也具有词语的特性，图像就像是

诗的隐喻和换喻，具有双重话语含义和双关性的视觉形

象，这些都是电影图像获得了它原本并不具备的词语符

号的典型表现。如影片《十月》中克林斯基登上楼梯的那

个片断就表达了双重意义，也就是说“登上楼梯”不仅具

有直接意义，而且还有具有引申意义。电影文本之所以

具有典型的双语性，就在于它的信息交际是建立在词语

符号和造型符号基础上。

三

电影文本是一个虚构的叙事体系，它具有艺术的假

定性和程式化等特点。电影对世界的符号分析动摇了人

们对“眼见为实”的盲目信任，并打开了通向电影真实的

道路。由于电影叙事主要使用连续性符号，即画面，而且

电影镜头具有能将一切都定型记录下来的特点，所以在

银幕上再现出来的形象具有高度的具体性和真实性，想



!"!"#$%"

要表达某种程度的抽象就会与电影的本性相冲突。要想

使电影符号摆脱直接表物的意义，成为具有更普遍内容

的符号，可以通过一些固定的手法来达到目的。比如重

复的手法对于文字作品或一般的造型艺术来说都是常

用的，但在电影叙事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表现力：对同

一个物体的不断重复可以造成一种节奏感，而这种重复

性遮蔽了事物的具体意义，而强调抽象意义和联想意

义。再比如说，电影叙事还可以使用电影特有的手段

——— 特写，特写镜头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喻手法，而镜头

剪辑也可将事物的具体形象变为抽象概念的语言。

在洛特曼看来，镜头可被理解成最基本的电影语

言、最小的叙事单元和意义单位，镜头之间的组合关系

产生了电影文本的特殊意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电影

的意义就是电影语言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意义。“镜头与

镜头之间在表现客体的元结构层上（‘镜头中的镜头’）

的转换形成了复杂的符号情形。它的意义在于试图迷惑

观众并使之在最大限度内体验所有的‘反常规’，体验一

切普通而真实的事情及人们对它的态度和价值判断。”! " #

（$%&%）按照洛特曼的观点，剪辑电影就像使用词语一样，镜

头与镜头之间可以形成各种组合关系，镜头的剪辑使具

体的事物图像变成抽象的语言形式，从而产生了画面的

隐喻和象征意义。隐喻是在两幅画面的对照中产生一种

艺术效果和美学意蕴，如《罢工》中工人遭沙皇政府枪杀

的镜头同屠宰场宰杀牲口的镜头相并列；《总路线》中一

个呆头呆脑的胖女人的镜头同一只火鸡的镜头并列，这

些都产生了隐喻的效果。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中指

出：“所谓隐喻，那就是通过蒙太奇手法，将两幅画面并

列，而这种并列又必然会在观众的思想上产生一种心理

冲击，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看懂并接受导演有意通过影片

表达的思想。”!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隐喻不仅是观

众的一种心理作用，更是导演的一种表达意图。

洛特曼把电影的剪辑分为两种类型：不同镜头的连

接和相同镜头的连接，不同镜头的连接造成意义的交

叉，而相同镜头的连接则造成意义的转换。在洛特曼看

来，“尽管剪辑在实际上是离散的，但是对观众来说电影

镜头的内在转换却掩盖了其离散性，正如生动的言语掩

盖了其语言结构单位的界线一样。”!" #（$%%(）对导演来说，

镜头具有离散性，电影画面的切换就是不同离散镜头的

连接，画面的运动给观众造成了电影是一个连贯整体的

心理幻觉。图像符号形成的叙事是一种非离散性的叙

事，如果说第一种类型的叙事是导演按照生活的自然流

程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语法，那么，导演在分离出语法

结构的同时，还用第二种类型的叙事为我们提供文本，

“这样就产生了以现实结构（用索绪尔的术语说，就是语

言）或直接的经验存在（用索绪尔的术语说，就是言语）

为方向的电影。”! " #（$%%(）画面作为电影语言的一种表达形

式，它之所以能形成叙事，是由于摄影机制的存在，画面

的动态性实际上是由摄影机的视点动态性造成的。正是

由于摄影机的移动，才把静态的画面转变成了动态的画

面，摄影的俯拍、仰拍、斜拍等不同角度以及镜头的推拉

摇移等，不仅可以表现客观的视点，也可以表现主观的

视点，在导演的精心剪辑下，一系列的画面形成了连贯

性的叙事。

在电影叙事中，时间与空间是一对相互关联的重要

范畴。在洛特曼看来，时间和空间是现实世界的两个重

要参数，而电影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具有不同于现

实世界的艺术审美特征，这集中体现在电影对时间和空

间的艺术化处理上。艺术家要想获得进入艺术世界的自

由，就必须以电影自身的方式超越现实世界的时空束

缚。按照洛特曼的观点，电影空间具有双重性：既是对现

实空间的模拟，又是一种语言符号空间，因此电影文本

空间又可以看作是一种语义空间和美学空间。在洛特曼

看来，电影银幕是一个常量，而艺术语言或表现手法则

作为变量来突破现实性的制约，从而实现主体性的自由

创造。电影艺术既受到有形空间的制约，又无时不在突

破这种界限的束缚。于贝斯菲尔德在《戏剧符号学》一书

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工作就在于

将所有的语法关系空间化。”! ) #（$*"+）从索绪尔的组合关系

与聚合关系，到乔姆斯基的树形图表以及表层结构和深

层结构，到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其实都可以清晰地

看到语言的这种空间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语言学中

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了文本空间的坐标系，形成

了数学意义上的拓扑空间，即语义空间。由离散符号构

成的文本在语言层面上是一种超时间的结构，而在言语

层面上则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水平方向、横轴上的组合

关系为文本的线性阅读创造了可能，而垂直方向、纵轴

上的聚合关系又为文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联想

