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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叙述的修辞

方小莉

(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梦是潜意识的一种意义文本，其中贯穿了修辞方式。梦叙述以心像符号为主要表达方式，因此梦

叙述中的修辞属于符号修辞。梦的叙述者采用了各种修辞格，目的就是要更有效地传达各种信息，无论是欲

望还是启示，因此，释梦就必须将各种修辞格文本化，读懂梦中的各种修辞格，才能相对有效地获得梦的意

义。梦叙述中的修辞长期被学界忽略，文章试图从符号修辞、心理学与广义叙述学的角度切入，结合真实梦

例与文学艺术作品来探讨梦叙述的修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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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和荣格等心理学家都认为梦境是潜意识的产物，“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直接的表达”①。
既然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的表达，那么就是一种意义的传达活动。意义的传达必然有一个接收方。潜

意识的接收方显然是处于睡眠中的梦者。梦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那么梦也就成为了人类了解潜意识

的途径。
荣格认为: “梦未完全脱离意识的连续性，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梦中都可以找到若干细节，都是从

昨天或前些日子的印象、理念与情绪所引起的。”② 可见荣格认为梦境中也存在意识世界的部分因素，

梦能够传递意识世界可以理解的意义，这使得意识对潜意识的认识成为可能。那么潜意识世界到底包

含了多少意识成分呢? 荣格的答案是: “梦是不由自主的心灵活动之一，所具有的意识不多不少，刚

好够清醒状态时复制。”③ 也就是说梦中包含的意识，足够人类从梦世界醒来后，复制梦中的内容以

了解人类的“潜意识”在向“意识”传递什么信息、意义。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叙述都是一个主体把文本传给另一个主体，但是在梦境这样的心像

叙述中，是主体的一部分，把叙述文本传达给主体的另一部分”④。梦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那么梦

的叙述者则是潜意识的一部分，叙述者传输的文本则是梦境，而接收梦叙述的另一个主体则是 “梦

者”。这个梦者在梦叙述中是一个永远显身的受述者，因此它是梦世界的一部分，那么梦者则是潜意

识的一部分; 但同时，人类在清醒后可以根据梦者在梦中接收到的信息重新复制梦的部分内容。可见

梦者不仅是潜意识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联结潜意识世界与意识世界的使者。梦者身上同时还保

存着意识世界的残余，这才使得人们能够在醒来后可以用意识来描述潜意识。那么梦者则是潜意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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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交界。
赵毅衡认为: “弗洛伊德《释梦》开创的精神分析，实际上把梦看成潜意识的一种意义文本，其

中贯穿了修辞方式。”① 从修辞的角度来说，梦的叙述者为了能够向梦者更好地传达潜意识的意义，

在意义传递过程中贯穿了修辞方式，这样可以起到说服作用。梦叙述中的修辞长期被学界忽略，本文

试图从符号修辞、心理学与广义叙述学的角度切入，结合真实梦例与文学艺术作品来探讨梦叙述的修

辞问题。

一、梦叙述的修辞

修辞从传统的定义来说就是一种 “说服”术。一个主体采用某种策略说服另外一个主体，或是

对另一个主体产生影响。由于梦的特殊性，梦叙述中的修辞并非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而是发生在同

一个主体内部，即主体的一部分说服主体的另外一部分。可见梦叙述的修辞区别于其他修辞。一般的

修辞是自己说服别人或是别人说服自己，而梦叙述的修辞则是自己说服自己。
古代的详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梦境来了解神的旨意，同时梦还可以预知未来，甚至到了科学技术

高速发展的今天，依然有人相信梦可卜吉凶。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代人不把梦当成是心灵的产物，而

当成是神派来的使者给人的喻示。他们一致认为梦与他们所相信的神的世界有关联，梦源于神灵的启

示。② 现代心理学认为梦是心灵的产物，它的来源是潜意识。虽然心理学家们似乎都同意梦是潜意识的

产物，对梦的功能却各持己见。弗洛伊德一派坚持一切梦都是欲望的满足，而荣格一脉以及当代心理学

家们除了认为某些梦的确是欲望的满足外，还主张梦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对个人有启示作用。
在符号表意过程六因素之中，当某种因素成为主导，则使文本获得某种品质。梦叙述的修辞主要

