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叙述分层
——— 一个旅行的概念

■方小莉

叙述分层自热奈特提出以来，长时期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划分标准。随着叙述学的发展，此概念变得更为

清晰，内涵更为丰富; 但同时也不乏因误读而产生的谬误; 不过，其中的一些误读也滋生了一些新概念，从而

丰富了叙述学自身的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叙述分层概念的发展和苏珊·兰瑟对叙述分层的误读，试图结合相

关叙述学家对叙述分层的阐释给叙述分层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并同时对叙述分层的叙述学功能进行深层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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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分层是由热奈特首先提出。此概念的提出并没
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国外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叙
述学专著中提及。国内对叙述分层的探讨更为罕见。其
中，最先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学者是赵毅衡，他在早期
的一本叙述学专著《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
论》中用整整一章详细讨论了叙述分层; 另外，申丹在其
最新作品《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中略微提及了叙
述分层，并未深入阐述。

叙述分层概念的提出虽未受到重视，但叙述分层本
身在叙述学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然而，由于热奈特对叙述
分层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没有提出判别叙述分层
的标准，从而造成了此术语在使用中的错误与混乱。本文
通过比较热奈特与苏珊·兰瑟对叙述分层的不同阐释，
试图通过对叙述分层的研究，结合其他叙述学家(凯南、
赵毅衡等)对叙述分层概念的探讨从而给叙述分层下一
个明确的定义，并进一步探讨此概念的叙述学功能。

一、热奈特的叙述分层:判别标准的缺失
叙述分层概念由热奈特 1972年在其《叙事话语》中

提出。但是，他并没有给叙述分层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
是给出了一系列描述:

格里厄结束叙事时声称他刚乘船从新奥尔良
到勒阿弗尔 －德格拉斯……二者见与其说有距离，
倒不如说有一条由叙述本身表示地界线，有不同层
次。对我们来说，“金狮”旅店，侯爵和作为叙述者的
骑士存在于某个叙事中，这不是格里厄的，而是侯
爵的叙事，即《一位贵人的回忆录》; 从路易斯安那
的回程，从勒阿弗尔到加莱的旅行和作为主人公的
骑士存在于另一个叙事，即格里厄的叙事中，它包
含在第一个叙事里，不仅仅因为第一个叙事为它添
上序言和结尾，而且因为它的叙述者已经是第一个
叙事中的人物，产生它的叙述行为是第一个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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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的一件事。 [ 1 ] ( P158 )

热奈特以上对叙述分层的描述中，有三点值得注
意: ( 1) 在不同的叙事间有叙述本身表示的界限，有不同
的层次; ( 2) 叙述分层中第二个叙事的叙述者是第一个
叙事中的人物; ( 3) 产生第二个叙事的叙述行为是第一
个叙事中讲述的一件事。在此基础上，热奈特给“层次区
别”下了个定义:“叙事讲述的事件所处的叙述层高于产
生这一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叙述层。”这一定义本身
较难懂，因此热奈特给出了进一步描述，并提出了叙述
分层的三个术语，即故事外叙事 ( extragiegetic)、内叙事
( intradiegetic)和元叙事( metadiegetic)。“勒侬先生撰写虚
构的《回忆录》是在第一层完成的行为，可称为故事外
层;《回忆录》中讲述的事件(包括格里厄的叙述行为) 是
包含在第一叙事内的，因此称为内叙事; 格里厄的叙事
中所讲述的事件又包含在内叙事 (第二叙事) 中，因此称
为元叙事。”[ 2 ] ( P228)

通过以上对热奈特叙述分层的分析，笔者认为热奈
特的叙述分层主要有以下几个缺陷:

首先，对一个新术语的提出，热奈特仅是给出一系列
描述，不仅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判定
标准，对于如何判定什么是故事外叙事，内叙事和元叙
事，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从而，后人在判定叙述分
层的时候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了叙述分层概念的
使用混乱。

