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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王成军 % &’(!— )，男，江苏徐州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热奈特在他的 《虚构与行文》中，提出要注重叙述学

中纪实叙事的研究。显然，直至今日，叙述的两个分支几

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虚构叙事一家的风姿和内容上，热

奈特认为，这是一种“以为虚构叙事文的本质即完美叙事

文”的“隐形偏爱”。换句话说，纪实叙事文则不是或很难

是完美的叙事文。在中国，叙述学的状况更堪忧思，富有

纪虚叙事传统的西方，已开始扭转只重视 “纪虚”叙事的

隐形偏爱，而我们中国时至今日却仍在高扬虚构叙事的

大旗，这是一种屈服于西方文化霸权并且反传统文化的

内在学理缺限。现在该到我们清理这一不重视纪实叙事

的理论与实践的现象，并构建中国自己民族传统的纪实

叙述学的时候了。

一

纪实叙事与纪虚叙事，是中西叙述学的两大分支，

总体来看，西方是以纪虚 %虚构 )为始源，中国则是以纪实

%实录 )为嚆矢的。毫无疑问，自亚里士多德起，西方诗学

就奠定了“虚构”的正宗地位。并统治西方的文学观念至

今。在《诗学》中，他提出“诗”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

学性，因为“诗”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样毫无 疑问的

是，自孔子起，以史传文学为主体的中国叙述学是把 “实

录”奉为最高审美原则的。孔子曾说：“载之空言，不如见

之行事深切著明。”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叙事学有着一条

由虚构正宗到虚构纪实并重的发展轨迹，而中国则出现

了令人沮丧的由纪实正宗到扬虚构贬实录的演变态势。

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纪虚叙事占有叙述的统治

地位。当然，这里的虚构文体，主要为悲剧。小说被纳入其

园地还要到千年以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应

是情节的“摹仿”者。这里的“摹仿”就是虚构。汤因比在

《历史研究》中指出，历史学家如果同时不是一个伟大的

艺术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海登·怀

特为纪实叙述学美言不少，提升了历史文本的地位，但是

他也没有摆脱逻辑怪圈，他公开把历史文本称为“文学虚

构”。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事实”中

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并得出结论说，当历史学家成功

地发现历史事实中隐含的故事时，它们是在叙述历史事

实而非虚构。针对柯林伍德的观点，海登·怀特却说：“柯

林伍德没有认识到，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

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

是故事的因素。事件能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

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

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 总而言之，

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

——— 才变成故事。”#& $ 这里，海登·怀特显系从虚构是文

学本质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叙事的。热奈特有一句话，值得

深思。他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有诗学的错误，大概

就是每种诗学都试图以‘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甚至‘名副

其实’的文学代替其准则所适用的，该诗学为此而诞生的

文学艺术之一部。从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的意图而言，上

述诗学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不称职的。”为此，热奈特指出

了“文学性呼唤多元理论的观点”。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

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虚构诗学理论，仅仅是在悲剧基础上

产生的文学形式，尽管它是以虚构为文体特征的，但是，

并不意味着可以代替整个文学准则。从“文学性”的多样

性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纪虚叙事和纪实叙事两大叙事美

学形式的存在。换句话说，纪实和纪虚是叙述学的两个分

支，它们之间没有也不应有谁正宗谁边缘，谁有审美价值

谁无审美价值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缺少反诘虚构为文

学本质的理论，难道说虚构了就是 “文学”了* “从前有座

山，山上有座庙，庙时有个老和尚”是虚构，但不是真正的

文学。因此，追根究源，我们应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比“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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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价值高，即虚构远胜于历史叙述的理论进行批判。在

此，我们至少应明确一点，虚构叙事并不在文体上优越于

纪实叙事。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学者开始走出这一怪圈

的同时，中国则自愿套上了本不属于自我的虚构帽子，至

今没有觉醒。

在中国，历史叙述有着极崇高的文化地位，其中最优

秀的典范之作是司马迁之《史记》。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专

家吉川幸次郎指出 《史记》“实为孔子的历史哲学的产

物”，“这是隐藏在史学结构中的重要的个人传记，它不仅

仅是个人传记，还是把个人作为各种同类人的典型来描

写的传记。”# $ % & ’"() * 中国的这种重视历史叙述的纪实倾

向，曾得到过黑格尔的赞美，黑格尔在赞美中国纪实叙述

博大精深的同时，甚至认为印度没有历史，这主要是因为

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叙述的国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更加注重历史的史学倾向的班

