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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摇 要: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冶拆除了各否定项赖以存在的体系框架,将事物发展改造成一

个只有否定的连续运动,从而深刻地批判了辩证法。 虚构文本必然在某一个体系之中展开,展开的过

程就是不断走向否定面的过程。 处于时间流中的情节可以与处于空间中的结构互相置换、解释,共时

性否定和历时性否定同时存在于情节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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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否定的辩证法拆除了什么?

情节主要靠叙述文本中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连接,
不同的因果关系类型决定了小说情节的类型。 由于小说是

一个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不像实在世界的某些因果律那样

显现为必然,所以在构思的时候又有一个选择与组合的过

程。 那么,作者在对情节进行构思的时候,以什么方式思维

才能有趣地推动情节的发展? 赵毅衡在仔细地分析了《黄

金时代》文本之后得出结论:“叙述的本质,是一个连续否

定的过程,叙述即否定。冶淤本文认可这个结论,因为一切事

物的发展都是否定,清理否定的类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情

节的推进模式。
自柏拉图以来的很长时期,西方哲学以把握世界的整

体性为目标。 “哲学将整体当做自己的对象来垄断,就把它

作为异于自身的东西驱逐出去冶。于这种朴素的思想方法导

致哲学不能把握更多的“异物质冶。 辩证法的出现,为解决

“异物质冶问题提供了思想方法。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

是多余的、是从外部随意涂抹上的方法冶,“它标志着同一

性的不真实,即被概念把握的东西不能完全进入概念之

中冶盂。 他由此对自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法展开了系统的批

判。 在这个批判过程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辩证法“否定之否

定冶思维方式的问题,同时也看到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思维方

式的不足。 在阿多尔诺看来,“同一性冶是康德、黑格尔哲

学的纯粹思维形式基础,同一性思维方式存在于康德处,又
被黑格尔用来反对康德。 但是黑格尔同样没有意识到,“同

一性冶“总体性冶概念本身就是虚幻的,“因为那个总体性是

按照逻辑建构起来的,而逻辑的核心是排中律,这样,所有

不符合排中律的东西、所有质上不同的东西,都被假定为矛

盾的。冶榆阿多尔诺指出,辩证法为了认识和概括世界,就需

要用概念来统一被认识的对象。 一旦用概念统一对象,就

是在用意识自身的形态去把握世界。 许多不同质的东西都

被强行视为矛盾的东西,更多杂多的东西被强行拉入同一

性之中。 所以他认为,“如果谁屈从于辩证法的戒律,那无

疑就为经验的杂多性做出了痛苦的牺牲。冶虞 因此,阿多尔

诺强调“非同一性冶并以之来概括事物的发展,从而建构起

了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冶并揭示了传统哲学认识事物发展

的思维形态,那就是忽视杂多性、用概念将丰富性纳入二元

对立的框架体系。 谢永康认为“阿多尔诺改变和否定的直

接对象自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冶愚,反思、否定黑格尔的辩

证法是否定的辩证法的起点,而他最终要改造的对象是马

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的思考起点是否定。 黑格尔辩证法中有“正

题冶“反题冶“合题冶这个著名的三段论。 马克思将黑格尔哲

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否定之

否定冶重新整理了黑格尔的三段论。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

到阿多尔诺,否定的模式至少可以概括为这样三种:
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
马克思: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阿多尔诺:否定、否定、再否定。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辩证法并无实质性变化,我们可以

把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冶看作对黑格尔的“合题冶的重新

认识。 阿多尔诺则抛弃了“肯定冶面,建构了一个连续否定

的思维模式。 为了说清楚否定辩证法的核心理论框架,我

们有必要用符号学的观点来审视关于否定的一些基本

问题。

二摇 共时性否定、历时性否定与符号双轴

我们感知到的世界是经验世界,我们在经验中整理的

世界是符号世界。 张法认为,“符号世界的发现使人对世界

和自身达到了一个较接近真理性的认识。 这就是人面对的

不是一个客观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人只是通过符号来

与客观世界打交道;客观世界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为人所认

识;客观世界只能表现为符号世界。冶舆也就是说,不论黑格

尔、马克思还是阿多尔诺,其实都只能在符号世界中谈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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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这可能是一切哲学都无法摆脱的魔咒,只要你一思考