空间。

艺术时间不同于现实时间，艺术时间是一种饱含情

感体验的心理时间，在艺术中，体验到的永远是一种现

在时间。电影的物质属性决定了电影与其他造型艺术一

样只有现在时间。在电影中，观众忘记了在他们面前发

符号与叙事的自由嬉戏——— 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理论对电影叙事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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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是过去的事情，他们与艺术中的人物和事件一起生

活。“电影具有虚构和叙事的功能，同时更具有投影的力

量，电影观众被电影吸引住的不是‘曾经在那儿’，而是

‘此时此刻在那儿’”&’ (（)*）电影能让观众在信以为真的基

础上与之产生共鸣，首先就是由这种现在时间的审美体

验造成的。电影的真实是通过虚构的叙事给观众形成一

种“此时此地”的真实情感体验。“任何在现实生活中具

有空间延展性的画面，在电影中可以在打乱镜头并依次

重新组合后以时间链条的方式建构。在以视觉方式构成

的艺术中，电影是唯一一种以时间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形

象的艺术。”& ! (（)+"* , +"-）按照麦茨的观点，叙事就是用特定

的话语将一个具有现实时间性的事件非现实化，这实际

上是指出了电影叙事的虚构性与时间的密切关系。“叙

事就是以事件的转变为前提，它意味着从一个事件转变

为另一个事件，意味着时间性。⋯⋯叙事不仅需要记录

时间，尤其需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修饰时间，例如

删略时间，采取倒叙方法，重新安排时程等等。”&* (（).#）电

影中的叙事时间具有双重性，即指涉时间和被指涉时

间，前者是指叙述故事的时间，而后者是指故事本身的

发展时间。

按照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

构成叙事，“我们可以把叙事看作是一连串发生在一定

时间和空间之中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 - (（)/"）电影叙

事的基本单位是影像，而把影像变为语言是电影叙事功

能的基础。我们知道，电影叙事的本质在于画面的运动，

而运动必然就会涉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因此，电

影艺术也必然会与时间、空间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洛特曼看来，时间和空间是现实世界的两个重要参数，

电影作为现实世界的模式，具有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

审美特征，这集中体现在电影对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化处

理上。在进行电影创作时，艺术家会尽力从现实世界时

空参数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获得进入艺术世界的自由，

但是，“在任何创造活动开始之前电影总会强加给艺术

家一个客观存在的时空系统，在电影世界内不可能与之

脱离联系。艺术家只有与时间和空间作斗争并用电影自

身的方式才能战胜它们。”& !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

说，在电影运动着的画面中，空间得以时间化，而时间也

得以空间化，这种倾向在电影艺术中是一种从未停止的

双向的运动过程。

电影中的可见世界不同于现实中的可见世界，它是

一种既具有离散性又具有非离散性的艺术世界。在洛特

曼看来，电影艺术家的创造活动就是把现实世界转换成

艺术文本，电影之所以称为艺术就在于它对现实时间和

空间的审美超越。电影中的时间和空间与现实中的时间

和空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电影画面的具象性，所

以电影往往被理解为在一个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

的故事。其实，电影的世界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或者说是

一个心理的世界，它有着与现实完全不同的逻辑，这就

是艺术审美的逻辑。电影中的时间和空间不同于现实的

时间和空间，更确切地说，它是对现实时间和空间的艺

术化加工。

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接受，作为一种审美体验

都要求一定的外位性（巴赫金语），应当与真实的生活保持

一定的距离。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如洛特曼所

言：“艺术要求双重的体验：一方面要忘记在自己面前的一

切都是虚构的，另一方面又应记住这一点。”&! (（)+"!）电影艺

术的非现实性，既来自于电影自身特有的语言结构，又来

自于观众的审美心理机制。任何进入电影叙事语言之中的

图像，就会脱离它与现实的关系而进入艺术审美范畴。我

们知道，文本世界的真实性并不等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文本的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真实，但是

依据一定的语言法则和规范所建构的文本必然会具有一

种假定性的真实，正是这种假定性的真实，使观众在欣赏

电影时，会在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画上等号。实际上，

导演在建构电影文本时，一般都会有意识地让观众在虚拟

与现实之间建立起等价关系，因为只有这样，观众才会把

电影当作真正的电影来看，电影的艺术性和文本的功能才

会在叙事中得到进一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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