固父子，也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就从理论上认

可了司马迁纪实叙事的合法性。我们想，这里不能简单地

说，当时“文史”未分家，因为，这“文、史”二字的划分太笼

统，作为《史记》不能简单归为“历史”或“小说”。从叙事学

来看，《史记》应归为我们所称的 “纪实”叙事。也正是从

《史记》开始，这一重视历史叙事的传统，代不乏人。这种

尊重实事、以实有之事来思考人类全体的命运的传统，不

但融入了中国文化，而且几乎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人生

最高追求。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中国的纪实叙事理论并

没有因此而达到自觉，特别是到了唐代“传奇”出现以后，

愈发展示了纪实理论的滞后，其一是：导致中国纪实叙事

理论更加保守；其二是：借史传来抬高小说家的地位。与

西方不同，中国论者在叙说纪实中也有虚构时，是以小说

的眼光来梳理“史传”的，结果，不但未能建构中国纪实理

论，反而解构了史传独特的纪实特征。冯镇峦在《读聊斋

杂说》中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 《左传》，最善叙怪异

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更令人遗憾的是，五四文学革命

以后，由于参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虚构为文学本质”论，

中国的纪实叙事由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反倒转入了边缘。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虚构文学理

论的大展示。令人深思的是，这一学理缺陷却不为国内学

者所认识。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观点反倒

值得重视。他说：“文章形式在文学，在唐宋以后直至本世

纪初，与诗歌形式的文学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

但是在本世纪初，其价值被贬低，甚至为文学史家所排

斥。”# ! % 然而，这一重视中国纪实叙事的观点仍然被诸多

当代学者怀疑。即便出现一些论述纪实叙事价值的文章，

也是从小说与史传的关系角度去发现史传中的小说性，

或小说中的史传性，重点仍放在小说二字上。所以，我们

认为应尽快构建中国自己的纪实叙事学。

二

我们认为，纪实与纪虚在叙事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

区别是前者是“向实而构”，后者是“向虚而构”。所谓“实”

是指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例如：楚汉战争中的刘、项实有

其人，垓下之围中的“霸王别姬”实有其事。所谓“虚”是指

可能有其人，可能有其事。——— 至于幻如孙悟空更是向虚

而构——— 例如：贾宝玉是曹雪芹虚构之人，其梦游太虚幻

境并无其事可查。这里，从作者与读者的认同关系来看，

我们同意菲力浦·勒热纳 “自传契约”说，即作者与读者

间签定了一个彼此认同的“契约”。但我们想，仅仅有一个

“契约”还不足以约束彼此特别是作者的权力。这里刘知

几提出、章学诚补充的“史家四长”和“我们提出的“诗”是

保证 “纪实”叙事之所以成为纪实叙事的因素之所在 &我
们将在另文分析 *，可以用图表示为：

从图中可以看出，纪实与虚构同源于“纪”&叙事 *，但

纪实，是朝着历史真实 &史料 *方向移动，纪虚是朝着生活

虚构 &虚幻 *一端发展。但同时，纪虚和纪实会脱离其虚幻

与史料的横坐标而提升并围绕诗与真的纵坐标而形成一

个圆，这个圆，就是歌德所说的纪实叙述学所追求的美学

目的——— “诗与真”，也是鲁迅称誉 《史记》“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文本范畴，以前把坐标右上侧的半圆所包

括的纪实叙述方法归入给了小说，这不但是武断的，也更

是“虚构至上”的深层心理使然。让我们举几个名称具体

说明之：

"、想象

想象是历史叙述的方法之一，但这并不是说，纪实与

纪虚在想象上没有了区别。事实上，在纪实叙述中，想象

是一种保罗·利科尔所说的 “复制想象”，是对历史真实

事件的“复制”而不是创作一个新的事物的“再现想象”。

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纪实叙述中的想象是“肉死像之白

骨”。而且钱先生在指出史家叙述的 “遥体人情，悬想事

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推以摩”时，虽说

“《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

话、宾白之椎轮草创”，但是钱先生只是说历史叙述与小

说可相通，而非相同也。对于这一本质区别，却多被论者

忽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真正的历史叙述

中的想象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达到小说中的想象同样的美

学效果，歌德的《诗与真》就是一个经典例证。卡西尔说得

好：“符号的记忆乃是一种过程，靠着这个过程人不仅重

复他们以往的经验，而且重建这种经验，想象成了真实的

记忆的一个必要因素。这就是歌德把它的自传题名为《诗

与真》的道理之所在。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在关于他的

生活的故事中已经插进了虚构的成分。歌德想发现和描

述的乃是关于他的生活的真，但是这种真只有靠着给予

他生活中的各种孤立而分散的事实以一个诗的，亦即符

号的形态才有可能被发现。”#+ % & ’,, *因此，我们不能说想象

是虚构的同义词，因为，没有想象也没有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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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形式的意义

针对亚里士多德的贬实扬虚的命题。赵毅衡先生说：

“这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难题，因为它牵涉到重大的看

法，即文学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文学叙述比历史叙述更接

近真理，而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比历史更具有意义权力

的文类了。”在行文中，尽管赵先生心存虚构至上的“隐形

偏爱”，但是他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命题的 “偏颇之处”# $ %

& ’"() *，并不得不承认历史叙述的形式意义。但是，在赵先

生的行文中仍隐约现出扬虚贬实之意图。事实上，这不仅

是赵先生一人的观点，而是代表当前的一种倾向。如我们

说某某小说中有丰富的历史性无疑是对该小说的赞美+
但当我们说某某历史叙述有小说性时则成为对该历史著

述的讽刺+ 我们觉得这仍是没有真正看到历史叙述的形

式意义。司马迁写《史记》就是有着他的不亚于虚构叙述

的旨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

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叙事是作家展现自我理想、

舒发愤懑的主流形式，它丝毫不逊于虚构叙述。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是又一明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受所谓