就不可避免地进入符号世界。 “人只能面对符号世界这一

事实,是人面临的最大的矛盾。冶余 既然人的认识无法摆脱

符号世界,那么在符号世界之内来看待思维与哲学就不可

避免。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共时性冶和“历

时性冶两个概念用以说明语言的存在形态。 看待任何事物

都可以从这两个角度观察,对于否定同样如此。 例如我们

做任何选择,从共时性的角度看,选择的同时就拒绝了其他

可能;从历时性的角度看,选择就意味着对之前状态的改变

和否定。 周书俊认为,“自我选择体现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

关系。 自我选择本身就是扬弃,既是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又
是对自我存在的否定。冶俞萨特同样认为“我们自我选择,就
是我们自我虚无化冶逾。 也就是说,一旦选择就意味着否

定。 这种认识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待否定的。 共时性否

定,是选择轴(聚合轴)上的操作,即当我们选择了聚合轴

上的某一个选项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余选项的操作。 当然我

们也可以反过来看,正是因为我们否定了其余选项,所以被

选的那个选项才被选择出来了。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因与

果是同时存在的,因果不处于时间流中,这完全不同于组合

轴上的操作。
历时性否定,是组合轴(结合轴)上的否定,就是在时

间流中,后面的事件出现、前面的事件被否定的操作。 索绪

尔所说的历时性是指语言的发展、共时性是指语言的结构,
组合轴与聚合轴都是结构而非历史。 本文借用此概念是想

用以说明另一种看待否定的方式。 当我们谈论情节问题

时,否定可以被安置于空间结构或时间之中。 当它被安置

于空间结构之中时是共时性否定,被安置于时间中时就是

历时性否定。 历时性否定在实在世界中不能反过来由果至

因;但是在叙述世界中却可以。 然而即使是在前果后因的

叙述世界,观念上的前因后果关系仍然不能被推翻。 也就

是说,历时性否定主要是指因果律,由因至果就是否定。
任何有情节的叙述都是共时性否定和历时性否定共同

操作的结果。 没有共时性否定就无法选择,文本就是杂乱

的“实在冶的堆积。 所有叙述都必须从杂乱的“实在冶中选

择一个“值得冶叙述的单元(可述性)。 没有历时性否定,情
节就无法存在于时间流中,也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和时间向

度,情节就无法发展。 另一方面,共时性否定与历时性否定

可以互相转化。 在叙述情节中,存在于空间或结构中的否

定可以在时间流中成为前因后果。 时间流中的因果关系也

可以转化成一种空间结构,以便于我们分析与认知。 我们

可以让情节在一个认知结构模型的各因素中往返运动以形

成情节,同样可以把一部小说的情节用一个结构模型进行

分析。

三摇 “元冶与情节模型

在整理经验世界的时候,必然面对一个问题:到底应该

用什么思维框架去整理杂乱的经验? 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

一个本原,二元论认为世界有两个本原,多元论认为世界有

多个本原。 “元冶的本质,可以看作互相否定的概念。 例如

“五行冶认为世界本原有五个: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生

相克,“相生冶是肯定型因果,“相克冶是否定性因果,每组因

果关系形成循环,世界便在此五行之中运行。 “生冶与“克冶
是一组矛盾,事物处于每个点上都有两个运动方向的选择,
世界便在此框架下运动。 五行之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不是同

一物,每一个元素都与其余四个元素发生关系,所以五行不

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互相否定的。 《红楼梦》的人名设计

多与五行相关,主要人物姓名的偏旁常代表人物的属性,例
如贾宝玉属土,薛宝钗属金,林黛玉属木。 赵健伟认为,
“宝、黛、钗即土、木、金的相生相克关系,决定了三人的婚姻

成败,也奠定了《红楼梦》这一更大的悲剧冶。訛輥輯《红楼梦》的

情节结构发展,与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密切相关。
正是因为对构成世界的“元冶的形态结构的不同认识,

才造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型,也形成了不同的情节发展模式

和分析情节模型的方式。 小说的情节发展基本上都可以在

互相否定的“元冶之间的运动中得到解释。
(一)一元论情节模式

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原,或者是精神派生物质,
或者是物质派生精神。 一元论大多只处理物质和精神之间

的关系,一般不能用来讨论叙述情节的发展。
但是,如果作者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情节总是会倾向