其次，热奈特提出的所谓“层次区别”的定义:“叙事
讲述的事件所处的叙述层高于产生这一叙事的叙述行
为所处的叙述层”[ 1 ] ( P158)，本身也模棱两可。一方面，由于
他没有给出判别叙述分层的标准，我们无法鉴别小说是
否分层，如何分层; 另外，何为“叙述的事件高于叙述行
为”，“高于”如何定义，他也没有给出明确阐释。从他所
谓的定义中，叙述行为与叙述的事件属于不同层次，但
如何判定叙述分层却不得而知。事实上，热奈特的一系
列描述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第二个叙事的叙述者
是第一个叙事中的人物。”也就是说，小说出现叙述分层
是因为出现了叙述者的变化，低一层的人物变成了高一
层的叙述者。从而才产生了热奈特所说的叙述的事件与
叙述行为处于不同层次。然而，热奈特只注意到现象，即
叙述的事件与叙述行为属于不同层次，而没有意识到产

生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是叙述者的变化。
为了更加清晰地阐释热奈特的三个概念，我们以

《呼啸山庄》为例: 洛克乌德的叙述及经历是小说的第一
叙事，而在第一叙事中包含了耐丽叙述的希斯克利夫和
凯瑟琳的故事，这一层则是第二叙事，而在耐丽的叙述
中又包含了伊丽莎白的一封信，这一层则是第三叙事。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洛克伍德的叙述是在第一层完成，他
没有被包含在任何的叙事中，因此第一叙事则为外叙述
层，而耐丽是洛克伍德所叙述的故事中的人物，她的叙
述被包含在洛克伍德的叙述中的，所以称为内叙述; 而
伊丽莎白又是耐丽的叙述中的一个人物，因此她的叙述
被包含在耐丽的叙述中，因此被称为元叙述。那么小说
则有三个叙述层，洛克伍德的叙事处在第一层; 耐丽的
叙事在第二层; 伊丽莎白的叙事在第三层。从一个叙述
层到另一个叙述层的过渡是低一层的人物变成高一层
的叙述者。那么，热奈特所说的“叙事讲述的事件( event)

所处的叙述层高于产生这一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叙
述层”的具体意思，用上面的例子来说就是: 耐丽的叙述
所讲的事件是处在内叙述层 (第二层) ; 而产生耐丽的叙
事的叙述行为因是外叙事中的一件事，因此是属于第一
层。这样事件所处的第二层则高于叙述行为所处的第一
层。因此从定义上来讲，内叙事的叙述主体是属于外叙
事层，而元叙事的叙述主体则是属于内叙事层。

第三，热奈特提出的三个术语: 故事外叙事、内叙事
和元叙事在使用中，也容易产生误解。由于他没有明确
给出区分叙述分层的标准是叙述者的变化，因此容易将
叙述分层的问题与同故事叙述、异故事叙述等与人称相
关的概念相混淆。这一点，他在《新叙事话语》中也意识
到了。在这本书中，他提出如何区分故事外性质和异故
事性质的问题: 故事外是个层次问题，而异故事是与人
称相关的问题，是关于叙述者卷入事件程度问题。我们
在判定叙述分层时应该以叙述者和所处的层次为标准:
“我们要判定叙述者是故事外还是故事内，是看这个叙
述者是否是被另一个叙述者叙述出来的?”[ 3 ] ( P81 )因此，我
们将洛克伍德判定为故事外同故事叙述者。作为故事外
叙述者，他占据了叙事的最高层，他并非是由高一层叙
叙述者叙述出来的; 同时，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卷入了故
事情节，因此也判定为同故事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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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提出的这三个概念使用起来也很不方便，因
为无法命名元叙事中的叙述层。笔者倾向于使用“初始叙
述”与“第二叙述”，一方面，这一套术语方便使用，如果元
叙事中还有叙述，我们则可以用第四、第五……叙述，直到
无穷; 另一方面，这一套术语也避免了谈论叙述层的主、次
关系，而强调其包含关系。如果出现“次叙述”则似乎是强
调“主叙述”更为重要。用数字则可以避免这种歧义。