关注梦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根据梦的不同功能，我们可以把梦叙述划分为主要具

有意动性品质的“启示类”梦，以及主要具有情绪性品质的 “满足类”梦。
“当符号表意侧重于接收者时，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意动性 ( conative) ，促使接收者做出某种反

应。”③ 古代的详梦认为梦是神谕，那么梦的表意主要以意动性为主导，表意侧重于接收者 ( 梦者) ，

希望接收者接收后得到警告或是预测将来而采取相应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古代的详梦中，梦的

叙述者似乎是假想中的 “神”。他通过梦境给予人类警示，说服人们采取某种行动。从现代心理学来

看，梦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梦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以给人各方面的启示，因为 “梦可以是无情

的事实、哲学的警句、幻觉、狂野的幻想、回忆、计划、预期，甚至可以是心电感应的幻影、非理性

的经历，以及天知道的一些玩意儿”④。在荣格看来，梦的叙述者好似一位诗人，他用生动形象如诗

的语言讲述关于心灵的真理。这种梦所用的类似于诗的语言不是为了伪装，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表达。
也就是说，梦叙述的叙述者采用了有别于意识世界的意义传达方式，在向梦者传递某种信息以达到启

示的作用。他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了接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的意思，并采取相应行动。“当符号表意

过程侧重于发送者时，符号文本出现了较强烈的‘情绪性’ ( emotive) 。”⑤ 弗洛伊德一派认为梦是欲

望的满足，梦念通过显梦得到呈现，那么则是 “情绪性”为主导。表意侧重于符号发出者，即梦的

叙述者。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某种愿望幻想式的满足，它是通过幻觉式的满足来排除干扰睡眠的心

理刺激的一种经历”⑥。也就是说，人类压抑的各种欲望可能产生某种心理刺激从而影响人类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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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梦则通过幻觉体验的方式满足了人类的某些欲望，从而保证了人类的睡眠不受干扰。从修辞上来说，

也就是叙述者通过梦境说服受述者，他的某个被压抑的欲望已在梦中得到满足，梦者可以继续睡眠无须

醒来。例如一个入睡的人感到口渴，则梦见自己喝了一大杯水，如果他的欲望因梦见喝水而得到满足，

那么他则无需醒来去喝水。弗洛伊德认为梦就是通过这种幻想式的满足方式来保护人类的睡眠。
当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属于哪一类，梦都是一种意义文本，其中贯穿着修辞方式;

都可以说是叙述者 ( 主体的一部分) 在向受述者 ( 主体的另一部分) 传递某种信息并实现某种目的。
梦叙述的这种自己说服自己的特殊修辞模式在 《盗梦空间》中可谓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盗梦空间》中，齐藤想瓦解莫瑞斯·费什的企业帝国，因此试图改变其儿子罗伯特·费什

的观念，让其自动解散公司。然而这一任务在意识层面无法完成，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罗伯特清醒

时说服他做这样的事情。因此齐藤请到了多姆·科布及他的盗梦团队，试图在罗伯特的潜意识中进行

思想植入，从而让他自动解散公司。从梦叙述的修辞上来讲，很显然，盗梦团队在罗伯特的潜意识中

植入一个意念，从而让潜意识将这个信息传达给梦者———睡着了的罗伯特，即让梦的叙述者将这个思

想传达给梦者从而说服梦者瓦解父亲的企业帝国，这正是让梦者自己说服自己的方式。

二、梦叙述的选择轴与聚合轴: 隐喻性与转喻性

任何符号文本都是选择的结果，选择必然涉及聚合与组合的双轴关系操作。“聚合轴可称为选择

轴，功能是比较与选择”①，它是根据相似性原则进行比较与筛选，因此是隐喻。“组合轴可称为结合

轴，功能是邻接与黏合”②，它是以邻接关系进行组合，因此是转喻。梦叙述同样也涉及聚合与组合

的双轴关系操作。
构成梦世界的材料极为丰富，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梦来源于人白天的经历、个人的记忆、儿童时期

的经历等等。如此丰富的材料，不可能一一进入梦叙述。因此梦叙述 “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个人过去