虚构文风影响，用宏大的历史叙述来发表一家之言者，廖

若晨星。人们把更多的生命投入到了虚构的叙述。这实在

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语态

按照热奈特的说法，叙事文的语态归结为时态、人称

和层次问题。从叙述的时态来看，热奈特指出：“我不觉得

叙述行为的时间形势在虚构叙事和其它叙事中有什么先

天性的区别：纪实叙事同样也有事后叙事 &这也是纪实叙

事最常见的现象 *，事前叙述 &预言或预测叙事 *、同时叙

述 &报道 *，同样也有插入叙述，如日记那样。”热奈特说出

了真情。我们不能因为虚构叙述也有这些叙述时态，就说

纪实叙述是虚构。这一点上，我想特别强调指出：历史叙

述是一种话语语言叙述，它是一种有着主观性的话语形

式。不能也不应该用纯编年史学的方法来限制历史叙述，

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把小说与历史叙述相同的语态偏向

给小说。一般来说，纪实叙述的叙述者与作者的关系是统

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当叙述者与作者不统一了就是

虚构，就象不能用叙述者与作者统一了就推理出小说是

纪实一样。也就是说，历史叙事也可以在语态方面丰富多

彩。我们只有在理论上肯定历史叙述的自由度，当代的历

史叙述写作才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

,、时间变形

赵毅衡说：“时间变形”是叙述文本得以形成的必然

条件。这就是说，历史叙述作为述本是对历史底本的时间

变形的有意构型。历史叙述之所以富有诗学价值正源于

此，这一点往往被诸多史实学家所反对。我们想，中国历

史叙述学的难以形成，与一批史学家的 “科学主义”精神

有关。事实上，完全复现历史底本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而

只有通过时间变形才能形成真正的历史叙述。司马迁的

《越王勾践世家》先叙 “其先禹之苗裔”，但从禹至勾践之

父近千年，结果司马迁这位叙述者以为无意义仅用“后二

十余世”几个字将时间缩短，让越王勾践登上时间舞台。

如果历史叙述事无巨细写流水帐，显然是不可能，恰特曼

总结底本与述本时间长度变化为五种形式，有利于我们

了解时间变形的作用。它们是省略 &述本时间等于零且

-底本时间 *、缩写 &述本时间 -底本时间 *、场景 &述本时

间 . 底本时间 *、延长 &述本时间/ 底本时间 *、停顿 &底本

时间等于零且 -述本时间 *。以上几种时间变形，在纪实

叙事中都有表现。当然，虚构叙述也采用了诸如此类时间

变形，但由此类推历史叙述是虚构叙述是违反逻辑的。

最后我想总结说明以下三个观点：首先，在构建中国

纪实叙述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克服两个“至上”即“虚构至

上”和“科学至上”的偏执。历史叙述不是虚构，我们在上

文中已作说明，同理，历史叙述与历史也不能等同，却还

未引起足够注意，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界扯断传

统文化之纽带，高扬虚构，那么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割裂传

统史学的联系，彰扬科学。结果，中国的独特的受到黑格

尔赞美的历史叙述，既失乐于文园，又受贬于史苑，成了

文学的丑表妹和历史的蠢表弟。因此，我们只有在理论与

实践上克服 “两个至上”之偏颇，才能真正构建我们中国

的纪实叙述学。其次，我们必须具有关于文体的审美价值

的清醒意识，纪实与纪虚固然是叙述学的两个分支，但是

同为叙述，它们在美学价值上还是可以殊途同归的。这也

就是为什么《史记》能被鲁迅先生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离骚”的原因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一部作品的最后

审美判断，不能仅凭它是否纪实抑或虚构。纪实或虚构还

不足以决定其作品是否富有审美价值。《史记》不是虚构，

但它比虚构的《一件小事》审美价值高。《红楼梦》不是纪

实，但它远超于纪实的 《捕蛇者说》而成为世界文学名

著。再次，我们之所以呼唤构建中国自己的纪实叙述学，

是基于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反思。当时的论者引进西

方的虚构文学观念是没有错的，事实上，促进并繁荣了中

国二十世纪文学创作。但是，由于过多地献身于虚构，反

而没有冷静思考我们民族传统的东西。没有完成中国古

代纪实叙述的现代转化，而一味屈服于西方话语霸权。结

果，中国人用实在的人和事来反思人类命运的历史叙述

渴望被压抑或转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积极倡

导中国自己的纪实叙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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