热奈特在叙述分层强调“叙述的事件”与“叙述行
为”属于不同层次，而没有意识到叙述者的变化使叙事
分为不同层次。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家也只能按照
自己对热奈特概念的理解而使用。有的叙述学家在热奈
特的叙述分层理论的基础上将此概念进一步细化，让辨
别叙述分层的标准更加明确，例如，里蒙·凯南和赵毅
衡; 而有的叙述学家也因此而产生了对其理论的有意义
的误读，从而延伸出新的叙述学概念，比如苏珊·兰瑟。

二、里蒙·凯南与赵毅衡对叙述分层理论的发展
里蒙·凯南在自己的叙述学专著《叙事虚构作品

中》也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叙述分层。从凯南的介绍来
看，她对叙述分层的定义源于热奈特。不过，她对叙述分
层的见解比热奈特更加清晰。

首先，凯南认为:“故事里面也可能含有叙述。一个
人物的行动是叙述的对象，可是，这个人物也可以反过
来叙述另一个故事。在他讲的故事里，当然还可以有另
一个人物叙述另外一个故事。”[ 4 ] ( P164)凯南明确提出故事
里面也可能含有叙述，作为叙述对象的人物，也可以反
过来叙述另一个故事。也就是说，虽然凯南给出的也是
描述，但她看到了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指
出人物叙述故事。热奈特强调“叙述行为”和“叙述的事
件”的关系，而凯南的描述中主要强调了“作为叙述对象
的人物反过来叙述另一个故事”。她看到了叙述分层中
更为本质的因素。

其次，凯南提出“故事中的故事形成层次，每个内部
的叙述故事都从属于使其得以存在的那个外围的叙述
故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凯南在原有概念的基础
上，明确提出了“故事中的故事形成层次”。这一点的提
出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故事中的故事”意味着
故事与故事之间是包含关系; 第二，凯南明确强调了“故

事”，强调了人物叙述故事，在她所指的叙述分层中，每
一个故事层是含有相对完整的较大的意义单元。

最后在叙述分层的辨识中，凯南还提出“叙述总是
处于所叙述的故事之上的那个层次”。按照她的说法，
“故事层由超故事层叙述者叙述，次故事层由故事层的
叙述者叙述”[ 4 ] ( P165)。需要注意的是: 凯南的上一层等于
热奈特的低一层 (是表述的不同)。对于凯南来说，超故
事层是故事层得以存在的外围故事，它包含了故事层，
因此属于上一层，而故事层被包含再内，所以属于下一
层。从阅读习惯来看，凯南对“高”、“低”的定义更容易理
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凯南的定义中，叙述者
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凯南的这一定义一方面强调了不同
叙述层的包含关系; 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了高 (热奈特的
“低”) 一层叙述对产生低 (热奈特的“高”) 一层叙述的作
用。她的提法跟热奈特一脉相承，他们的意思具体说来
就是产生故事层 ( 内叙述) 的叙述者是超叙述层的人物，
而产生次故事层的叙述者是故事层的人物。凯南的超故
事层对应热奈特的外叙事，故事层对应热奈特的内叙
事，次故事对应热奈特的元叙事。

凯南的叙述分层与热奈特相比变得更为清晰。遗憾
的是，虽然凯南发现了叙述者在叙述分层中的重要性，
但她与热奈特一样，也没有明确提出划分叙述分层的标
准。赵毅衡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划分叙述分层的标
准，同时还提出了判断叙述分层的辅助方法。

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中，他提
出了辨别叙述分层的明确标准: 叙述的分层是以叙述者
身份为判别标准，“叙述分层的标准是上一层次的人物
成为下一层次的叙述者”[ 5 ] ( P62)。他明确提出: 叙述分层的
标准是高 (热奈特的“低”) 一层的人物成为低 (热奈特的
“高”) 一层次的叙述者。他最终真正找到了叙述分层产
生的原因，明确了其划分标准。而热奈特是强调叙述行
为与叙述事件在不同层次，凯南则是强调故事中的故事
形成层次。当我们将叙述者看做是划分层次的标准时，
识别叙述分层就变得相对容易。当上一层的人物转变为
下一层的叙述者讲起故事来，那么，小说则出现了叙述
分层。同时，赵毅衡还提出了判别叙述层次的辅助方法:
“由于叙述行为总是在被叙述事件之后发生的，所以叙
述层次越高，时间越后，因为高层次为低层次提供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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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具体背景。”[ 5 ] ( P59)这虽然是个故事中的故事，但由
于叙述者没有变化，叙述并非发生在被叙述事件之后，
所以不能判定为分层。因此他的叙述分层的定义是以叙
述者的转换为标准，即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切换，高一
层的人物变成低一层的叙述者。这一定义的提出，使叙
述分层的识别变得简单明了。