经历的记忆，特别是最近的，最显著的材料相对优先”③。梦叙述的叙述者则需要根据自己要传达的

隐意来筛选组成梦世界的材料。为了能够有效传递信息，梦叙述的叙述者必然要经过比较与选择，并

对选上的材料根据关联性进行有效组合。
然而当梦者在梦中接收到梦时，却只能看到显梦，也就是梦的组合关系的呈现，因为 “聚合是

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构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 组合就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

显示的”④。文本通过双轴关系的操作完成后，组合段显现，属于表层结构; 而聚合是隐藏的，属于

深层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梦者接收到的梦为显梦，属于梦的表层结构。我们始终相信，梦背

后有更深层的意义，这即是被隐藏的聚合关系，属于梦的深层结构。而这一深层结构并非梦者在接收

梦时就能获得，而是要梦醒后通过专业的心理分析才能获得，即梦的隐意。释梦可以重新考察梦的聚

合关系，考察梦的材料中被“选上”或“选下”的部分，聚合轴上被选下的材料在分析中得以呈现，

从而获得梦的隐意。例如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是被压制的欲望的满足。在梦叙述中梦者看到的是

显梦，而由于梦的稽查机制，梦一般不会直接表达梦者的欲望，因此梦中所呈现的 “选择”则不会

直接表达梦者的欲望，而是通过相似性以隐喻的方式选择另一个意象来替代。直接代表梦者欲望的意

象则是在聚合轴上被“选下”的材料，因此在梦中梦者无法直接观察到梦者的 “欲望”，只有通过梦

的解析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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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本背后的聚合段宽窄不一，即是说有的文本聚合轴上选择面宽，有的文本中可提供的选择

则相对较少。虽然文本组合形成后，聚合轴就退居幕后，但是在解释中却会被再一次唤出。可以说对

文本的阐释最重要的就是要唤出聚合轴上被选下的因素，从而阐释出文本的深层意义，而梦叙述中文

本的深层意义则是梦的隐意。弗洛伊德将梦分为 “简单的梦”和 “复杂的梦”。儿童由于思想单纯，

接触的东西相对较少，因此选择轴上可替换的意象则相对较少。再加上儿童心理不知何为社会禁忌，

因此在他们简单的梦中，主要是直接表达欲望。例如儿童因白天没有实现吃冰激凌的愿望，晚上可能

就会梦见自己在吃冰激凌，而不会出现别的意象来代替这个愿望。因此在简单的梦中，梦叙述的聚合

轴上选择有限，属于窄幅选择。
而复杂的梦则正相反，成人由于见多识广，经历、记忆与孩童相比更为丰富，聚合轴上提供的选

择项丰富，因此为宽幅。当然，成人由于生活在社会规约中，本我欲望会遭到超我的审查，因此在表

达某一个被压抑的欲望时，他们在梦中不会选择代表这个欲望的直接意象，而是通过比较与筛选，选

择一个相对无害的意象，可以说成人的梦有多重复杂的选择来替代。因此当成人白天没有吃上冰激凌

时，晚上在他的梦中，他可能会喝了冰水，也可能自己开了一家冰激凌店等。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的梦提供的选择少，但是由于他们不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能够进入梦境的

材料似乎不受约束而显得直接，因此简单的梦中显梦与隐梦几乎重合。成人的梦聚合轴提供的选择丰

富，但是由于受社会约束，因此选择的意象则相对于儿童的梦隐喻性更强。
总的来说，梦叙述是一种偏向聚合的表意方式，隐喻性较强。对于大多数梦来说，人类接收到的

都是各个片段。这种梦中，聚合轴占优势，梦可能由各种表达同一个欲望的片段并列构成，之间无明

显逻辑因果联系，这样的梦在感知时一片混乱，隐喻性强不容易记住。可以说大多数梦都是浪漫主义

的，或者说具有诗歌的特点，因为它从选择轴上把类似性原则转换到结合轴上。少数梦也有可能情节

性较明显，即组合关系突出，这样的梦转喻性强，比较接近人的理性认识和逻辑，容易记住。

三、梦叙述的明喻、隐喻、提喻与转喻

梦是由心像符号组成的。弗洛伊德认为: “视觉意象组成我们梦的重要部分。而别的 ( 除听觉以

外的) 感觉，则在梦的形成中具有间歇性和次要地位。”① 荣格也认为“梦是一幅心理的图像”②。从

广义叙述学上来讲，梦是类演示性叙述，梦者在梦中如观看电影一般接受梦叙述。因此构成梦的并非

语言而是形象符号。当我们讨论梦叙述的修辞格时，必然讨论的是符号修辞。
由于“符号表意不可能有‘是’、‘像’、‘如’之类的系词连接，修辞的关联方式，就必须靠解

释才能落实，要对符号文本进行分析。符号文本是文本性的”③。现代心理学普遍认为梦是象征性的语

言，释梦就是要读懂梦中的一切象征意象。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释梦应该是要读懂梦中的各种修辞格，梦