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 在一元论世界观指导下,故事情节

雷同的情况非常多。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各国民间故事在

主题、情节上大同小异的现象十分普遍……欧洲各民族童

话的情节,约三分之二与其他民族的童话相重合。冶訛輥輰 这大

概不仅是故事同源、文化交互、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所致,
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情节模式符合人们对世界形态的认知模

式。 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总结出民间故事的 31 个功能

单元并开创了叙述学这个学科。 事实上,普罗普的《故事形

态学》本名《神奇故事形态学》,“它旨在阐述民间神奇故事

的结构形态。冶訛輥輱即是说,这些故事多是由一神论世界观指

导的,这些故事的情节有比较固定的结构模式。
在具体的情节推动过程中不可能只有一元。 一元论一

般只能决定故事的总体走向而不能决定具体的情节动作。
故事必然有矛盾、因果、美丑、高下等对比。 只要有对比,世
界就不可能呈现为一元,一元论也必然向二元论方向发展。
赵宪章发现了这个规律:“如果说古希腊出现的三大形式概

念建立在艺术一元论基础之上,那么,古罗马时代的‘合

理爷与‘合式爷则是西方美学史上艺术二元论之滥觞。冶訛輥輲

(二)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情节模式

哲学中的二元论多数情况下是指物质与精神的相互独

立。 形而上学中的二元论是指在任何领域之内,都有两个

独立而不可相互还原的实体即两个相互否定的“元冶。 笛

卡尔区分了物质与思维(精神),莱布尼兹区分了现实和可

能。 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大多在二元

论的思维模式下展开。 “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从柏拉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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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到康德、黑格尔,甚至尼采、萨特等,就一直呈一种二元

对立的关系模式。冶訛輥輳“正是以这类二元对立作为基石,传统

哲学构筑起了形而上学的大厦冶。訛輥輴康德的“二律背反冶 、马
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都深受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
塞尔登说:“在西方哲学思想中,统一体、中心、在场的概念

一直是根本的概念。 甚至结构主义理论家也将‘结构爷视

为毫无疑问的牢固的意义‘中心爷。冶訛輥輵二元对立思想支撑起

庞大的西方思想体系,但是在现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思想也是如此。 有研究者发现,

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大量存在二元对立的观念,直至近代以

来“传统文学情节中的‘忠奸对立爷、‘善恶对立爷、‘美丑对

立爷等二元情节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冶訛輥輶 在儒家传统思

想中,向来有君与臣、夫与妇、父与子、君子与小人等二元对

立概念。 在道家思想中,有内与外、有与无、生与死、刚与

柔、长与短等二元对立概念。 可见二元论在中西方的思想

体系中都有深广的传统。
由于二元论思维模式将所论的世界一分为二,所以二

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很容易将世界进行划分。 佛教的因果报

应、因果循环,也可以看作是二元对立概念的历时性否定的

结果。 因果循环律是佛教的两大定律之一,它的含义是:
“第一,没有无因而生果的。 第二,没有有果而无因的。 第

三,没有果不成因而再生果的。冶訛輥輷 即是说,世界发展的规

律,是因生果、果再生因、因再生果,因果循环,生生不息。
现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因果循环和因果关系“经常是双

向的(A 导致 B,B 导致 A)冶。訛輦輮因果循环律与马克思的否定

之否定律并不矛盾,而且是可以互相解释的。 在二元对立

体系中,肯定与否定可以互生并存,这就是辩证法。
在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下,叙述的价值观常常十分鲜明,

矛盾冲突剧烈、人物善恶分明、斗争你死我活。 例如“文

革冶时期的小说,基本上是除了好人就是坏人、除了正确就

只有错误。 一切的善恶对立、美丑对立、忠奸对立等二元对

立都是观念的概括,是为了简化对实在的叙述而设的。 但

是二元对立又是我们在观念中整理世界的必要思维方式,
没有这种思维方式,世界难于被思维。 因为思维的基础是

逻辑,逻辑的基础是二元对立。
一旦二元对立思维框架被打破,那么形式逻辑中的基

础定律就会轰然瓦解。 二元对立模式在现当代思想体系中

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质疑得最厉害的是被称为解构主义者

的德里达。 德里达用反中心主义者的姿态彻底消解了西方

近现代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 阿

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事实上也起到了消解二元对立思维

的作用。 他说的“非同一性冶取消了二元对立的外围框架,
否定、否定、再否定取消了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 所以,否