如果将热奈特、凯南、赵毅衡的概念相综合，我们可
以得出判定叙述分层的一个较完整的标准: 叙述分层是
一个文本内的形式问题，是对传统“嵌入”概念的系统
化，不同的叙事之间分为不同层次。其判定主要是以叙
述者的变化为标准，高一层次的人物成为低一层次的叙
述者; 同时叙述层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叙述者
讲述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单元，是一种故事中的故
事的结构。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们再来审视苏珊·兰
瑟所谓的叙述分层问题，就会发现她虽然发展了叙述学
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术语，但她的立论基础并非是一个
叙述分层的问题，她事实上误读了叙述分层。

三、苏珊·兰瑟的误读
由于热奈特没有明确提出判别叙述分层的标准是

叙述者的变化，因此苏珊·兰瑟对此概念产生了误读。
她认为热奈特的叙述分层概念所产生的术语无法解决
她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她补充了两个概念“私下的叙述”
( private narration) 和“公开的叙述”( public narration )。兰
瑟与热奈特讨论的明显不是同一个问题。然而由于受到
叙述分层概念的启发，兰瑟的误读也滋生出了叙述学的
新概念，从而解决了叙述学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兰瑟提出女性由于生
活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声音遭到拒斥和压制，因此，女
性的文本通常会是双声性的。女性文本的这种双声性则
产生了文本的不同层次，有表层文本、潜层文本。有的文
本甚至具有更多层意义，而这些是热奈特的叙述分层无
法解决的问题。兰瑟列举了《埃特金森的匣子》中所引用
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一个新娘写给自己的朋友，由于
这位新娘有义务要让丈夫读到这封信。因此她便不能对
自己的朋友畅所欲言，而只能采取特殊的形式将秘密告
诉自己的朋友，因而这封信除了文本的表层意义外，还
潜藏了另外两层意义。兰瑟认为热奈特提出叙述分层的

概念以区分叙述中的不同层次，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然而却无法解决她所提出的问题:即表层文本与潜层文
本的问题。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叙述分层的问题，她补
充了两个概念: 公开叙述与私下叙述。公开叙述是指此
叙述的接受对象存在于文本世界之外，可以等同于公众
读者;而私下叙述则指此叙述的接受对象存在于文本之
内，是一个显身的受述者。[ 6 ] ( P118 － 119 )有了兰瑟的这两个
概念后，《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这封信的难题迎刃而
解。这封信有两个表层文本，属于公开叙述，一个潜层文
本属于私下叙述 : 第一层 : 一个女性对婚姻幸福的公开
表达，这一层的受述者是丈夫 (公开叙述 ) ; 第二层:新娘
谴责丈夫，为自己的不幸鸣冤叫屈，这一层的受述者是
新娘的朋友(私下叙述) ; 第三层 : 表达了对婚姻的无情
拒斥，控诉现存的婚姻制度，谴责婚姻关系本身，这一层
的受述者是公众读者(公开叙述)。虽然，兰瑟所补充的
两个概念为我们做文本分析开拓了另一个全新的视角。
但她的概念与热奈特所提出的叙述分层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意在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