的隐意就是符号文本通过各种修辞格传达的不在场的意义。因此释梦不能僵化地查找解梦大全，找出某

个意象的象征意义，而是应该将梦中的意象语境化、文本化，才能够读出相对正确的梦的隐意。
拉康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凝缩与移位就是隐喻与转喻。④ 雅克布森提出弗洛伊德所说的 “认同”

与“象征”是比喻性的，置换是转喻，浓缩是提喻。⑤ 可见梦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借用了各种修辞

格，在显梦的背后有着隐梦不一样的意义，而要解开梦的意义必须要先读懂这些修辞。事实上，这些

符号修辞也只有在对符号文本进行分析，即释梦时才能够落实。梦如诗歌一般，主要特点为间接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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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了实现说此喻彼的目的，梦叙述通过凝缩、移置、歪曲等方式来传递意义。它用一个意象代替

另一个意象来实现梦的隐喻与转喻，或是通过歪曲产生歧义性、矛盾性或荒谬性，来创造梦的反讽。
论文接下来的部分主要讨论梦叙述中的各种符号修辞。

1. 梦叙述的隐喻、提喻与转喻

“符号隐喻的解读有一定的开放性，喻体与谕旨之间的连接比较模糊。”① 弗洛伊德认为梦有显意

也有隐意。从总体上来讲，显梦可以说是喻体，而隐梦则是谕旨，因此梦整体上来说是隐喻性的。形

成梦的机制比较常见的逻辑关系只有一种，即类似、相同或接近关系，或“恰似”关系。② 聚合轴上

的诸多相似因素因梦的稽查作用而无法进入梦中，梦的凝缩则有利于表现这种相似关系。
凝缩作用因相似性将不同事物相互联系起来，建立起集合形象或是复合形象，因此凝缩即是隐

喻。相似性构成梦中的认同作用 ( identification) ，经过多次认同，梦的材料就可以凝缩起来。认同作

用就是“和共同元素有关的单一一个人在显梦中出现，第二个或别人在梦中都好像受到压抑。但梦

中出现的这个人具有覆盖性，在所有关系和环境中不是明示这个人本身就是暗示他所覆盖的别人”③。
也就是说因为相似性起作用，某一个单一的个人代替另外的意象出现在梦境中，他的出现可能代表自

己，也可能是替代他所覆盖的在梦中遭到压抑而无法出现的别人，以相似意象作为替代则为隐喻。弗

洛伊德还强调，梦是纯粹自我中心主义的，如果自我没有在梦内容中出现，那么自我则是通过认同作

用隐藏在他人背后，那么他人则成为自我的隐喻。
“转喻的意义靠的是邻接，提喻靠的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④ 符号修辞文本边界不清，因此转喻

与提喻经常难于划分清楚。在梦叙述中移置即是转喻。梦念中进入梦境的元素必须是能够逃脱梦的稽

查作用的因素。在梦的产生过程中，具有最强烈兴趣的主要元素在梦中的位置被别的具备很小价值或

是属性上较次的元素取代。这些元素与梦念的主要元素相关，对于梦念来说却价值较小。但它们在梦

中却可能处在最显眼的位置，而梦念的主要元素却出于梦的稽查而落在隐蔽或边缘的位置。这样各种

因素之间的关系按照邻接性来考察，梦的阐释者只有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综合分析，才能获得梦的隐