定辩证法不但消解了“二元冶而且拆除了所有的“元冶及其

框架。

四摇 不生不灭律和“三位一体冶的三元模型

佛教认为,普通哲学及宗教“只见了事物的外表而未曾

推测到生灭的所以然。 因为万物由生灭而成,所以万物一

定不是万物,便是生无可生、灭无可灭了。冶訛輦輯 也就是说,世

间万物因为有生所以有灭,这些都是世间的无常。 超越这

个无常,就是“不生不灭冶的常,即是佛性、真如、本性。 本来

没有也就无从破坏,也就不存在生死的痛苦。 不生不灭律

将世界的二元改造成三元,第三元是超越对立二元的存在。
由于有了超越层,所以这就不是三元论而是一元论。

在基督教学说中,影响很大的理论是“三位一体冶,即

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个实体。 大巴西尔在《论圣灵》中对

圣灵的讨论与 “不生不灭律冶有点类似:“水就表现了死,仿
佛肉体进入坟墓,而圣灵宣告了赋予生命的力量,使我们的

灵魂得到更新,从有罪的死进入原初的生。冶訛輦輰 学者进一步

认为,“人的肉身、灵魂和意识,这‘三位一体爷是一并发生

在阴性物质和阳性物质相碰撞的一霎那。冶訛輦輱三位一体思想

支撑起了中世纪一个庞大的学派并直接影响了黑格尔。 黑

格尔认为数字“三冶为解决二元对立而崛起。 在黑格尔哲

学中,有著名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思辨法,合题是

“发展的终点,是‘正题爷和‘反题爷的统一。 但两者不是机

械的相加,而是辩证的综合。 它扬弃了‘正题爷和‘反题爷各

自的片面性,把前二个发展阶段中的某些特点和积极因素

在新的或更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冶訛輦輲这个思辨方法与佛教

的“不生不灭律冶也有相近的地方,如果“正题冶是生,“反

题冶就是死,“合题冶就是非生非死。 黑格尔进一步认为“所

谓三位一体,是依据真所观察的一切之普遍的基础。冶訛輦輳 黑

格尔三段式的三个命题之间都是互相否定的,这就把否定

的二元推进到了三元。
在爱情小说中,常常要涉及“爱冶和“恨冶这组二元对立

概念,有些小说在处理这组关系时非爱即恨。 但是如果跳

出这一框架,就还存在一个不爱不恨的状态即冷漠、无关。
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描写了一个特别的爱情故事。 结

局的时候,黎薇和罗圣提都既没有了恨也没有了爱,二人都

进入了“不爱不恨冶的第三种状态,从此成为路人。

五摇 “四句破冶和符号方阵的四元模型

四句破(梵文 catuskoti,西译 Tetralemma) 又称“四歧

式冶“四句否定冶“四句门冶和“四句分别冶,是中观佛教哲学

大师龙树的思想,是他用来“抨击佛教诸派辩论‘十二因

缘爷、‘涅槃爷等核心概念所持的一、二、三边立场冶訛輦輴。 龙树

将二元或三元分解成四元:“纯肯定、纯否定、复合肯定(佛

理称为第三俱亦句,或双亦句),复合否定(佛理称为第四

俱非句,或双非句)。冶訛輦輵纳珀认为龙树《中论》中原话为“有、
非有、亦有亦非有、非有非非有。 ……宗喀巴同意佛陀及龙

树《中论》确有此言。冶訛輦輶 中观派以此来分解佛理中的有与

空、自与他、常与无常等二元对立。 《中观·观邪见品第二

十七》曰:“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 亦常亦无常,非常非

无常。冶蔡宗齐认为德里达的“四重药房冶理论与“四句破冶
理论同出一辙,“德里达和中观思想家不但都用‘既不……
也不……爷句来形容其解构思维,而且两人都用同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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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爷来与其他哲学思维方式区分开来。冶訛輦輷赵毅衡用四句破