从兰瑟对公开叙述与私下叙述的定义，我们可以看
出: 兰瑟概念的出发点是受述者，识别公开叙述和私下
叙述的标准是受述者。同时，从兰瑟举的例子我们明显
可以看出，她所说的三个层次事实上是指此信具有三层
意义，而并非是叙述分层。叙述分层是文本本身的一个
形式问题，它根据叙述者的变化而判定，是一个文本内
的问题，是一种故事中的故事。如果按照叙述分层的标
准来判断，《埃特金森的匣子》有两个叙述层。兰瑟所说
的三层意义并非是一个叙述分层的问题，而是文本的阐
释问题。要得出第一层意义必须依靠丈夫只读表层文
本; 要得出潜层文本得靠朋友够聪明，知道隔行阅读，而
这第三层意义的获得靠文本外的大众读者在读懂前两
层意义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热奈特的叙述分层是个
文本内的形式问题，叙述分层依靠叙述者的变化来判
定; 而兰瑟的公开叙述与私下叙述却是一个关于意义阐
释的问题，判别公开叙述与私下叙述的标准是受述者。
虽然兰瑟与热奈特讨论的并非同一个叙述学问题，然而
兰瑟在叙述分层的启发下发展了公开叙述与私下叙述
两个新概念，从而丰富了叙述学的术语，为我们的研究
也提供了新的重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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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层的叙述学功能
关于小说叙述分层的叙述学功能问题，以上提到的

叙述学家们主要是关注叙述的不同层次的作用。热奈特
主要关注第二叙事的功能。里蒙·凯南的讨论与热奈特
一脉相承，她主要强调了次故事层 (第二叙事) 的三个作
用。赵毅衡对叙述分层的叙述学功能的关注由低一层转
移到高一层，即第一叙事对第二叙事的作用。这样，他对
低一层的叙述功能的讨论丰富了叙述分层的功能。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大家的讨论焦点都集中在叙
述分层中不同层次的作用，而忽略了叙述分层本身的作
用。叙述分层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实主义的作
品基本无叙述分层，因为强调反映现实，如果小说中产
生叙述分层，从而产生新的叙述者，那么就会有叙述加
工的痕迹，从而削弱了小说表现现实的能力。而对现代
主义的作品来说，由于强调写作技巧，叙述分层可以使
文本的叙述者复杂化，使文章的结构复杂化; 另外，现代
主义者从客观现实转向刻画心理，强调以人物内心为中
心，叙述分层可以让不同的叙述者以自己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声音，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对后现代的作品中，
一切都是叙述。那么，叙述分层中产生的这种叙述加工
的痕迹自然正中后现代作家的下怀。

由于我们通过叙述者的变化来判别叙述分层，因此
在对文本叙述分层的分析中，叙述者自然也不容忽视，
由于低一层的叙述者是高一层叙事的人物，那么也可以
说，高一层叙述的叙述者将话语权临时或是长久地让渡
给了自己叙述中的人物，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叙述者与
人物叙述者间的微妙关系，从而进一步探讨文本主题。
一方面，作者通过叙述分层将叙述者 (时常被等同于作
者) 与人物叙述者划清界限，从而让人物叙述者言自己
不敢或是不能之言，以此逃避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管。比
如在《红楼梦》，或是在《狂人日记》中。石头叙述的故事
和狂人叙述的故事才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中心意义。另
一方面，在不同的语境中，叙述者让度自己的话语权这

一行为也可以产生出不同意义: 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显示
出叙述者对某个人物的偏爱、同情等感情。叙述者的这
一做法自然是对读者的一种操控，操控读者的阐释行
为，因为当我们在了解了此人物叙述者的经历，心理后
很容易对其产生同情与共鸣。那么研究为什么叙述者要
让这个人物讲故事，而不让另一个人物讲故事? 这个问
题的解决对阐释文本的意义也有重要作用。另一种情况
也可能是叙述者与人物的话语不相容，从而拒绝转述。
叙述者有可能与此人物由于身份，语言，情感，道德，智
力等各方面的差异从而话语不相容，因此不愿或是不能
转述对方的故事。

叙述分层的概念自提出以来，一直是处于一种旅行
状态，长时期没有定论。在这一过程中它得到发展，概念
变得更为清晰，内涵更为丰富; 同时它也遭到误读产生
了一些谬误; 当然其中一些误读也滋生了叙述学的新概
念，从而丰富了叙述学本身的发展。总的来说叙述分层
问题的研究对叙述学的理论研究和文本分析的实践均
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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