意。“移置作用的结果是让梦的内容与梦念的核心不再有类似的地方，梦所呈现的是存在于潜意识之

中的梦的欲望的一种伪装。”⑤ 一方面移置作用用相关性取代相似性，即是转喻代替隐喻。另一方面

正如拉康所认为的那样: “欲望是转喻。它指向无法满足的东西，其谕旨与所有符号意义一样，必须

不在场。”⑥

在梦的复合作用 ( composition) 中，“梦中的情景有时把各种人的特征综合在一起，但并不表现

为一种相同的特性。这些特征集中到一个统一体，就成为了一个复合人物”⑦。这个复合人物或事物

身上的某个特征会因是另一个人物的一部分 ( 提喻) ，或是与另一个人物相关 ( 转喻) ，而让人联想

到另外一个人或物。弗洛伊德的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梦的这种复合作用。他的一个女病人梦见一个

男子: 眼神像教皇像，长相似她的牧师，胡子像她的心理医生，身材像她的父亲。⑧ 只要我们理解了

这个复合形象是通过提喻的方式由上面几个人物构成，再比较这几个人物的关联性或共同点，则可以

得出梦的隐意。
除了在真实的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梦叙述的隐喻、转喻外，在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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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皆是。《天路历程》的整个故事都发生在梦境中。叙述者目睹了一个叫基督徒 ( Christian) 的人从

人世走向天国的朝圣历程。梦中的这个基督徒，显然是一个具有覆盖性的人物，他可以代表所有诚信

基督的人，甚至包括叙述者本人。因为梦是纯粹自我中心主义的，叙述者自我可能通过认同作用隐藏

在他人背后，那么他人则成为自我的隐喻。在这个文本中基督徒和他的朋友忠信 ( Faithful) 来到一

个市集，名为浮华集 ( Vanity Fair) 。在这个市集上可以买到任何商品，这个市集显然是当时的伦敦

或者甚至是人世间的隐喻。“在这个市集上有英国街、法国街、意大利街、西班牙街、德国街，出售

着各种浮华的物品。”① 这些街道，让人联想到欧洲各国共同组成了这个复合结构的浮华集，这是转

喻。当然，如果我们要将各国的街道看作各国的一部分，则是提喻。
正如前文所说，梦境整体而言是隐喻性的，因为人们相信显梦的背后有隐梦。然而具体的阐释活

动却是提喻性与转喻性的。因为梦醒后的人类好像特别容易忘记梦。我们记住的总是梦的片段。释梦

则以这些片段为研究对象，通过联想、想象等找到它们的关联性，从而认识整个梦。
2. 梦叙述中的明喻

如果说隐喻是明喻的缩略形式，那么明喻则是隐喻的扩展。② 赵毅衡认为: “在符号修辞中明喻

的特点是文本中强迫性连接，不容解释者忽视其中的比喻关系，也就是两个符号在表层上有强迫性比

喻关系，不允许阐释者有另外解读的方式。”③ 大多数的梦都被认为是隐喻，而非明喻。然而仔细考

察，梦境中也并不缺乏明喻。
儿童的精神活动比成年人简单，小孩的梦常常是纯粹的欲望满足。④ 也即是说，对于儿童简单的

梦来说，在阐释中不一定需要将梦中的意象作为被压抑的欲望的隐喻，从而产生各种对梦的隐意的猜

想。儿童精神活动的简单性使得梦中出现的意象与儿童的欲望在表达层上形成强迫性比喻关系，无须

另外解释。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一个案例:

一个 8 岁的小孩随父亲去看维也纳附近的多恩巴赫山区的洛雷尔小屋，但时间太晚只能中途

返回。父亲许诺以后再去。第二天早上这个小孩对父亲说昨天晚上她梦见父亲和她一起去了洛雷

尔小屋。⑤

这个梦是小孩满足愿望的直接表达，在具体的语境下，梦中的小孩去了洛雷尔小屋显然与她现实中想

去洛雷尔小屋有强迫性比喻关系，无须另外解释。
梦叙述的类演示性在某一方面体现在 “它可以把一种突然发生的源于现实感官世界的印象糅进

梦的结构中去”⑥。外部的某个刺激，使得某个相关的意象卷入梦中，这就使得梦世界与经验世界似

乎直接对照，强迫形成一种比喻关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镜头是，某个人梦中突然非常喧闹、或是出