理论分析了王小波《黄金时代》的上半部。 他认为陈清扬

身上存在“净冶(非破鞋)与“秽冶(破鞋)这组二元对立。 陈

清扬本来“净冶,但是当地人却都认为她“秽冶,叫她破鞋;王
二认为陈清扬既是破鞋又非破鞋(既净又秽),陈清扬认为

自己非破鞋亦非非破鞋(非净非秽)。 因为“如果不‘偷爷而

与某个男人有染,‘明火执仗爷搞破鞋,就进入‘俱非句爷冶。訛輧輮

“四句破冶是一种逻辑思考方式,完全突破了形式逻辑

的局限。 形式逻辑中有两大定律:矛盾律和排中律。 四句

破的第三俱亦句正好反对了矛盾律,认为两个互相对立的

概念可以同时为真、既正又反。 第四俱非句正好反对了排

中律,认为两个对立的概念可以同时为假、非正非反。
这一思维方式在小说研究中可以解决许多难题。 例如

对《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究竟是清醒还是疯狂的判断,学术

界常有争论。 如果用四句破理论来解释就一目了然,狂人

可以有四种状态:清醒、疯狂、既清醒又疯狂、既不清醒也不

疯狂。 在爱情小说中,常常存在“爱、恨、既爱又恨、不爱不

恨冶四种情感形态。 其中“既爱又恨冶的矛盾能够得到现代

研究的学理支持。 有研究者发现,“人类自古就存在既爱又

恨的矛盾心理冶。訛輧輯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也发现:“男性对

女性的美貌经常表现出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冶訛輧輰。 爱

情小说中,遇见知己而生爱、被爱人背叛可能生恨、爱而不

得则又爱又恨、移情别恋则有不爱不恨。 在“四句破冶理论

的思维框架中,任何一个领域内的存在都可以被分解为四

元。 这四元是互相否定、相互独立的,情节可以在这四元中

往复运动从而不断发展。
在四元框架体系中,还有符号方阵。 符号方阵可以将

任一概念分解为四个相互否定的“元冶。 符号方阵又叫格

雷马斯矩阵(Greimasian Rectangle),它是法国符号学家格

雷马斯在 1966 年出版的《结构语义学》中首次提出来的,后
来在 1970 年的《论意义》中使用这个方阵分析小说作品。
格雷马斯方阵包括四个基本项:S1(肯定)、S2(否定)、—S1
(—肯定)、—S2(负否定)。