现汽笛声、或是教堂的钟敲响，梦者在梦中被惊醒，原来是自己床边的闹钟响个不停。梦中的各种噪

音与闹钟的声音显然有必然的联系。有时来自身体内部躯体的刺激也会产生明喻的效果，比如牙疼的

人晚上做梦也梦见牙疼。

四、梦叙述的反讽

前面讨论的修辞格基本都是让符号对象双方相互靠近，然后用一者代替另一者，然而反讽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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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号对象的排斥冲突。反讽是一个符号表达的非但不是直接意义，而是正好相反的意思”①。人清

醒的时候会说反话，口是心非，做梦的时候也会出现如此情况。梦由于稽查作用而遭到扭曲。一些梦

的信息无法正面表达，因此则通过符号意义的对立面来呈现，类似于说反话，即显梦的意义与隐梦的

意义刚好相反。当然梦叙述的反讽，也必须通过对符号文本的分析才能实现。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曾引一例，在梦中梦者的位置在楼下，而他的哥哥则在楼上。梦中

梦者与哥哥的位置与实际情形颠倒，因为弗洛伊德了解到病人的哥哥已丧失了社会地位，而病人身份

却依然高贵。在维也纳，说某人在 “楼下”就等于他失去了钱财和地位。在梦中，由于梦的稽查作

用，病人认为将哥哥置于自己之下的位置是不合适的，因此才出现了梦中的倒错。梦者口是心非，自

己实际上认为地位高过哥哥。
梦叙述的反讽还表现在梦中的情感与梦内容的不和谐性。弗洛伊德认为: “在梦的形成过程中，

观念材料经移置和替换，而情感则不变。”② 梦念的材料由于稽查作用在进入梦时被歪曲、变形，然

而感情却依然不变，那么梦中的感情与梦的内容则极有可能形成某种不协调。“在梦中，我们可以处

在一种可怕、危险或厌恶的情景中却没有恐惧或厌恶之感，甚至相反地，会对无害的事情表示恐惧或

对幼稚的事情表示高兴。”③ 这正是因为梦的稽查作用使梦的内容发生了扭曲、变形，然而梦者的感

情却没有变。更准确地说，显梦的感情与隐梦的感情相冲突，或相反。梦者正是用隐梦的感情接收着

显梦，这种情况下梦者感情与梦的内容相割裂，呈现冲突，从而形成反讽。《梦的解析》中提供了一

例典型的梦例: 弗洛伊德的一位女病人梦到姐姐的小儿子死了，躺在棺材里。她对此毫无痛苦与悲伤之

情。通过分析才发现，她曾经的恋人在姐姐的大儿子死时曾出现在追悼会上。因此她梦见姐姐的小儿子

死了其实是为了能够再见到自己的恋人。那么这个梦则掩饰着她想再见到恋人的愿望。显梦是姐姐的儿

子死了并躺于棺材中，本应该伤心难过。但是这个梦背后却隐藏着能再次见到心上人的愿望，梦中的情

感与愿望即隐意相一致，因此梦者并不感到悲伤。这就形成了梦与情感的不和谐，构成反讽。
这样的案例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多。《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向耐丽讲述自己置身于天堂的一个梦境。

梦中面对美好的天堂，凯瑟琳大哭不止，要求回到尘世。天使大怒将其扔出天堂，扔到呼啸山庄高地上

的荒原中，她却高兴地哭醒过来。④ 在该梦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堂是嫁给林顿并与他的家人过着高贵

生活的隐喻。由于凯瑟琳热爱自由，生活在天堂中并不能得到幸福，因此在梦中，虽然置身于天堂，但

她的感情没有变，是忧郁的。当她被赶出天堂，她却是喜悦的，因为她可以在呼啸山庄自由生活，并且

与希斯克利夫在一起。因此在整个梦境中，凯瑟琳的情感与梦境是相冲突的，构成反讽。
从以上对梦的修辞的分析可以看出，梦叙述是潜意识的意义文本，其中贯穿着修辞方式。与其说

梦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释梦就是要解开梦中的各种象征意义，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梦的叙述者采用了

各种修辞格，目的就是要更有效地传达各种信息，无论是欲望还是启示。因此，释梦就需要读懂梦中

的各种修辞格。梦叙述以形象符号为主要表达方式，因此梦叙述中的修辞属于符号修辞。我们在解梦

时，必须将各种修辞格文本化，通过解读具体的梦文本而得出不同的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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