格雷马斯认为,“如果—S2 = S1 且—S1 = S2,那么 S1
和 S2 就是矛盾的;矛盾关系在此表现为对立关系中的一种

特殊关系。冶訛輧輱对这个方阵,格雷马斯有很多种处理方式,但
是基本模式没有变化。 关于“是冶,就可以分成这样几组关

系:是(真相)、似(表象)、不是(非真相)、不似(非表象)。訛輧輲

格雷马斯矩阵无论怎么建立,都必然要涉及两个对立概念。
任何一组对立概念,都可以转化成一个矩阵图,处于—S1
位置的是正项的否定项,处于—S2 位置的是负项的否定

项。 他认为,在二元对立框架中,负项看起来像正项的唯一

否定项,但是正项的否定项并不一定等于负项,负项的否定

项也不一定等于正项。 只有在绝对的二元矛盾框架中它们

才可能相等,在大多数二元对立概念中它们并不相等。 格

雷马斯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二元对立概念

看起来像概括了框架内的全域,其实并非如此。 例如“真

相冶和“表象冶,在某个框架中看起来像一对矛盾的命题,其

实它们并不是,“非真相冶并不等于“表象冶,“非表象冶也并

不等于“真相冶。 格雷马斯认为,S1 和—S2、S2 和—S1 不是

相等的关系,而是约等于关系或互补关系。 S1 和 S2、—S1
和—S2 之间是对立关系,S1 和—S1、S2 和—S2 之间是矛盾

关系。
赵毅衡将格雷马斯方阵进行了改造,“把这个方阵理解

为否定方阵:表面上符号方阵似乎只是取消了四句破的俱

亦句,分开了俱非句。 实际上,方阵中不仅任何相关项都是

否定,甚至所有链接也都是否定链接冶訛輧輳。 从否定的类型来

看,符号方阵实际上把看似二元对立的概念拓展为四元对

立的概念,对正项的否定不能仅仅得到一个否项,而是出现

了另外两个否定项供选择。 与四句破不一样的是,格雷马

斯方阵中没有复合项。 赵毅衡认为,可以“把这个方阵变成

一个不断运动展开的过程……情节发展可以走任何途径

……这个方阵可显示一个不断借否定进行构造的,无法封

闭的过程冶。訛輧輴他用此方阵图分析了《黄金时代》下半部的情

节推动过程,不但简明地展示了作品的情节逻辑和推进方

式,而且隐含了无罪和有罪并非一对矛盾命题,揭示了社会

用有罪和无罪对人群进行二元区分的荒谬性。
这个思路可以用于分析很多其他文学作品。 笔者曾用

这个方阵分析了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訛輧輵 李思屈用它来分析

动画片《小鹿班比域》《狮子王玉》《千与千寻》,訛輧輶刘海波用

来分析《祝福》,訛輧輷 等等。 很少小说会把情节的推进单纯地

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但是任何情节的推动都必然是

在某一种否定框架中展开的。 从二元论到多元论类似数学

的进位制。 无论采用哪种进位制都是为了表达所有的数,
无论将世界区分为几元都是为了概括世界的整体。 只有知

道一个数是哪个进位制的才能识别它,只有知道情节的否

定框架是几元才能读懂这个文本。

六摇 体系的崩塌与重建

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批判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并否定了辩证法赖以存在的体系、指出其二律背反性质。
否定辩证法批判的对象是体系本身。 “辩证法作为对体系

的批判,使人想起体系之外的东西;而从认识辩证运动中解

放出来的力量就是反叛体系的力量。冶訛輨輮体系崩塌带来的结

果才是真正的思维变革。 在思维体系的历史演进中,我们

看到了从一元到五元的不同体系。 其实人类哲学史上建构

的思维体系远不止于此,例如莱布尼兹的单子论,除了上帝

之外的一切单子都没有相互作用。 用否定辩证法的观点来

看,除了创造其他单子的上帝这个单子之外,所有单子都是

互相否定的。 这样,世界的“元冶就被取消了。 阿多尔诺打

算拆除的,正是相当于数学中的进位制。 进位制拆除之后,
我们对数字还能剩下什么认识?

对辩证法进行反思的工作在阿多尔诺之前早已展开。
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均从不同的角度对辩证法

进行过反思与改造。 列斐伏尔“否认辩证法的绝对客观性,
认为自然界中‘找不到爷辩证法冶,梅洛·庞蒂“认为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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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的辩证法 冶 视野下的情节动力

只是‘连续的直觉爷。 辩证法只存在于历史中和人中冶,萨

特则用“人学辩证法冶代替“唯物辩证法冶、“把人变成辩证

法的主体而展开的辩证运动冶訛輨輯。 这些反思均给阿多尔诺

的否定的辩证法奠定了基础。 这些思想家对辩证法的反思

倾向于一个共同观点:辩证法处理的是人为的意识对象,是
主体加给客体的属性。 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强调了客

体的地位并用此拆解了主体加在客体之上的框架,给后现

代主义思想以深刻的影响。
用虚构小说的特征来说明否定的辩证法可以让思路显

得更加一目了然。 小说家尽可以自造体系,在虚构世界中

建构自己的“元冶世界。 例如刘宗义分析网络玄幻小说《七

界传说》的七元,“整个世界分成了七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符

号世界 人、天、妖、魔、邪、鬼、巫。冶訛輨輰 在虚构世界,体系

止于文本边界。 否定了虚构体系,文本中的各“元冶就无法

形成对立的否定项。 同样的道理,一旦形而上学的思考体

系被否定,存在于其中的各“元冶之间也就不能形成对立否

定的关系。 任何一部虚构小说,都必然有一个文本边界,都
必然有更多的文本不能涉足的世界,因此虚构文本之内的

各元素之间的否定关系就必然不适用于文本之外的世界。
董明来以《安娜·卡列尼娜》来说明这个问题:安娜们“所

处之‘世界爷和我们作为解释者的世界之间,绝无结合点。
在我们的世界中,我们无论如何进行追述,也追述不到一个

对安娜的直接的、交互主体性的经验冶,然而“它并不像不

可证的对象那样,自身拥有一个‘世界爷冶。訛輨輱但是,虚构文本

总是有限的,并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无限性,所以它又一定是

有体系性和同一性的,所以否定的辩证法对虚构文本的作

用是有限的。 因为在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拆

解文本这个体系而让其进入它不应进入的世界。 从这个意

义上说,对虚构文本的分析就必然进入“元冶世界,不然,我
们对文本就难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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